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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效應」為主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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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由水滸故事流播過程中的江湖書寫及其所回應的「變局」，藉由「避

地」、「採錄景象」等手法的呈現，成為一個很具代表性的、流動的意象世界，

此一世界呈現多面向、多層次空間意象的指涉。經由早期「梁山泊」的「巨

野澤」書寫，衍生出與歷世歷代的心靈產生連結，使此存在空間成為不斷賦

予創造意義的「地方」。後世更在知識社群、民間傳講、義軍內部演繹，形

成多聲部言說狀態，逐漸由江湖言說朝向江山想像趨進。文中指出《水滸後

傳》的江湖述說乃將梁山泊忠義堂的「廢墟」及還道村九天玄女廟改變為家

族化宗祠、世俗化的廟宇，將暹羅國丹霞宮的修真道場成為國家信仰中心、

將山頭意識轉化為逃名之人間淨土、以及航向島嶼等敘事修辭，回應明清語

境中「水滸」意涵由「抗」到「征」、「逃」的書寫變化，在水滸故事傳播的

脈絡化過程中，經由多面向的歷史折照，我們可以瞥見「建國」的靈光，是

一種由江湖到江山多重變奏的建國想像之歷史潛流。 

關鍵詞：水滸故事、江湖、江山、梁山泊、場域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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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故事傳播中的江湖與江山── 

以明‧陳忱《水滸後傳》的「地景書寫」與 

「場域效應」為主的討論∗∗
 

一、前  言 

《水滸傳》的研究除卻作者探考與成書年代、版本的問題之外，在思想

藝術方面一直隨著時代脈動與研究視野而進行主題的翻新與檢討。由於此書

描寫綠林好漢、草澤英雄，因此與此相聯繫的歷史考察和社會政治價值思考

也隨著時代風氣和美學、哲學、文化思潮逐步發展。文化作為一種歷史潛流，

在作家創作中自覺或不自覺的流露出深層的文化內涵，水滸故事在流衍過程

中所開發出來的大文本，帶有相當濃厚的時代寓意，也是非常複雜的文化層

累的結果。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檢視明清之際的《水滸傳》續衍，大多

針對原作詩詞之繁累、駢語、惡札進行改造，「至於刊落之由，什九常因於

世變」，魯迅認為賞心居士的《後水滸》（一名《蕩平四大寇傳》），附刊七十

回之後刊行，原因是清代「世異情遷」，從原來對流賊的厭惡，轉而對強盜

的悔悟修善的嘉許；陳忱《水後滸傳》「雖遊戲之作，亦見避地之意」；俞萬

春《蕩寇志》「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採錄景象，亦頗有施

羅所未試者，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1這種小說史的

眼光，著重在時代變化過程中對原著的重新理解，以及對自身處境的回應。

                                                 

∗∗
 本文曾經於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舉辦之「第二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

年 3月 24日至 25日）中宣讀，中正大學中文系謝明勳授惠賜高見，修訂後經《東華人文

學報》兩位審查教授指正，增益拙文，謹此一併致謝。 

1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三聯書店，1999二版），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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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世變」的討論由「避地之意」與「摩前傳之壘，採錄景象，亦頗有施

羅所未試者」之「糾纏舊作」，可知：「世變」成為《水滸傳》續衍重要的因

子，因此，當我們在檢視中國式的傳統「場域」概念時，水滸世界流播過程

中所回應的「變局」，兼具時間意象的異代之感與生存空間的轉化，遂成為

很具代表性的、流動的意象世界，尤其當中加上「避地」、「採錄景象」等手

法的強調，使得「水滸世界」呈現多面向、多層次空間意象的指涉。 

二、歷史的折照：梁山泊「水滸」的形塑 

談到《水滸傳》的地景，「梁山泊」是一個最常被討論的主要場景，這

個空間的意象起自古代一個地勢低窪，土地貧瘠的「巨野澤」，在西漢時武

帝為了軍事及經濟的需要於濮陽決黃河流入巨野澤通於淮河和泗水。此後，

從五代到北宋末年，黃河三次決口影響到梁山泊，因此，宋代之後形成了以

梁山為中心的大湖泊，也就是《宋史》以及元雜劇等所說的「八百里水泊梁

山」。此處在宋代有漁民為盜的紀錄，2但在金代開始，特別是元、明、清，

因黃河改道，泥沙淤積，已經大為縮小了。3經由地理學意義的水滸探討，我

                                                 

2
 《宋史‧許幾傳》：「（幾）以顯謨閣待制知鄆州。梁山濼多盜，皆漁者窟穴也。幾籍十人為

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據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並附編三種》

（臺北：鼎文書局，1978），卷 353，頁 11149-11150。《宋史．任諒傳》：「任諒提點東京刑

獄。梁山濼漁者習為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事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

鑱石為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同前書，卷 356，頁 11220-11221。 

3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三《壽張縣》：「梁山濼在梁山南，汶水西南流，與濟

水會於梁山。東北回合而成濼。……石晉開運初，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

之境，環梁山而合於汶，與南旺、蜀山湖相連，瀰漫數百里。宋天禧三年，滑州之河復決，

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濼。政和中，劇賊宋江結寨於此。……既而河益南徙，梁山濼

漸淤。」詳參朱一玄、劉毓忱，《水滸傳資料匯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頁

92。清‧高宗弘曆敕撰《大清一統志》卷一百四十二《泰安府山川》：「宦者《楊戩傳》云：

『梁山濼，古巨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蓋梁山濼即古大野澤之

下流，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合於梁山之東北，回合而成濼。宋時決河匯入其中，其水益

大。故政和中，劇賊宋江結寨於此。其後河徙而南，濼亦漸淤。迨元開會通河，引汶絕濟。

明築戴村垻，遏汶南流。歲久填淤，遂成平陸。今州境積水諸湖，即其餘流也。」詳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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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到一個物質世界的實然，但是在文學世界裡，這一個「巨野澤」的空間

意象卻沒有因為逐漸乾涸而消失在人們的記憶裡，反而隨著時間的發展，透

過文學創作成為心靈世界的一個極具展延性的空間。如宋代蘇轍的《欒城集》

卷六〈梁山泊〉（次韻）一詩寫道： 

近通沂泗麻鹽熟，遠控江淮粳稻秋。 

粗免塵泥污車腳，莫嫌菱蔓繞船頭。 

謀夫欲就桑田變，客意終便畫舫遊。 

秋思錦江千萬里，漁蓑空向夢中求。時議者將乾此泊以種菽麥。 

接著又有一詩〈梁山泊見荷花憶吳興五絕〉寫道： 

南國家家漾彩舲，芙蕖遠近日微明。 

梁山泊裡逢花發，忽憶吳興十里行。（其一） 

花開南北一般紅，路過江淮萬里通。 

飛蓋靚妝迎客笑，鮮魚白酒醉船中。（其四） 

菰蒲出沒風波際，雁鴨飛鳴霧雨中。 

應為高人愛吳越，故於齊魯作南風。（其五）4
 

前首詩蘇轍對梁山泊即將消失為農作之用表達惋惜，在經濟栽種與遊賞

空間的不同用途，以及將產生生命情懷的轉變以詩記感；後一組詩則以梁山

泊的景象與江南的記憶綰合，一派繁華勝境，這種自然感受，經由記憶的召

喚，穿越時空以感性形式（「秋思錦江千萬里／路過江淮萬里通」）成為蘇轍

心靈中寬闊的風景圖。 

                                                                                                                          

滸傳資料匯編》，頁 95。此外，王曉家〈關於「八百里梁山水泊」〉一文也討論巨野澤的歷

史變化，五代後周的統治者，為了鎮壓大野澤的農民起義軍，始將濟州設在巨野，北宋王

朝屢次徵剿梁山農民起義軍都是經濟州，然後水陸並進直奔梁山的，金代以後，梁山水泊

已由八百里縮小為八十里了。見王曉家，《水滸瑣議》（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0），頁

292-300。 

4
  俱見宋‧蘇轍，《欒城集》（《四部備要》本，臺北：中華書局，1966），卷六，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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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韓琦〈過梁山泊〉詩說道： 

巨澤渺無際，齋船度日撐。 

漁人駭鐃吹，水鳥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遙勢似彭。 

不知蓮芰裡，白晝苦蚊虻。5
 

文學的世界裡，漁人的生活實景，作家對現場蚊虻擾害的苦惱，遠遠近

近，經由焦聚的調動，成為豐富的存有「世界」，作家在其經驗的流脈中所

形塑的空間感應和空間觀念，使「巨野澤」成為詩人的心靈地圖，在與當下

處境產生連結時，這樣的空間遂成為不斷賦予創造意義的「地方」。6由於這

是一個充滿歷史記憶的地方，透過歷世歷代的折照，生產出龐雜的虛擬空間

意象。 

三、知識社群的溯源：中國文化中「江湖」的意義生

產 

張遠山在《文化的迷宮——後軸心時代的中國歷史探秘》一書指出「江

湖」一詞的詞源乃早於《史記‧貨殖列傳》中有關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

的「三江五湖」那種儒家型的政治人格，而其精神意涵應溯源至「軸心時代」

的先秦典籍《莊子》，它所提供的是一種道家型的偉岸文化人格，從「軸心

時代」元素型文化觀念的「江湖」一詞，是不能分開釋義的，這個文化中國

的真江湖並非政治中國的偽江湖，遠非《史記》、范仲淹推銷的「處江湖之

遠，則憂其君」的儒家政治人格。所以張遠山甚至語帶堅定的認為只有莊子

                                                 

5
  宋‧韓琦，《安陽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9冊，集部二八，別集類，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五，頁 250。 

6
  潘朝陽，〈空間．地方觀與「大地具現」暨「經典訴說」的宗教性詮釋〉，《中國文哲研究通

訊》第十卷第三期（2000.9），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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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江湖」一詞的知識產權及最終解釋權，「乃至整部《莊子》的要旨，

正是『江湖』一詞的真正文化意義。」7依照這種精神高度來檢視「江湖」一

詞，的確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在「軸心時代」的先秦典籍文化元素中，為後

世心靈開闢一片淨土的人乃是「江湖中國的通天教主莊子」（張遠山語），張

氏認為那是一個烏托邦的視域，這個視域不僅提供了一個傲岸不屈、獨立自

主的詩意心靈（如魯達），也提供了「替天行道」這種神秘色彩的組織綱領

之哲學起源。 

如果我們從空間的主體來分梳，活躍於江湖的「主體人」藉由其所對應

的失序的社會，遊士、遊俠等角色的存有之勾勒，實提揭了江湖的空間地方

觀，含具了極為不同的存有和意義。在後軸心時期的清末民初語境中，知識

社群對「俠」意涵的考索是置入「士」階層與國民性的關懷進行的。如顧頡

剛的西周「武士說」，指出「士」這一社群主體是為國家機器訓練的一批戰

力；8而章太炎、余英時等人對「俠」之儒、墨、莊等知識社群的溯源，則指

出江湖意味著涵化人文意義的場域。後世眾多文人創製的江湖視域，落實到

小說世界，這種視域既把「江湖」落實為地理學意義的三江五湖，又隱然有

與朝廷相對的隱士、平民所處之「人間世」的況味。然而，在後軸心時代的

文化演繹，「江湖」一詞更多承載了不穩定性的人格特質所架構的意義世界，

而且在相當程度上仍遙遙供奉著莊子所開啟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

倪於萬物」（《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之精神原鄉。 

如果從江湖的「主體人」這一角度來審視，《水滸傳》在「天罡」、「地

                                                 

7
  張遠山，《文化的迷宮──後軸心時代的中國歷史探秘》（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頁 10-19。 

8
  汪涌豪梳理了顧頡剛所指出的，古代的士都是武士，西周大學為服從「國之大事，惟祀與

戎」的目標，學校即為軍事訓練所；余英時、呂思勉將好文尚武分為遊士、遊俠；或是荀

悅譴責遊說、遊行、遊俠之「三遊」為末世風俗衰敗的結果；章太炎、劉若愚、錢穆由春

秋、戰國之顯學儒墨兩家分判「俠」之源出，其實都指出在一個「世無定主」，亦即宗國觀

念漸趨淡薄的社會裡，一群漠視成規，以自己原則行事的失職之士，在一個失序的社會裡

形塑屬於他們自己的歷史和意義。見汪涌豪，《中國游俠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二版），〈緒言〉，頁 1-13。 



 

 

 163

 

水滸故事傳播中的江湖與江山 

煞」兩榜人才以及人脈的考量，實富涵著另一隱喻用意：天罡榜出身軍官十

人、地主七人以及下階層如：獄吏的楊雄、樵夫石秀、獵戶解珍、解寶兄弟、

漁夫阮氏三兄弟等九人，大抵是一個以戰功、革命倫理為取向的設計，而地

煞榜在組織廣大下階層的人力也顯示出公平原則。9因此水滸故事的江湖如二

龍山、清風山等山頭，帶有流動性，如快活林等聚賭飲酒之處則是特定營業

場所的灰色地帶，有著商業的貨財性，而水滸世界又本是赤貧徒手捕魚的三

阮兄弟簡陋的住家與辛苦衣食飯碗來源的所在，山頭則為解氏兄弟行獵、樵

夫石秀砍柴覓食之處，莊園更挹注了江湖所需的經濟來源（盧俊義），所以

此一江湖之指涉早已將純粹人文精神的場域擴張至以採集狩獵、交易娛樂的

生活之地，當然，也含納了公孫勝這種民間革命最常見的發動者，代表了原

始宗教力量的參與。 

當一個空間由中心和方位的語彙表顯為存有場域，由地方的語彙構建意

義焦點時，不管是形成宗教性聚焦而生發的意義，或是政治性、文學性聚焦

而生發的意義，都映照出心靈中的某種識覺，成為人們省顧自己的生活世

界，所以水滸故事的「江湖」意義生產之延展性與複雜性，即在於它無法釐

清究竟是宗教性質或是哲學性、政治性、文學性的意義，元素型文化觀念的

「江湖」早期而言雖或不能分開釋義，處在後軸心時代的分化狀態中，則不

免因使用者的刻意援用而有偏義。 

四、《水滸後傳》的江湖述說 

《水滸傳》的續書有部分是採模仿的方式創作，也有相當程度的續書隱

含消費江湖以及去水滸英雄的對抗意圖，就如水滸故事本身長期流傳演變積

累的潛在巨大吸引力，使得文化層累有許多的矛盾與夾纏。《水滸後傳》的

江湖述說疊藏了多重文化意涵，在晚明的語境中形成一種頗為豐富的空間言

                                                 

9
  參考王北固，《水滸傳的組織謀略》（上海：上海書店，2003），頁 18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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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此書富有神聖意涵的空間分別是原來《水滸傳》中梁山泊的「忠義堂」、

宋江夢受天書的「九天玄女廟」以及《水滸後傳》的「丹霞宮」，它們分別

成為《水滸後傳》意義轉折的軸線。 

（一）空間的神聖意涵之轉化 

1.世俗廟宇：梁山泊忠義堂的廢墟命運 

《水滸後傳》是從「漁夫阮小七的回顧」開始的，在一個追憶的奠祭儀

式中闖進一批到廢墟來繼續搜刮的人，這是一個饒有意味的記憶開啟。《水

滸後傳》切入《水滸傳》是由第一回〈阮統制梁山感舊‧張幹辦湖泊尋災〉

開始，此時阮小七已是一個曾經經由招安成為「統制」的朝官，卻又因為「……

破了幫源洞，見了方臘的沖天巾、赭黃袍，一時高興，穿戴起來。」（頁 4）

10而被認為野性不改，恐有謀反之情削除官職的漁夫。接受招安後的身份變

化似乎並沒有影響水滸英雄的生命情調與集體情感，阮小七戲穿方臘服飾本

就是有意味的模仿，而朝廷以這個原因斥退，所以此書以阮小七「感舊」出

場。書中透過阮小七的眼中看到： 

萬山料峭，野水蒼茫。三關崩塌，四寨空虛。晴天正四月清和，慘

霧似九秋黯淡。斷金亭下，猶存珠貝零星。忠義堂前，剩得刀槍斷

缺。杏黃旗破幅掛松梢，錦戰袍舊襟堆槲葉。空岩凝血，埋藏腐爛

心肝；亂棘招風，掛滿焦枯毛髮。戶額篆文塵燕屎，石碑姓氏蝕蒼

苔。豺嗥似醉漢鼾呼，虎嘯疑登壇叱咤。正是：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閒花滿地愁。（頁 5） 

在一片黯淡愁慘的舊地卻迎來〈張幹辦湖泊尋災〉，也是起因於貪官為

了搜尋梁山「舊物」而來，說明了亂源依然在於原來官僚體係的貪婪而來。

如果像前面所引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論水滸續書所說的，「採錄景象」成

                                                 

10

 本文引文頁碼根據明‧陳忱，《水滸後傳》（臺北：世界書局，1983）四十回，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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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續書書寫值得一提的地方，那麼《水滸後傳》的「廢墟」書寫就是一個極

有詩意的起筆，在一個「萬綠盈門，晴光瀲灩」的四月天，阮小七卻看到一

幅「慘霧似九秋黯淡」的梁山泊，《水滸後傳》對水滸精神的時代「處境」

與「立足境」的回應，標誌出明清之際的某種「殘民」意象，在第一回阮小

七傷心之餘，作者不忘補上一筆：他看見起蓋廟宇的磚瓦木植之類的新建材

堆放在旁邊。如前所述，「天罡榜」中的三阮、二解以及石秀是最接近土地

的一群異端份子，其江湖色彩也是最道地的，《水滸後傳》由戲謔受罰的阮

小七來引出忠義堂的新命運，似正提出這樣的問題：梁山英雄這座精神殿堂

是否在一場歷史遊戲中可以重新矗立在人們眼前？ 

2.香火意象：九天玄女廟成為家族化宗祠 

《水滸後傳》到了第二十八回〈鄆城店小盜識新英〉時，這個廢墟已經

整建完成，我們再次看見梁山泊出現在小說中，這一次說明「……道君皇帝

曉得宋江、盧俊義屈死，又夢遊梁山泊，因敕有司建廟在梁山泊，春秋祭祀。」

（頁 253）而此時的管廟添香供水的「香火秀才」名叫江忠，原是宋江心腹，

本在梁山泊管糧料的小頭目，與鄆哥一起召集一些閒漢，仍效法水滸傳以蒙

汗藥取人財帛的手法度日，不料遇見頃由金人營隊突圍回歸的呼延鈺、徐

晟、宋安平這幾位梁山英雄後代，透過險遭自己人蒙汗藥殺害的驚險，以及

誤會冰釋，讓江忠帶這些梁山英雄後代新英的去瞻仰他們的先人－－天罡地

煞的塑像： 

紺殿凌雲，珠簾映日。金爐內香靄氤氳，玉盞中甘泉澄澈。天地顯

罡煞之精，人境合英靈之美。義膽包天，忠心貫日。不貪財，不好

色，盡是熙朝之民；同任俠，同使酒，皆吐浩然之氣。有時撼嶽搖

山，不過替天行道。面雖異，精神常在；心則同，生死不移。八百

里煙波，流不盡英雄血淚；百八人氣誼，挽回住淑世頹風。江湖上

名姓遠聞，如雷灌耳；伏魔殿星辰出世，似水朝宗。綠林煞出一片

忠誠，麟閣標來許多功業。殃者重歸金闕，生的再擾紅塵。鬚眉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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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猶然氣吐虹霓；鐵馬驚嘶，尚欲踏平山嶽。正是：不因妙手開

生面，那識當年聚眾英！（頁 254） 

此時梁山忠義堂原址所改建的廟宇已變為小盜活動的「野店」，供奉的

是水滸罹難英雄。接著二十九回隨著少年英雄返家，又介紹還道村的「元女

行宮」是宋江夢授天書處，在此敘述其轉變為「宋（江）家香火」。《水滸後

傳》這一小小的改動，乃是將宋江的奇遇及《水滸傳》原本的玄女信仰轉化

為私領域的家廟信仰，亦即：天書的神諭性質，相對而言被局部縮減為香火

傳承，不再是集體行動準則了，香火的強調就晚明的遺民思維是相當有意味

的書寫。在《水滸傳》舊址有關神聖空間的改動上，以上兩個地點的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梁山精神指標之萎頓與再造，都關係江湖與江山的移位。 

3.國度象徵：丹霞宮的終極意涵 

此外，《水滸後傳》中梁山英雄轉進海外，立足暹羅國，三十八回、三

十九回「丹霞」成為《水滸後傳》一個特殊的代碼。陳忱將它書寫為：「在

廢寺之基建一道院」，一方面將梁山泊的「靖忠廟」移置到丹霞宮左側，改

名「旌忠祠」；一方面在右邊建一「報德祠」，供舊國主馬賽真元身，後來暹

羅國主李俊傳位子嗣後也在此修真終老，「丹霞宮」儼然成為暹羅國地理上、

精神上的制高點。《水滸後傳》對丹霞山的描述是： 

卻說那座丹霞山，峰巒疊秀，古木蔭濃，方圓一百多里，一條闊澗，

環繞山下，碧水澄清，文魚游泳，山上多生仙鹿，並無虎狼蛇蠍。

半山裡有一梵宇，圮廢已久，天生一座石峰，玲瓏窈窕，如靈隱飛

來峰一般，石色極其堅潤潔白，產五色芝草，實是人間仙境，故徐

神翁亦來游覽。（頁 353） 

《水滸後傳》在安居的過程中再創造丹霞山上之丹霞宮制高點為起始，

亦即表明晚明遺民海外建國，重點工作是將世俗空間神聖化。在世俗空間中

人的存在是與神聖空間的中心想像有關，這種本體的飢渴，最動人的表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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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想居住在真實的中心、世界的中心意志－－在那裡宇宙開始存在，開始向

四方展開，也在那裡才可能與諸神交通，帶有一種宗教的懷鄉意識結。本來

人類對生存世界的掌握方式，不管是開墾荒蕪的土地，或是征服、佔領已經

被其他人類居住的疆土，所有不屬於「我們的世界」的空間均不是「世界」，

對於未知的疆土「世界化過程」，人們以組織空間的方式予以規範化，如此

方得以安居在那塊土地。11本人曾指出《水滸後傳》的遺民思想作為一種核

心思想，「丹霞」一詞置入的義涵非比尋常，此書將「靖忠」改為「旌忠」，

與「報德」並列，合為一組符號系統，其所旌表與回報的德目表面上是儒家

系統的核心價值「全忠」、「仗義」，但是在「丹霞」的制高點覆罩下，透過

公孫勝的羅天大醮報答神明並追薦陣亡將士，與三十八回〈宿太尉海國封

王〉，三十九回暹羅國訂定典章制度，形成一組更大的權力符號象徵系統。 

《水滸後傳》的遺民自我在建構中，看到的是他們仍然操作這一套權力

話語機制：立王官、追典籍；但是在公孫勝主持的「丹霞宮」最後所收納的

國主群——馬賽真、高麗王、李俊，實則將人間王官所代表的官本位意識之

最高權威推回巫覡的神性符號系統（由做為道士形象的公孫勝統轄）中。將

暹羅國與高麗國以及新建國之華夏老國主都自願跟從公孫勝入觀修真，那是

將作為更寬泛、更大解釋空間的華夏文化原型符號系統，回復到巫覡領袖對

神靈祭祀儀式的固化和加工化的過程，對易代之痛的遺民弔詭的反而坐實了

「天下」的概念，精神上始得以開脫出一片寬廣之境。在現實世界裡的遺民

的確無立足境，但是其任俠、結社、詩詠、逃禪、逃色等等博雜之境，卻是

另一種世界的立足境。12
 

                                                 

11
 對於空間的意義如何設定，關係著人們在世生存的定位與土地認同之過程，神聖空間的設

定尤為其中的重要工作，有關觀念可以參閱艾利亞代（Mircea Eliade）著、黃海鳴譯，〈神

聖空間及世界之神聖化〉（Sacred Space and Making the World Sacred）（上篇），《雄獅美術》

第 256期（1992.6），頁 116-117。 

12
 這是一個粵東遺民文化裡，廣為眾人所知的地點，是永曆名臣金堡將遺民語錄用藏經式的

版心來刊刻，即所謂「徑山藏」，也叫做「嘉興藏」事。詳參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

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頁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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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幾處《水滸傳》原場域的「神聖空間」的改造，可見《水滸後傳》

強化了水滸故事原來就不斷在組織改編中挹注家族觀念化、世俗化的傾向，

包括將九天玄女的信仰納為家祠、梁山泊的天罡地煞新廟成為賣人肉包子的

酒店，二者有配合增強的意識。家庭是社會組織的基礎，民間信仰是老百姓

價值內化的根基，合起來就是對所謂正道社會有形無形倫理的結合。《水滸

後傳》的「廢墟」書寫雖仍殘存著匪性因子，卻仍透過書寫試圖改造革命團

體的體質，此書一方面讓宋江的回歸宋家，13一方面從宗教文化、家庭倫理

資源中悄悄挪用聖潔空間的譴責威力，派生出政治敘事的另類邏輯性，使得

「廢墟」的重建由土地出發的一群低階層的人為線索，這些隱藏在角落感

舊、守舊的畸零人，透過對於已知、未知土地的再聖化，說明民間倫理邏輯

與茶樓酒肆、山居家宅的微型社會，才是政治主題合法化的基礎，對民間秩

序的聚焦，是對政治敘事的策略性轉移，彷彿宣告只有維護民間秩序的力

量，才有政治上以及敘事上的合法性。 

（二）逃名之處：分判龍蛇雜處或是人間淨土的山頭意識？14 

《水滸後傳》當梁山餘黨再次出現在小說的時候，都各自帶著原來的經

歷、履歷，逐漸「嘯聚山頭」，由小聚義到最後大聚義到「金鰲島」，進而建

立海外「暹羅國」，其中回應《水滸傳》的一個重要部分應是所謂「山頭意

識」。王北固先生從水滸故事各山頭的名稱勾勒出《水滸傳》作者的山頭意

                                                 

13
 有些《水滸傳》研究者頗為質疑宋江夢授九天玄女天書可能為宋江編造的謊言，如王北固

《水滸傳的組織謀略》所論，頁 177。 

14
 王北固指出：標示山頭的基本個性主要有一個軍師型的人物統領全局，另外有「虎」與「蛇」

等綽號人物，表示以猛獸的兇殘性的盜匪特質與生存方式為主。當然整個「水滸」故事是

各大小山頭的演變經過，以及最後匯歸主山頭梁山泊，它們大多有江湖的流動性與商業的

貨財性、結夥的聚合性，除了講求實力之外，另外兩個重要因素就是政治號召（道德因素）

與權力模式（客觀情勢、內部傳統與政治倫理的混合體），而其體質是有階段性的變化的，

尤其梁山泊集團乃多次整編軍官、江湖零星與專技人物等等不同系統出身者這是一個動態

的變化過程。見氏著，《水滸傳的組織謀略》，第七章到第九章，頁 10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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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少華山」是純潔的史進因少年義氣結識「少華」之山的盜匪；「桃花山」

是小霸王周通放棄搶婚；「二龍山」是魯智深、楊志所投之山，乃山頭主義

極盛之時；接著就是梁山泊；然後「清風山」形容宋江經營如清風溫和；水

滸故事末尾「枯樹山」的好漢是「喪門神」，此時山頭意識降至最低。15這種

組織編制的地形命名，與整體勢力盛衰的隱喻，可以在空間規範化的等級差

異當中得到具體的掌握。 

相對於將梁山與丹霞山以宗教性建築轉化為彼等的「神聖空間」之激

情，《水滸後傳》的山頭書寫意識，在聚嘯過程中，從「白雲山」到「飄渺

峰」乃至於龍角山、二仙山、鍾山雨花臺、太湖七十二高峰等山頭，梁山餘

黨流寓「嘯聚」之時顯得遲疑，他們流寓其間做為管理者或只是一群棲息者，

並沒有霸氣的佔領之慾。如第二回「登雲山」躍上活動的舞台是： 

看那山勢，雖不比梁山廣大，卻也險峻。周圍重巒複嶂，只有山前

一條大路，把木石築成寨門，若然守住，縱有千軍萬馬之勢也攻不

進。中央一片平坦之地，可容四五千人。只是草創未完。（頁 17） 

第六回公孫勝、朱武在二仙山的活動乃： 

卻說公孫勝自從汴京辭別宋公明，朱武拜為師父，回到二仙山。過

了幾年，老母亡過，羅真人亦遂羽化。安葬已畢，自築一小庵在紫

虛宮後，喬松翠竹，曲澗小橋，甚是清雅。與朱武終日修煉爐火，

參究內丹，道業愈高，心怡神曠。時當重陽佳節，丹楓滿林，秋氣

高爽。兩人釀下柏子酒，炊熟松花飯，筍脯嘉蔬，消梨雪藕，面著

東籬黃菊，相對而飲。公孫勝道：「我本世外閒人，因應天罡之數，

不由不出頭做一番事業。還虧見機得早，跳出火坑。我和你今日嘯

傲煙霞，嘲風弄月，何等自在！宋公明滿腔忠義，化作一場春夢！」

（頁 54-55） 

                                                 

15
 同前註，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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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回在太湖西山飄渺峰也是一派隱居佳處： 

那峰只有三里多高，魚貫而上。到了峰頂，一株大松樹下有塊大石

頭，掃去雪，將肴饌擺上。石中敲出火來，燙得酒熱，七個弟兄團

團坐定，大碗斟來。吃了一會，李俊掀髯笑道：「你看湖面水波不興，

卻如匹練，倒平了些。山巒粉妝玉砌，像高了些，好看麼？嘗聞道：

『朝臣侍漏五更寒，鐵甲將軍夜渡關。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

不如閒。』我們今日在此飲酒賞雪，真是天地間的至樂！憑你掀天

的富貴，也比不得這般閒散。若論我李俊，年力正壯，志氣未衰，

哪裡不再做些事業？只是古今都有盡頭，不如與兄弟們吃些酒，圖

些快活罷。聞得宋公明、盧員外俱被鴆死，往日忠心付之流水。我

若不見機，也在數內了。」（頁 79-80） 

《水滸後傳》的山頭書寫並沒有發跡變態的跡象，倒是一些居家或隱居

之所，《水滸後傳》「嘯傲煙霞，嘲風弄月，何等自在」的刻劃，彷彿指向一

個中國心靈深處的烏托邦想像。因此相對而言，是一種對《水滸傳》山頭主

義的消解。新鐫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全書》的〈引言〉以時間的循環來強調

人世治亂循環的悲劇意識，以及人在其中的心態，說：「試看書林隱處，幾

多俊逸儒流。……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見成名無數，圖名無數，更有

那逃名無數。霎時新月下長川，江湖變桑田古路。」16如果說宋江等人在《水

滸傳》博得個「封妻蔭子」的功名之思，是「成名無數，圖名無數」的考量，

那麼《水滸後傳》的「嘯聚山頭」當有更明顯的「逃名無數」的思維，這種

逃名的強調，彷彿已為後水滸時期的人生定調。如在第九回〈混江龍賞雪受

祥符  巴山蛇截湖徵重稅〉，以及第十回〈墨吏賠錢受辱  豪紳斂賄傾家〉

裡，反而將原本盤據巴山頭大規模搜刮善良漁民的巴山蛇視如寇仇，梁山餘

                                                 

16
 見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李泉、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臺北：里仁書

局，2001二刷），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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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流寓其間，為老百姓趕走「截湖徵重稅」的惡霸，並剷除豪紳，被塑造成

解民倒懸的勇者、恢復淨土的隱士。 

（三）航向島嶼——轉戰域外的江湖 

然而，就在人生選擇似已就定位平衡的同時： 

忽聽得西北上一個霹靂，見一塊大火從空中飛墜山下，……叫小漁

戶收拾傢伙，同下山來。周圍一看，只見燒煬了丈餘雪地，有一塊

石板，長一尺，闊五寸，如白玉一般。童威拾起，眾人看時，卻有

字跡。都是不識字的，唯有李俊略略認得幾個，所以前日揭陽嶺上

宋江被催命判官李立藥翻，正等伙家開剝，李俊趕來，見有批迴，

識得宋江字樣，才得救醒。今將這石板著實摹擬了好一會，說道：『原

來是一首詩。』眾人道：『大哥，你讀與我們聽。』李俊又頓了一番，

念道：替天行道，久存忠義。金鼇背上，別有天地。」（第九回〈混

江龍賞雪受祥符  巴山蛇截湖徵重稅〉頁 79-80） 

這一段描寫是用隕石天降的方式來書寫梁山集體命運的前定，與後代對

洞庭湖「隕擊成因說」的推定有趣的吻合
17
。這種近乎爆炸的、衝撞性質的

寫意手法，異於《水滸傳》宋江夢受天書的情節，但是飛來一筆的想像，與

接下來的「轉戰域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在《水滸後傳》描寫征東的過程，即是一種「跳板」的思考，李俊對轉

進海外有一個基本思維：「梁山泊與太湖中雖然空闊，怎比得這海外浩蕩！」

（100 頁）在第十二回〈金鰲島開基殄暴  暹羅國被困和親〉是一個發跡變

泰的海盜版，在李俊等人的征戰過程中作者詳盡的介紹這些群島： 

                                                 

17
 對太湖的成因歷來地質學家和地理學家提出河成說、澱湖說、構造沈降說、斷裂交匯說等

多種學說，七十年代以後有隕擊成因說，提出慧星爆炸撞地面，形成大而淺的隕石坑湖泊，

是得到證實的學說。詳參甘章成，〈美麗富饒的太湖從何而來？〉，《水利天地》1997 年 3

期，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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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下二十四島，各有島長自理其事。進納錢糧，四時進奉，如唐

朝藩鎮一般羈縻而已。那二十四島：金鰲、鐵板、長灘、天堂、西

嶴、潢刺、峻岡、白石、井沙、銅山、銅坑、長甸、前豐、後豐、

青霓、羅江、古渡、釣魚、文港、銀灣、南津、竹嶺、甜水、大樹。

那各島大小不一，其中金鰲、白石、釣魚、青霓四島最強。分為東

西南北，統率小島，如方伯連帥之意。凡暹羅有外邦侵犯，四島會

兵俱來救護。而金鰲尤為雄盛，乃一國之藩蔽。（頁 105） 

而表現在金鰲島、青霓島、釣魚島、白石島等島國的征服，對於地形、

地勢以及民土風情使用一種接近「漢賦」筆法詳加描繪，第三十三回〈頭陀

役鬼燒海船  李俊誓志守孤城〉，第三十六回〈振國威勝算平三島  建奇功

異物貢遐方〉表現得極富戲劇效果。《水滸後傳》對水滸精神的時代「處境」

與「立足境」的回應，事實上散發出巢外的飆發力量之調節性與積極性，這

種側重向外擴充的影響力，其根據乃在洞庭湖的水域生活經驗，作者企圖以

不穩定的邊緣性思考賦予水滸餘黨原來的水軍特質擴散，他們由傳統的土寇

轉變為海寇，軍隊的編制與戰場性質的轉變無形中擴大了中國的概念。 

《水滸後傳》編織在時空詩化的書寫是一條東（南）進的流寓（亡）歷

程，水滸餘黨真正的發跡變泰是一種另謀生路的「征東」的邊緣想像，此書

沒有提供流寓之後的回流想像即是明證。如第十一回〈駕長風群雄圖遠略  

射鯨魚一箭顯家傳〉樂和、費保、倪雲在搶奪了童貫家的走私船以後，趁著

東北風望西南而進，眾人看見一片大洋： 

天垂積氣，地浸蒼茫。千重巨浪如樓，無風自湧；萬斛大船似馬，

放舵疑飛。神鰲背聳青山，妖蜃氣噓煙市。朝光朗耀，車輪旭日起

扶桑；夜色清和，桂殿涼蟾浮島嶼。大鵬展翅，陡蔽烏雲；狂颶施

威，恐飄鬼國。憑他隨處為家，那裡回頭是岸？（頁 96） 

這段賦筆著重預告與展望未來的贊文說的是：大鵬展翅，在扶桑島嶼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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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為家，並對「回頭是岸」的說法提出質疑，可以證明對於「彼岸」的嚮往。

在以「征東」成軍的梁山餘軍中，其征戰的隱喻就政權版圖的角度來看，一

方面指向國內被異族征服的困境以及面向國外從血統與權力的擴張試圖達

到緩和的精神壓力；一方面就自己本身異質力量呈現出對社會、歷史、文化

的矛盾衝突所具備的調節性功能，展現出向傳統的詩文以及權力象徵秩序的

臣服，但是無形中也利用收編的假象躲避檢查，保持異端（流寇）的特質，

殘餘的歷史拾荒者，所綴補的歷史拼圖不論就軍事規模、權力模式與範疇、

國家政策、國土想像等，其所比附的文化語碼仍然是充滿斷裂的前歷史記

憶，如大唐的「藩國」制度衍伸的「扶餘國」想像；水滸世界的擬國家秩序，

將地極重新設定為永恆循環的起始點，是一種「周邊中國」的永恆召喚，邊

緣性的思維對中心的再定位，對疆界的再擴充，無不展現「重新創造」的意

義。18
 

五、續衍的譜系：《水滸傳》版本演變中「水滸」意

涵的轉化 

嚴敦易先生在討論《水滸傳》的演變時曾論及，水滸續書的生產是《水

滸傳》繁簡各版本演變到無可再變時的一種必然結果。19如果說續書是水滸

故事發展上的同一脈絡產物，那麼從續書往上溯，就必然碰到馬幼垣先生所

特別關注的排座次以後的水滸發展的部分。在排座次以後的水滸發展不外招

安、征遼、征田虎、征王慶、征方臘、覆滅，馬先生認為在這幾部分的故事

作者最棘手的問題是對降將的處理，以及梁山原班人馬的調遣。由於一再在

征戰過程招降，累積了可觀的人數，使得宋江陣容極度龐大，然而新舊成員

又不對等處理，包括對宋徽宗報告戰果時對降將陣亡者的忽略，也是編書者

                                                 

18
 詳參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頁 49-51。這裡的「重新創造」指向前

面丹霞宮再秩序化被水滸餘黨所征服的領土之意涵而言。 

19
 詳參嚴敦易，《水滸傳的演變》（臺北：里仁書局，1996），頁 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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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非議之處。尤其是征王慶的部分有早期話本活潑靈動的英雄筆觸，以及與

征遼、征田虎一般公式化的敗筆及其不連貫處。 

總之，為了要在極短時間內完成該書，過去百戰百勝的英雄，總是在最

不成問題的情況下給殺害了。20在續書之前的征遼、征田虎、征王慶、征方

臘之域外書寫納入梁山故事系列，往往被解讀成將梁山好漢朝著民族英雄發

展的路線來看，這與《水滸後傳》被視為「史詩英雄」的況味亦近似。21《水

滸後傳》出現在這些「征討」之後，且對於這一部分的情節仍時有回應，最

明顯的部分如《水滸後傳》第七回公孫勝避難的「二仙山」，即是回應「征

遼」時宋江曾帶領眾弟兄跟隨公孫勝去參拜羅真人的山頭；又如第九回〈混

江龍賞雪受祥符  巴山蛇截湖徵重稅〉與「征田虎」因稅收起事相同，田虎、

田豹兄弟趁著百姓因重稅相聚為盜，據沁州、凌州、逐州等處改制稱王，二

書情節命意頗為相近。
22
凡此，指出水滸續書的創作與征遼、征田虎、征王

慶、征方臘之域外書寫對整體水滸故事的文化有某種意義的一體性。 

《水滸後傳》的域外書寫與《水滸傳》各版本流傳期間，對宋江接受「招

安」後待命出征的各個情節之呼應，有助於幫助我們理解水滸故事這個大文

本的意義生產。《水滸傳》在「傳說的形成」時期部分是抗金、反元的義軍

內部自己傳講，或亡命之徒修改美化的「亡命文學」，所以不免有許多刪除

不掉的「殘虐敘述」。
23
然而在相當程度裡水滸故事的成形也經由書會的演

                                                 

20
 參考馬幼垣，〈排座次以後《水滸傳》的情節和人物安排〉，收在鄺健行、吳淑鈿編選，《香

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 177-179。 

21
 如馬幼垣先生曾指出《水滸後傳》是一部敘述人心激盪，熱血奔騰的時代之「國家安危主

題」的小說，陳忱賦予梁山英雄「具有史詩形態的道德象徵」。見馬幼垣，《中國小說史集

稿》（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7），頁 81。 

22
 雖然《水滸後傳》將惡豪換成是丁自燮為患太湖，盤剝漁民，但因「重稅」而反抗的主題

二書命意相近。況且本回梁山英雄與丁府對壘也選在元宵花燈時節爆發衝突，眾人對於去

賞燈恐遭災仍回憶《水滸傳》宋江當年與李逵鬧元宵、以及梁中書北京放燈，眾好漢救盧

俊義之往事為例，透過集體的記憶才進行元宵賞燈，這種書寫頻頻與前傳脈絡化，實將各

時期之故事混而又析之。 

23
 孫述宇〈《水滸傳》的煽動藝術〉談到，《水滸傳》裡為數眾多的「殘虐敘述」本是從前水

滸聽眾的世界裡的真事，好漢殺人是作者有意識的運用報仇主題來煽動，其中一個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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繹，文人的修飾，使得水滸故事同時加入了不少牧歌情調的「田園式（pastoral）

亡命文學」，滲入某些閒情逸致、劫財濟貧的高潔氛圍。也因此置入了不少

類型的「好漢」光譜，有些是比較原始的英雄故事，如武松、魯智深、李逵；

有些則比較遠離民間粗樸的英雄想像，用來講迫害與報仇的煽動藝術，看似

「沒有種」的林沖、盧俊義這一類的英雄，他們更符合「道成肉身」裡面的

「肉身」部分之人間味。
24 

《水滸後傳》以水滸餘黨演繹水滸精神，既沒有繼承魯智深這一類英雄

的無牽無掛、幾近化境的人格；也不是林沖以肉身承擔迫害與復仇的人間世

之苦難。李俊等人最終建國暹羅，其脈絡化的起點若回到抗金、反元的義軍

內部傳講的形態來考察，這些以往嘯聚山頭的好漢轉戰島嶼，攻城掠地，規

模是種族國家戰爭，是一個個試圖跳脫私仇、淡化迫害的英雄事蹟，敘述民

族流亡的巢外想像。如果說，水滸故事早期為了防閑女色而創立了不好色的

英雄；《水滸全傳》為了催促行動而講迫害與報仇的英雄；那麼，《水滸後傳》

餘黨演繹的水滸精神應是以重彩濃墨刻畫逃名避世的「殘民」辛酸，這種悲

劇，不是秩序儼然的論座次，而是化「殘民」於無形的元宵節慶與子孫綿延

的昇平世界。暹羅國主生下世子，取名「登」，與「登雲山」遙相呼應，是

以彼岸精神，或者說是更長遠的時間軸來重新定義今生今世。 

因此，《水滸後傳》如就前面提到「江湖」一詞源出莊子，其高蹈傲世

的「軸心時代」元素型文化觀念的「江湖」概念，在明末清初的語境中再次

開顯此一精神原鄉，對「暹羅國」的視域，援引唐代虯髯客的「扶餘國」事

蹟，做為「海外建國」的慶典大戲，對於戲中之戲的指稱，在虛擬的空間場

                                                                                                                          

來源及聽眾對象，是宋室南渡及明代立國之間無數由貧民、盜賊、散兵、游勇組成的反金、

反元的義軍中的一枝或幾枝，他們傳講、修改及創作水滸故事，成為一種充滿疑懼心理的

「亡命文學」，這些亡命之徒被理想化為好漢，使之成為亡命行動中仿效的對象，這是不同

於那些寫給非亡命之徒看的「假亡命文學」，即安姆遜（W. Empson）所謂「田園式（pastoral） 

亡命文學」），在綠林中悠遊瀟灑，度假遊玩，那樣的高潔。孫文見鄺健行、吳淑鈿編選，《香

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頁 69-103。 
24
 同前註，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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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論述時間的或歷史的創傷與輝煌。相對於明初或更早期的水滸故事成型

期之「殘虐敘述」，晚明的水滸，對「殘虐敘述」的化用與消解，是家／國

敘述的水滸，包裝道家型的偉岸文化人格的水滸，「不願為官」是他們出走

的主要心聲，
25
從「官逼民反」到「不願為官」，所刊落的「官／民」之間的

緊張關係，使原來的「國」就有無限的可能。 

六、由江湖到江山多重變奏的建國想像——代結語 

《水滸後傳》從「江湖」到「江山」的建國想像，正是「水滸」精神在

長遠的歷史變遷中含納絕望與希望、亡國與建國、此岸與彼岸、廢墟與樂園

等多重變奏的史詩。明清兩朝，在水滸故事的接受與傳播過程中，透過「江

湖」此一特定的生活空間想像，不斷製造與體制相對應的言說：從先秦軸心

時期的典籍中像莊子這樣的知識份子帶有深刻哲思的眼光創造「江湖」一詞

伊始；到了南宋至明清之際經過了民間藝人與義軍傳講的殘虐敘述和忠義調

合的苦路；一直到晚清的水滸接受則充滿了革命激情的政治評論色彩。水滸

故事的接受與傳播由「抗」到「征」與「逃」的多重辯證中，創業史逐漸取

代帝國體制的回歸，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案即是從反清復明的歷史資源

出發。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有志竟成〉論述天地會說： 

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二三遺老，見大勢

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

之宗旨，結為團體，以待後起者可藉為資助也。……以最合群眾心

理之事跡，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以演戲為之，

蓋此最易動群眾之視聽也。其傳布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

                                                 

25
 本人曾梳理《後水滸傳》一再標明水滸餘黨再聚義的原因多為「不願為官」，是一種針對傳

統「官本位」的反撥。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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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26
 

孫中山領導興中會時引天地會在康熙年間之後的這一段歷史，說明民族

主義根苗藉民間形式保存的隱曲，在長遠的歷史中，這些遺（殘）民，根據

自己的歷史觀與道統理念，重新打造自己的歷史、自己的版本，「演戲」、「不

平之心」、「復仇之事」等等儀式化與情節化，成為傳播一再複製的的變體，

而其核心為民族主義「根苗」，這種播散種子的策略，實由明清之際一直傳

演到了清末，「創業」即為其中最重要的異質力量之核心。 

《水滸後傳》在此一脈絡中表現的不全然是「抗」的精神，而是宋江集

團接受招安後「征」的意志之延續與先秦道家型「逃」名避世的偉岸文化人

格之摶化。明末陳忱《水滸後傳》在《水滸傳》的未完成中形塑晚明至清初

的一段心態史，強調一種對抗絕望的力量，征遼、征田虎、征王慶、征方臘，

再加上征暹羅之域外書寫，不斷強化主動性質的「征」，並淡化被動性質的

「逼」，這種精神轉化納入梁山故事系列，是江湖視域擴散到海外的不斷嘗

試，這種創業史具有史詩性的美學特徵，可視為水滸式的「史詩英雄」後期

組曲之主調，是英雄末路的歷史長考，雖然仍是一個稚拙的體制27與走馬燈

式的轉進28，卻使我們無意中瞥見「建國」的靈光與啟發，尤其是《水滸後

傳》對建國的處理，不是操兵建制，不是展現國威，屈服番邦的喜悅，而是

以一個元宵喜慶共賞唐朝〈虯髯客〉戲劇作結，其與孫中山所謂「以演戲為

                                                 

26
 孫文，《建國方略‧建國大綱》（臺北：集成圖書公司，1959臺五版），頁 77。 

27
 羅爾綱先生在〈水滸傳與天地會的政體〉一文中論及，這兩個政體全係軍國民制度，它們

藉桃園義氣、梁山泊聚眾、瓦崗寨威風，迎合下層社會人心，是一種「主」和「軍師」構

成的「軍師責任制」，而其中吳學究推辭林沖「第二把交椅」的自謙之詞說：「吳某村中學

究，胸次又無經綸濟世之才，雖曾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豈可占上！」吳學究

號「加亮先生」，是加諸葛亮一等，可以預見未來，乃智慧的化身。由此可見，這種主／軍

師一體的政治理想與其起義規模尚未達至一整套的政體設計。見羅爾綱，《水滸傳原本和著

者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二刷），頁 254-258。 

28
 馬幼垣先生對招安以後的英雄頗為不耐，指出這些人多為「廖化」型的先鋒。高桂惠，《追

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頁 49-51。的確，歷史彷如走入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

但也因為如此，群眾的集體革命力量卻辯證式的成為革命主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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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拜會活動似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幫派化的地下活動與書寫小說究竟

有沒有關連，仍值得吾人玩味。 

 

責任編輯：程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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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pectives of “Jiang-hu” and “Jiang-shan” (Nation) 

in the Story of “Shui-hu”: A discussion of geographic 

description and field effect from Chen Chen’s Book of 

“Shui-hu-hou-zhuan” 

Kao Kuei-Hui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story of Shui-hu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Jiang-hu, the folkway, the changes of events as well as the action of 

escaping from the chaos world. It has become a representational and 

mobile worldview that involves multi-facet and multi-dimensional 

imagination of space.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the huge swamp area in the 

early novel of “Liang-shan bo,” not only “the space” concept of 

Liang-shan bo has been connecting spirit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t 

also becomes “a place” where creativity seems never end.  

The phrase “shui-hu” originated from the folktale of volunteer army 

and the dialogue of the knowledgeable peopl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iscussion.  It had achieved a well-sound position that the smaller 

viewpoint of Jiang-hu was replaced by a much greater perspective of 

Jiang-shan (nation).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how the book of Shui-hu- 

hou-zhuan describes the changes of Liang-shan-bo from war ruins, 

memorial site, family shrine, and how it becomes the center belief of the 

nation.  Besides these, the meaning of Shui-hu has also implies a hiding 

place where people can find peace of mind.  Furthermore, the remnants of 

shui-hu finally pursue their utmost peace by sailing to a far away islan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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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representes the change of shui-hu, from it 

resistance conquer, and from it conquer to escape.  It also implies that 

how the possibility of an “outlier” organization moves from triviality to 

become the focal point of th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nation, and later, a 

brand new nation emerged as a result of this idea. 

Keyword: Shui-hu, Jiang-hu, Jiang-shan (Nation), Liang-sh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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