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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符號指涉邁向詩意創造 

── 從海德格中後期語言與藝術觀點  

  探討武俠小說中的招式書寫**
 

翁小珉* 

摘 要 

本文聚焦於各時期的指標性武俠小說作品在呈現打鬥招式之際所具有的若干不同

面貌，意圖經由深入本源的分析來掌握蘊含於相關發展軌跡當中的語言藝術動力學。

基於海德格中後期的語言與藝術觀點所提供的啟發，本文主張，武俠小說內的打鬥招

式整體上從素樸的面貌漸漸發展得趨於精緻化、極端化的此一走向，事實上可以被視

為創作者追求語言、藝術本質上的詩意創造效果並且傾向於將涉及了再現的既有符號

關係結構予以擱置的過程。透過這樣的分析，本文希望能比偏重於強調民族想像及古

典色彩的武俠小說傳統研究成果更進一步，試著以更為趨近語言及藝術本質的視野，

來觀照通俗文學作品中武俠小說此一重要類型的文字魅力之所在。 

關鍵詞：武俠小說、招式、海德格、詩意創造、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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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儘管當代的人文學科經由深度剖析語言本身乃至語言和人的關係等面向，顯然已

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成績並且被廣泛應用到包含文學批評在內的各領域，然而對華文通

俗小說的研究者而言，要看到這結實累累的碩果在自身熟悉的疆土遍灑種子似乎仍言

之過早；本研究的動機，即是有鑑於武俠小說此一華文通俗小說的重要類型至今的研

究成果泰半仍停留在相對傳統的視野，故嘗試著以當代人文學門內極具開創性的海德

格（Martin Heidegger）思想，來重新審視武俠小說當中居於核心地位的特定文字運用

情形，亦即作品裡形形色色的打鬥招式。打鬥場面的大量刻劃及打鬥情節的密集安排，

一直是武俠小說區別於其他類通俗小說並足以吸引特定讀者的要素，在武俠小說向來

被認為最精髓的「武」與「俠」這兩個面向1 當中相當於「武」的一面；然而，對比

於研究社群就「俠」這個面向歷來不乏擲地有聲的研究成果，2「武」的環節似乎就較

少引起研究者重視。會有上述狀況，主要的原因很可能在於，歷來的武俠小說所發展

出的若干對於打鬥招式的書寫實踐已經頗為精緻化乃至極端化，彷彿已經深入了語言

符號及其指涉物 ── 如果說這種一般人理解的單純指涉關係確實存在的話 ── 之

間難以用傳統觀念有效把握的滑動或糾結；儘管如此，本研究的用意並不在於使這種

滑動的軌跡或糾結的紋路更加清晰判然，而在於藉助海德格中後期朝向擱置陳述上的

                                                     
1 將武俠小說的精髓所在理解為「武」與「俠」這兩面，大致是目前主要研究者間已經沒有爭議

的看法，其中頗具代表性的見解諸如：“ […] that the conjunction of wu and xia signifies a literary 

means to ground an imaginary ensemble of social relations in an imaginary type of martial arts, which 

is the actual definition of this genre.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wuxia is therefore neither an accidental 

combinatory signifier nor tantamount to the sum total of these two characters. It is, rather, to be found 

in the relationality between those two terms, their historically instituted identity, over and against the 

specific valence of each term.”相關論述詳見劉奕德（Petrus Liu），〈Cultural Bodies in Gu Long〉，

《傲世鬼才一古龍：古龍與武俠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年），

頁 91-112；此處引文內容節錄自頁 98。 
2 當中指標性的專著如龔鵬程，《大俠》（臺北：錦冠，1987 年）；專文如周慶華，〈俠的神話性與

社會功能 ── 兼論俠的「出路」問題〉，《俠與中國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頁

1-20，以及林保淳，〈從遊俠、少俠、劍俠到義俠 ── 中國古代俠義觀念的演變〉，《俠與中國

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頁 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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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性並尊崇詩意創造（poeticizing）的語言觀與藝術觀，3 使上述滑動或糾結當中那

自外於單純指涉關係的語言藝術效果能如其所如地各得其所。 

專治海德格思想的學者或許不見得會認為其語言與藝術觀點適用於探討武俠小

說，這或許正如歷來的武俠小說研究者也不會想到海德格中後期的語言觀與藝術觀是

一個他們可資運用的理論資源；然而，從既有武俠小說研究成果在檢視打鬥招式之際

其實不乏對當中語言的詩歌特質予以強調來看，這兩造的關聯或許並沒有預料中的遙

遠。學者劉奕德（Petrus Liu）將武俠小說中的招式描述為「往往寄身於或脫胎自琅琅

上口、典雅優美的古典中文語彙」（always named in or after easily quotable, elegant 

Classical Chinese phrases），並且讚嘆其妙不可言到堪稱「文本無從再現之物」（something 

that the text cannot represent），4 這樣的說法或許很能為我們指明相關議題的焦點與盲

點所在：一方面，我們似乎可以由「再現」的排除，看出研究者已然或多或少認識到，

不能以傳統上藝術／語言僅僅是在模仿現實／自然這樣一種僵化的觀點，來看待武俠

小說作者筆下的各種打鬥招式與感官經驗上各種實際的身體動作之間的關係；另一方

面，從「古典中文」的重要性被既有研究成果在此凸顯出來，我們可以察覺到這種研

究方向有朝著一種文化相對觀乃至於浪漫式的民族想像而去的跡象。將武俠小說中依

憑招式書寫所獲致的語言藝術效果歸諸於所謂中國味或古典味的評論，歷來其實層出

不窮；5 這種著眼於民族情懷的浪漫式解讀或許指出了相關語言藝術效果一個重要的

源頭，卻也不無可能相對地延緩了朝向語言與藝術終極本源性議題的探索步履，而語

                                                     
3 本研究在思想的根基上所汲取的主要養料係來自海德格中後期的語言觀與藝術觀，然而這樣的

說法當然不意味著前期的海德格另有一套語言與藝術觀點並跟他後期的相關見解明顯有異；眾

所周知地，海德格早期戮力於從事整個西方傳統形上學體系的重塑工程，關切的焦點偏向形上

學領域一般而言較受矚目的普遍性課題，諸如存在者與存在意義的闡明等，因此對於語言與藝

術方面著墨有限，直到中後期對形上學又有一番境界更甚於前的領悟之後才開始產生就語言及

藝術方面較濃厚的研究興趣。儘管如此，考量到華文研究社群對海德格思想的吸收尚且難言充

分，大部分集中在對於海德格前期形上學著述的認識與理解，為了避免本文讀者產生不必要的

困惑，在行文中表明相關語言與藝術觀點來自中後期而非前期的海德格應仍有其必要；關於海

德格前期與中後期思想的整體差異一個簡要的介紹，另可參考下文所引的上海三聯書店版《海

德格爾選集（上）、（下）》內收錄於卷首的那篇出自編者孫周興筆下的專文。 
4 請參照劉奕德(Petrus Liu)，〈Cultural Bodies in Gu Long〉，《傲世鬼才一古龍：古龍與武俠小說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94。 
5 其中一個例子可參考梁守中，《武俠小說話古今》（臺北：遠流，1990年），頁 37-39及頁 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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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與藝術的本源或本質，正是中後期將一切藝術創作從本質上歸諸於詩的海德格在思

想工作上極為關切的重心所在。 

將世間一切存在者初始的起源給追溯到某種言說舉動的創造力，這在既有的思想

傳統中或許早已稱不上有任何新鮮之處可言了，畢竟，像是希伯來的「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was the Word）和中國道家所言的道（Tao）等等，都是早已被無

數世代的學人反覆推敲過的說法；在這種狀況下，海德格還能從存有論的高度將這個

議題前所未見的局面給打開而不落神祕主義傳統的窠臼，或許正是他的貢獻值得被後

人記上一筆的價值所在。海德格所以能有效地在此另闢蹊徑，很可能必須歸功於他選

擇了詩這個並不尋常的切入點；從他在不少研究著作中對若干日耳曼詩人及其詩作的

解讀，讀者可以經由他的抽絲剝繭來直面語言將各種存在者給建構出來的此一效果，

進而恃之以涉入語言與藝術本源性議題的上下求索。本研究援用的主要理論資源，即

是海德格探討語言與藝術本源性議題的兩篇重要文稿〈藝術作品的本源〉（“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以及〈語言的本質〉（“The Nature of Language”）；6 在這兩份研究

中，海德格分別從側重於造型藝術作品與文學詩篇的角度，詳盡闡釋了世間一切存在

者初始的起源如何在本質上與詩意創造的行動相聯繫。 

藉由上述哲學文獻所傳達的中後期海德格思想提供給吾人的新視野，本研究將扼

要地審視歷來武俠小說當中若干具指標性的打鬥招式樣貌，包括陳平原、林保淳等中

國文學領域的學者分別名之以「武戲文唱」、「武藝文學化」7 的精緻化走向，另一方

面也及於後來似乎深具顛覆性的近似所謂「無招勝有招」這樣一種極端化的走向。本

文接下來的探討所圍繞的軸心，基本上可以被陳述為這麼一個問題：如果說武俠小說

                                                     
6 原文標題分別是“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以及“Wesen der Sprache”。中文版請分別參

照德國‧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孫周興等編譯，〈藝術作品的本源〉、〈語言的本質〉，收

錄於《海德格爾選集（上）、（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頁 237-308、頁 1061-1120。

英文版請參照Martin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Trans. David Farrell Krell. The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8. pp. 1-56. 以及Martin Heidegger. “The Nature of 

Language.” Trans. Peter D. Hertz. On the Way to Languag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p. 

57-108.  
7 涉及「武戲文唱」的相關討論請參照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臺北：

麥田，1995年），頁 150；涉及「武藝文學化」的相關討論請參照林保淳，〈蒙塵的明珠 ── 司

馬翎的武俠小說〉，《縱橫武林：中國武俠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8 年），頁 263。 



 

 

 

 

由符號指涉邁向詩意創造──從海德格中後期語言與藝術觀點探討武俠小說中的招式書寫 

 

5 

中各種讓人眼花撩亂的打鬥招式，被認為不僅僅是簡單地在文本內指涉著、再現著文

本外的身體動作，那麼這些語彙在被書寫或閱讀的過程中究竟對那些接觸該文字的人

傳達了、呈現了、或者「做」了什麼？唯有對這一點的箇中巧妙有所領會，武俠小說

研究者才足以從本源上言之有物地談論那些被認為堪稱神招妙式的語彙究竟是美在哪

裡、它們觸動武俠小說讀者的原理究竟為何。如以海德格見解觀之，那麼，不論是梁

羽生（陳文統，1924-2009）及金庸（查良鏞，1924-）筆下那種將打鬥招式以古色古

香的語彙渲染得繽紛華麗的手法，還是從古龍（熊耀華，19??-1985）8 筆下開始的那

種「人的生命乃與刀劍合一；當氣氛醞釀成熟，即一招判生死」9 的路數，其實本質

上都是成功的詩意創造行動：前者那種所謂的「武戲文唱」，相當於在訴諸簡練語彙中

湧動的大地（Earth；Erde）成分的同時開展出一個世界（World；Welt）來，其結果是

大地與世界的兩相激盪中真理（Truth；Wahrheit）與隨之而來的美被置入了作品；後

者那種講求一擊致勝、無招可循的書寫實踐，則相當於考量到前者筆下過度雕琢的語

彙已然氾濫到形同耗損殆盡而淪為日常語言的詩，於是意圖經由捨棄這些語彙來辯證

地繼承原先它們所蘊藏的詩歌特質。簡言之，武俠小說中的打鬥招式本質上是一種特

定的藝術創作，它們的迷人之處在於足以使讀者取得一種超越日常俗套的語言運思經

驗，而這種效果溯其根源即相當於詩所具有的真理效果。 

二、古典俠義小說及早期武俠小說回顧 

儘管描寫習武之人動手過招的敘事作品自古即不乏各式各樣的嘗試，一般認為所

謂「武俠小說」其實是二十世紀初才真正發展出來的一種通俗小說類型，10在大致繼

承古典俠義小說題材之餘，隨著歷來諸多寫手前仆後繼地投入而越來越成熟，終致成

                                                     
8 古龍出身寒微，出道前的早年生活情形鮮為人知，就連確切出生年至今仍因學術界尚有不同說

法而難以釐定，僅知約在 1940年前後。 
9 請參照葉洪生，《葉洪生論劍 ── 武俠小說談藝錄》（臺北：聯經，1994年），頁 91。 
10 根據前行研究者指出，漢字文化圈內古來並無「武俠」兩字疊加而成的複詞，亦不見所謂「武

俠小說」的稱謂；文學創作中最早使用「武俠」一詞的案例，目前所知乃是 1900年代日本創作

者押川春浪所寫的一系列以外地冒險為題材的通俗小說，曾以「武俠」來標榜其屬性；晚清旅

居日本的中國文人接觸到「武俠」一詞後，最早期是以之形容《水滸傳》這部古典名作，後來

慢慢用於指稱二十世紀初由相關題材發展出來的當代通俗文學作品。上述考證過程可參照岡崎

由美，〈「劍客」與「俠客」── 中日兩國武俠小說比較〉，《縱橫武林：中國武俠小說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頁 301-320，以及同前註，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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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代通俗小說乃至大眾文化中極具影響力的一支；因此，在探討武俠小說中的打鬥

招式這個主題時，似乎有必要先簡單地從武俠小說與古典俠義小說在這部分的差異談

起。基本上，這兩者的不同其實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端倪來；從古典俠義小說到武俠

小說的其中一個主要的差別，就在於強調了「武」這個字。相較於武俠小說，古典俠

義小說對於動武場景的經營是簡略很多的；或許對古典俠義小說的作者與讀者而言，

更值得關心的是打鬥的結果而不是過程，因此作品中的招式出現得並不密集，偶爾才

會有經過著意修飾的相關語彙被點綴在打鬥情節中，比如以下這個《七俠五義》裡的

例子： 

來來往往，忽見展爺用了個「垂華勢」，斜刺裏將劍遞進，即便抽回，就隨著劍

尖，滴溜溜落下一物。見小姐用了個「風吹敗絮」勢，展爺忙把頭一低，將劍

躲過，才要轉身，不想小姐一翻手腕，又使了個「推窗攆月」勢，將展爺的頭

巾削落。南俠一伏身，跳出圈外聲言道：「我輸了！我輸了！」丁二爺過來拾起

頭巾，撣去塵土。丁大爺過來撿起先落的一物，看卻是小姐耳上之環。11 

如果跟本文接下來所要舉出的那些當代作品中威名赫赫的招式相較，古典俠義小說《七

俠五義》中的諸如「垂華勢」這種招式名稱無疑還是過於陽春了，彷彿不太足以跟堂

堂御貓展昭的南俠身分相襯；儘管如此，這一段情節其實已經是整部《七俠五義》裡

將打鬥招式寫得最細緻入微的場面之所在了，其原因或許是這段展昭與丁氏雙俠的妹

妹月華小姐比劍定親的情節，乃是全書中少見的打鬥過程來得比結果更重要、更有意

思許多的一次過招：展昭與丁月華這對青年男女試探彼此的心思，必須表現在比劍的

過程裡，因此點綴打鬥場面的語彙也就必須履行遠超過僅僅是「再現」身體動作於讀

者眼前的功能。 

到了古典俠義小說剛過渡到早期武俠小說的階段，雖然早期武俠小說的創作者們

一時之間尚難以突破古典俠義小說對動武場景那種未臻細膩的刻劃手法，但為了進一

步吸引讀者，他們不可避免地會體認到將打鬥過程寫得更有張力顯然是勢在必行的，

於是有一些作者漸漸在下筆時追求儘可能精準地再現真正的武術高手、用文字捕捉住

這種人在現實的打鬥較量中可能展示出的身體動作。以 1920年代一部具有相當影響力

                                                     
11 節錄自石玉崑原著，俞樾編修，楊宗瑩校訂，《七俠五義》（臺北：三民，1983年二版），頁 115-116。 



 

 

 

 

由符號指涉邁向詩意創造──從海德格中後期語言與藝術觀點探討武俠小說中的招式書寫 

 

7 

而頗能代表此一過渡階段的作品《近代俠義英雄傳》為例，我們可以察覺到作者平江

不肖生（向愷然，1890-1957）筆下對於動武場景的經營，其實還是趨近《七俠五義》

那種簡略取向的，因此即使小說中的霍元甲及大刀王五等人物被形容得武功蓋世，讀

者還是很難從這些高手應敵打鬥過程的細節裡擷取到具體的印象，理由就在於作者從

頭到尾根本就罕有提供這些細節給讀者的時候；一旦作者在某些場面覺得有寫出這些

細節的必要，他所提供給讀者的通常也不會是招式名稱，而是諸如以下這種例子： 

姓董的道：「要我先來嗎？也好，我先將來的手法，說明給你聽罷，使你好招架。

我用中平槍殺你，仔細仔細。」說著，將竹竿朝王五胸前中平刺去。王五也不

敢怠慢，左手鉤起，按住竹竿，右手鉤正要滾進去；作怪！只覺竹竿一顫，左

手的鉤，即不由自主的反轉來了。竹竿從握鉤的手腕裡，反穿過來，竿頭抵住

前胸。那竿有五尺多長，右手的鉤短了，那裡滾得進去呢？左手因翻了轉來，

掌心朝天，有力無處使。12 

在此，讀者們看到的就好比現實中過招較量時足以吸引一般人駐足圍觀的武術高手所

施展的動作，被具體照搬到武俠小說作品裡去一般，完全不需要仰賴任何個別的招式

名稱去輔助讀者感受動作當中的細緻入微之處；要達到像這樣的效果，作者下筆之際

顯然需要比前人更用心汲取現實中的武術資源，甚至像平江不肖生那樣本身就有相當

武術根柢。13 循著此等創作考量，小說作者刻劃打鬥場面的成功與否乃取決於卓越的

複寫技術而非創造能力；只要作品中虛擬武術高手的動作能夠越肖似現實中的武術高

手應該有的樣子，就表示作者寫得越成功。 

很顯然的，上述想法相當於一種古已有之的語言觀與藝術觀；對於這種主張藝術

／語言模仿著現實／自然的原始見解，海德格在回顧了先哲著作後所作的如下一番總

結頗為言簡意賅： 

亞里士多德有一篇文章，後來被冠以 peri hermeneias或 de interpretatione 之名，

即〈解釋篇〉；﹝……﹞它讓我們看到了作為有聲表達的語言所具有的結構：

字母乃是聲音的符號，聲音乃是心靈的體驗的符號，心靈的體驗乃是事物的符

                                                     
12 節錄自平江不肖生原著，葉洪生批校，《近代俠義英雄傳》（臺北：聯經，1984年），頁 30-31。 
13 可參考同前註，頁(105)-(115)所收的附錄〈太極推手的研究〉一文。除了平江不肖生，《鷹爪王》

作者鄭證因也被認為是具有武術根柢而從事武俠小說創作的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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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符號關係構成了這個結構的支柱。14   （1107） 

儘管一般所討論的武俠小說或許更多是以表意的漢字而非字母組成的表音文字為傳播

媒介，這並不妨礙我們以傳統觀點下的這種符號關係（sign relation）來掌握曾於早期

武俠小說當中頗具影響力的創作考量 ── 在此，符號關係的結構彷彿織就了一層層

單純的指涉，作品裡呈現的打鬥過程再現了作者內心中勾勒的畫面、而這些內心畫面

又再現著現實中武術行家的身體動作；以上每一組指涉關係裡，前者都是後者的符號。

為了從這一層層指涉下的那看似源頭之處來有效地把握整個符號關係結構，據說早期

的知名武俠小說家白羽由於自認對武術技擊外行，在剛出道時甚至還曾敦請同行鄭證

因替自己的作品捉刀指導，就為了怕打鬥場面摹寫得不夠逼真。15 

雖然早期的武俠小說創作者留下的作品中也不乏若干可觀之處，不可諱言的是，

如果他們對打鬥招式這個環節的掌握始終停留在這個階段，那麼始於 1950年代後期的

武俠小說黃金時期基本上仍然是不可能的；在成熟期的武俠小說作者筆下，我們可以

看出那些習武之人過招時的刀光劍影彷彿煥發出一種不同於前人的效果，而那種效果

是意圖要精準地將現實中的武術高手下筆再現的人所寫不出來的。簡言之，從早期邁

向成熟期的武俠小說，被認為體現出了「招式設計從摹寫實戰到注重美感的發展過

程」，16 而這種發展顯然大幅「減輕了作者的負擔，使之免於精準地去解釋或描繪筆

下人物在施展絕藝之際究竟實際上做了什麼」（relieves the authors of the burden of ex-

plaining or depicting precisely what their characters actually do when they accomplish mar-

velous feats）；17 只是，作者要如何擺脫原本摹寫實戰的這個負擔而順利營造出動作的

美感呢？我們或許可以從以下這個《七劍下天山》提供的案例開始觀察： 

楚昭南「怪莽翻身」，往回一轉，游龍劍「金鵰展翅」，驟往凌未風的劍身上崩

砸，喝道：「撒手！」用足十成力量，凌未風青鋼劍疾往下沉，隨即往外用腕，

                                                     
14 “At the beginning of a treatise later entitled peri hermeneias, De interpretatione, On Interpretation, 

Aristotle […] allows us to see the structure of which language as vocal sounds is a part: the letters are 

signs of sounds, the sounds are signs of mental experiences, and these are signs of things. The sign rela-

tion constitutes the struts of the structure.” See Martin Heidegger, “The Nature of Language,” p. 97. 
15 相關細節請參照同註 9，頁 234。 
16 請參照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頁 129-130。 
17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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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沛公斬蛇」，劍鋒下斬楚昭南雙足，冷然說道：「叛賊看招！」18 

這一段文字中出現的招式跟前文所引的那段來自《七俠五義》的例子比起來，差距似

乎不是非常明顯；與其說招式名稱本身有差別，還不如說差別在於招式出現的密集程

度：在《七俠五義》裡，展昭與丁月華比劍定親是整部作品裡少數頻繁出現招式名稱

的一段情節，但是在《七劍下天山》裡像楚昭南與凌未風這樣不斷放出招式來攻防的

場面卻屢見不鮮。因此，成熟期武俠小說創作者在擺脫早期那種追求摹寫實戰的路線

時，所採用的做法絕非僅僅是回歸到更早之前的古典俠義小說去而已，儘管對於文學

作品裡的語言藝術效果懷有某種浪漫式的民族想像者或許會頗為歡迎此等結論，以便

進而強調所謂中國味或古典味語彙的魅力。事實上，在成熟期的武俠小說作品中，打

鬥招式之所以會使人感到精彩紛呈，當然和相關語彙的古色古香不無干係，但本質上

的原因不應當僅止於此；否則，為什麼理應比現代作者更嫻熟於古典中文語彙的古代

作者，會沒有想到要頻繁使用各種精緻的招式名稱來營造古典俠義小說中打鬥場面的

美感呢？經由更進一步地審視以上這幾個例子，再加上接下來陸續要引入的更多觀察

案例，本文將深入地就這當中的關鍵所在詳加琢磨一番。 

三、成熟期武俠小說中打鬥招式的精緻之美 

從成熟期的武俠小說作者不吝於在筆下密集運用的各種打鬥招式名稱中，敏感的

讀者或許不難觀察到一種創作考量上的轉變痕跡，此即先前曾經對打鬥招式的書寫實

踐具有可觀影響力的那個符號關係結構，彷彿被新興的這一批創作者漸漸地給擱置

了；符號與其指涉對象之間先前被視作是達成清晰的再現效果所必須的那種單純連

結，漸漸地鬆脫了，乃至於整個符號關係結構的基盤滑動漂移甚而糾結不清了起來。

其實，在《七俠五義》裡那段展昭與丁月華比劍定親的情節中，展昭的「垂華勢」及

丁月華的「推窗攆月」這些語彙及其所應當要再現的劍擊動作之間，就已經相當程度

地從單純的指涉關係中有所滑動了；「華」與「花」是意義可以相通的字，因此所謂的

垂華勢或許首先指涉著猶如低垂花束一般的長劍走勢，然而卻也不無可能同時意味著

一種猶如開花植物沉靜地向授粉者致意般的姿態，至於所謂推窗攆月也同樣既有可能

                                                     
18 節錄自梁羽生，《七劍下天山》（臺北：風雲時代，2009年），頁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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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著一種劍鋒上的攻勢又可能在意味一種感情上的主動出擊，因為「窗」、「月」這

些字就跟「花」一樣，本身最為人熟悉的意義顯然不只在於指涉劍客過招時的具體動

作細節。在讀過「垂華勢」及「推窗攆月」這些招式名稱的時候，人們的目光本該直

接穿透這些語彙去追蹤它們所指涉的動作，然而這些語彙所具有的某種特質卻使讀者

的心思漂移到了別處，流連於這些動作所延伸出來的若干可能的想像或暗示而不僅僅

是動作本身、流連於展昭與丁月華刀光劍影中的「花」前「月」下氛圍而不僅僅是誰

技高一籌這個結果。當然了，這樣的語言藝術效果，對素來或許更傾向於直接以高手

過招爭輸贏時的勝利歸屬來製造張力的古典俠義小說而言，顯然不會是刻劃打鬥場面

時會優先或經常採用的手法，因此像展昭與丁月華比劍定親過程的這種過招紀錄只能

作為整部作品策略性考量下的特定情節，鮮見於其他章節刻劃的動武場景，其原因不

難理解；至於早期武俠小說作者，他們在追求精準地將現實中的武術高手給再現於筆

下之際，相對也無暇顧及符號關係結構的鬆脫是否尚額外具有觸動讀者的可能性。一

直到武俠小說從早期發展至成熟階段，這種可能性才被創作者正視繼而用心經營，終

致煥發了其間足以讓人一新耳目的效果；之前，我們其實還沒徹底地探索過《七劍下

天山》那段文字裡出現的打鬥招式，還沒有放大檢視那看似與古典俠義小說差距不大

的外觀下有無潛藏著額外效果的可能，而現在顯然已經來到著手進行的時候了。 

觀察《七劍下天山》當中楚昭南與凌未風交手的場面，我們可以發現雙方的招式

同樣不僅僅是單純用來指涉具體攻防動作的語彙，但是這裡的指涉關係卻不是滑動到

與打鬥無關的方面，比如《七俠五義》裡展昭與丁月華的那種彼此試探，而是緊扣著

打鬥本身的生死攸關氛圍並且在這種氛圍所及之處漂移滑動，隨之讓指涉對象與原有

語彙之間彷彿從單純的聯繫轉變為互相交纏的糾結；至於這最終的效果，則是整個符

號關係結構的鬆脫跡象，而這就意味著一種額外可能性的就此敞開。楚昭南的「怪莽

翻身」、「金鵰展翅」以及凌未風的「沛公斬蛇」，看起來都不太像是在刻劃劍客交手的

激烈場面時能具體指涉其個別動作的語彙，但這些語彙仍然很明顯是用來呈現兩造出

手較量之際的攻防本身，而不是什麼意在言外的氛圍；而且，這些語彙其實已經充分

地提供了讀者意圖去感受相關動作的效果時所需的線索：比如，從這些語彙緊湊的 ─

─ 短短四個字裡容納了完整的主語、述語和賓語 ── 組織，可以推斷當事人短兵相

接的快節奏，而出現在這些語彙中的蟒蛇與鵰等形象，則可以帶出野生動物的凶悍天

性並讓讀者比附到當事人此際的搏鬥那野性的一面。當然了，這些經由推斷或比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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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湊的效果不過都是些可能性，無法將楚昭南與凌未風在過招之際實際上的進退趨避

精準地傳達給讀者；然而，一旦把楚昭南與凌未風的動作從原本足以決定打鬥過程究

竟應如何被書寫的既有依據，反過來看成是等著由那些書寫實踐來決定的後續結果，

我們會發現歷歷分明的單純指涉關係在此逸出了原有的預設軌跡，並由此向讀者敞開

了額外的可能性，使之足以去體會原先那清晰的符號關係結構所無法織就的一種精緻

紋路。這種繽紛華麗的美感，閃爍在語彙及其指涉對象彼此的糾結中，流淌在整個符

號關係結構基盤的滑動中；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說這種可能性的敞開、這種語言藝術

效果上的突破，無異於作品平白提供給了人物角色一個拔地而起的世界 ── 既然在

原本的世界裡，總是先有既定的動作，再由動作來決定隨之而來的陳述語彙應當為何，

那麼在這另外被敞開了的一個世界裡，陳述的正確性無妨暫且先予擱置；何不讓語彙

先行，再去決定隨之而來的動作究竟為何？既然這個化外的疆域服膺的不是正確性，

而是可能性，何不直接先去構思充滿動態意涵的招式名稱，再由這些名稱所傳達出的

可能意涵來決定讀者感受到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動作？ 

成熟期武俠小說裡的打鬥場面所以能綻放出超乎前人的美來觸動讀者，最有力的

一個要素，或許恰恰就在於依憑著形形色色的招式名稱而對外敞開來的廣袤世界；習

武之人彼此間的一切攻擊與反擊、壓制與反制，一切針尖對毫芒的炫目火花，都在世

界疆域上那琳瑯滿目的語彙滑動的軌跡與糾結的紋路縱橫蔓生出的可能性當中，臻至

本質的存在。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參考海德格的以下這一番論述： 

由於一個世界敞開出來，所有的物都有了自己的快慢、遠近、大小。在世界化

中，廣袤（Geräumigkeit）聚集起來；由此廣袤而來，諸神決定著自己的賞罰。

﹝……﹞因為一件作品是作品，它就為那種廣袤設置空間。在這裡，“為……設

置空間”（einräumen）特別地意味著：開放敞開領域之自由並且在其結構中設

置這種自由。這種設置出於上面所說的樹立。作品之為作品建立一個世界。作品

張開了世界之敞開領域。19（265-266） 

                                                     
19 “By the opening of a world, all things gain their lingering and hastening, their distance and proximity, 

their breadth and their limits. In worlding there gathers that spaciousness from out of which the protec-

tive grace of the gods is gifted or is refused. […] A work, by being a work, allows a space for that spa-

ciousness. ‘To allow a space’ here means, in particular: to make free the free of the open and to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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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會在這裡提到諸神對於世界的涉入，應當不算是什麼特別讓人意外之處，因為

他在說明自己就藝術品建立的世界所持有的見解時，就已經屢屢用希臘神廟（262-64）

20 作為例子，此處的說法自然也是延續同一脈絡而來。然而，像神廟或神像這樣子的

造型藝術，真的可以用來和語言文字的藝術作品相類比嗎？對此，海德格的看法是： 

神的雕像﹝……﹞往往被奉獻給競賽中的勝利者。它並非人們為了更容易認識

神的形象而製作的肖像；它是一部作品，這部作品使得神本身現身在場，因而

就是（ist）神本身。相同的情形也適合於語言作品。在悲劇中並不表演和展示

什麼，而是進行著新神反抗舊神的鬥爭。由於語言作品產生於民眾的言語，因

而它不是談論這種鬥爭，而是改換著民眾的言說，從而使得每個本質性的詞語

都從事著這種鬥爭並作出決斷：什麼是神聖，什麼是凡俗；什麼是偉大，什麼

是渺小；什麼是勇敢，什麼是怯懦；什麼是高貴，什麼是粗俗；什麼是主人，

什麼是奴隸（參看赫拉克利特：殘篇第五十三）。21   （263-264） 

就此觀之，對於武俠小說而言，如果作者真的以創造藝術作品的高度來期許自己的書

寫實踐，那麼，在刻劃打鬥場面時繼續停留於藝術／語言模仿著現實／自然的這種著

眼點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具有企圖心的武俠小說作者不能只是再以文字提供肖似現實

中武術高手的摹本，而必須要直接使高手本身於字裡行間在場，也就是不能僅僅去複

寫交手過程的動作，而必須要改換筆下原有的語彙來讓它們直接從事戰鬥，敞開一整

                                                                                                                                                

stall this free place in its structure. This in-stalling (Ein-richten) presences as the erection (Er-richten) 

mentioned earlier. As a work, the work holds open the open of a world.” See Martin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p. 23. 
20 英文版請參照Martin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pp. 20-22. 
21 “So it is […] with the sculpture of the god which the victor of the athletic games dedicates to him. The 

work is not a portrait intended to make it easier to recognize what the god looks like. It is, rather, a work 

which allows the god himself to presence and is, therefore, the god himself.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lin-

guistic work. In the tragedy, nothing is staged or displayed theatrically. Rather, the battle of the new 

gods against the old is being fought. In that the linguistic work arises from the speech of the people, it 

does not talk about this battle. Rather, it transform that speech so that now every essential word fights 

the battle and puts up for decision what is holy and what unholy, what is great and what small, what is 

brave and what cowardly, what is noble and what fugitive, what is master and what slave (cf. Heraclitus, 

Fragment 53 in Diels,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See Martin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pp.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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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世界來使勝敗高低在此有所決斷。當武俠小說批評家指出「俠客打鬥寫得最吸引人

的，或許當推金庸與梁羽生，其竅門就在於打鬥場面的表演化，時刻注意其『舞臺效

果』」22 的時候，其言下之意事實上就相當於在讚賞梁羽生與金庸擅長為筆下諸多身

手驚世駭俗的角色建立起一個舞臺般璀璨的世界，只是，將這種世界比作「舞臺」似

乎總還有那麼一絲不到位；基本上，這個世界總是由懾人的猛獸與勇敢無懼的文明英

雄形象所彌漫，比如怪蟒、金鵰與斬蛇的沛公／劉邦，而當這些形象出現在小說家梁

羽生筆下時，它們的地位並不只是演員在舞臺上粉末登場時穿戴的一身行頭，不只是

在楚昭南與凌未風的打鬥動作外面所披掛的語言符號，因為本質上該敞開的其實已然

敞開了，真正在一決生死的就是這些形象本身，除此之外已無其他真正在決定誰勝誰

敗的事物潛伏於後臺等著相關語彙來再現或指涉之。招式成為了出招的高手本身，恰

恰如同神像就是神本身。 

如果說在本質上，成熟期武俠小說傑作所經營出的過招場景帶給讀者的那種入神

的滿足，可以跟神廟或神像所帶給見證者的感受相提並論，那麼，研究者在探索語言

與藝術終極本源這個過程中的下一步，很自然就要聚焦在具體賦予了作品血肉的質料

因素本身了；用海德格的話來說，此即湧動於作品中的大地，而藝術作品的成功即在

於世界的開展與大地的湧現這兩者的共同實現： 

作品存在即建立一個世界。倘在此種規定的視界內來思考，那麼，在作品中哪

些本質是人們一向稱為作品材料的東西？﹝……﹞神廟作品由於建立一個世

界，它並沒有使質料消失，倒是才使質料出現，而且使它出現在作品的世界的

敞開領域之中：岩石能夠承載和持守，並因而才成其為岩石；金屬閃爍，顏料

發光，聲音朗朗可聽，詞語得以言說。所有這一切得以出現，都是由於作品把

自身置回到石頭的碩大和沉重、木頭的堅硬和韌性、金屬的剛硬和光澤、顏料

的明暗、聲音的音調和詞語的命名力量之中。 

作品回歸之處，作品在這種自身回歸中讓其出現的東西，我們稱之為大地。大

地是涌現著 ── 庇護著的東西。23   （266） 

                                                     
22 同註 16，頁 207。 
23 “To the work-being belongs the setting up of a world. Thinking of it from within this perspective,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at which one usually calls the “work-material”? […] the temple work, in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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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在語言文字的藝術作品當中，海德格認為質料因素所發揮的作用與神廟建築

作品並無不同，最終仍必須回歸到大地成分；海德格在針對詩人荷爾德林（Hölderlins）

作品中若干用綻開的「花朵」意象來描繪脫口的「詞語」而發展出的篇章賞析一番

（1109-11）24 之後，進一步表達了這樣的見解： 

如果把詞語稱為口之花朵或口之花，那麼，我們便傾聽到語言之音的大地一般

的涌現。﹝……﹞語言的發聲者，語言的大地因素（Erdige），被扣留在調音（das 

Stimmen）之中，這種調音使世界構造的諸地帶一齊遊戲而相互協調

（einstimmen）。25   （1112） 

這樣的觀點，使我們對成熟期的武俠小說傑作當中那些招式名稱所蘊含的能量，足以

再深入到更迫近本源的層次去探尋；那些看起來似乎個個顯得匠心獨具的簡練語彙，

是否當真都湧現著汩汩由內而外的聲響呢？如果我們仔細去傾聽前文所引的那段來自

《七劍下天山》的例子，似乎可以捕捉得到一些端倪；為何梁羽生會選擇把這裡的打

鬥招式稱作「怪莽翻身」而不是「巨蛇翻身」或「怪蟒擺尾」、稱作「金鵰展翅」而不

是「靈鷲展翅」或「金鵰騰空」、稱作「沛公斬蛇」而不是「劉邦斬蛇」呢？如果出於

符號關係結構的視角，這種選擇似乎只是任意的，並沒有什麼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因

為不同的符號完全可以分別指涉到同一個或近似的對象（例如劉邦和沛公指的是歷史

上的同一人），但是，就如同前面曾討論過的，這裡的狀況早就已經從單純的指涉關係

                                                                                                                                                

ting up a world, does not let the material disappear; rather, it allows it to come forth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to come forth, that is, into the open of the world of the work. The rock comes to bear and to rest 

and so first becomes rock; the metal comes to glitter and shimmer, the colors to shine, the sounds to 

ring, the word to speak. All this comes forth as the work sets itself back into the massiveness and heav-

iness of the stone, into the firmness and flexibility of the wood, into the hardness and gleam of the ore, 

into the lightening and darkening of color, into the ringing of sound, and the naming power of the word. 

 That into which the work sets itself back, and thereby allows to come forth, is what we called ‘the 

earth.’ Earth is the coming-forth-concealing  [Hervorkommend-Bergende].” See Martin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p. 24. 
24 英文版請參照Martin Heidegger, “The Nature of Language,” pp. 99-100. 
25 “When the word is called the mouth’s flower and its blossom, we hear the sound of language rising 

like the earth. […] The sound of language, its earthyness is held with the harmony that attunes the re-

gions of the world’s structure, playing them in chorus.” See Martin Heidegger, “The Nature of 

Language,” 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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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鬆動滑脫了。「怪莽翻身」、「金鵰展翅」之所以會是若干可用的語彙中較為理想的選

擇，原因在於「怪莽翻身」當中兩個仄聲字在前、兩個平聲字在後的組合，搭配上「金

鵰展翅」當中反過來先有兩個平聲字再接兩個仄聲字的組合，可以形成一種音調高低

轉換有序、平滑而協調的效果，使得接連施展出「怪莽翻身」、「金鵰展翅」這兩招的

楚昭南出手顯得行雲流水、意隨劍轉上下隨心；至於「沛公斬蛇」當中的四個字則是

仄聲、平聲、仄聲、平聲，錯落有致且有條不紊，在一個短句裡凝聚出音調上鏗鏘有

力的效果，與凌未風身為男主角的剛直正派、有為有守形象完全合拍。當然了，像這

樣藉由個別字詞的聲韻音調來探索語彙所傳達出的效果，或許是一種相對罕有的著眼

點，然而這種著眼點若究其根本，與沙特（Jean-Paul Sartre）在闡明詩與散文之別時指

出的詩人習性其實是若合符節的，也就是詩人在運用各種語彙時不同於散文作者將其

視作透明物件般的純粹，會更傾向於關注語言文字本身的外觀、聲調等傳達出的效果；

26 就此而言，武俠小說創作者筆下的招式名稱中所帶有的詩歌特質，事實上在海德格

以外的思想脈絡下仍自存其足以被充分觀察到的條件，而且觀察的著眼點似乎還恰恰

以涉及音調的部分為佳。 

由湧動在語彙當中的音調所散發的這遠遠超過單純指涉的一種命名力量，我們同

樣可以在緊接著要檢視的這一個指標性案例中有所察覺，也就是說，像這樣繽紛華麗

的高手過招場景，並非在武俠小說成熟期僅僅出自梁羽生手筆的一種特定嘗試；金庸

在打鬥招式這個環節的書寫實踐上，曾游刃有餘地示範過效果猶有過之的近似手法，

這點我們可以從《射鵰英雄傳》這部作品中的「亢龍有悔」這個招式充分地觀察到。

在這部相當於成長小說類型的作品裡，孤兒郭靖從一介凡夫躍升為身懷蓋世武藝的英

雄俠士這段過程的一個關鍵，無疑是初遇前輩高人洪七公並習得「降龍十八掌」從而

就此功力大進；或許正是因為如此，金庸才會不吝筆墨地交代郭靖剛接觸這套掌法時

如何努力演練十八招中的首招「亢龍有悔」，乃至於在熟練之後居然光靠這一招的威力

就擊退了原本武藝高於自己的反派角色梁子翁。根據洪七公口授給郭靖的運勁要訣，

使出「亢龍有悔」這招時的實際動作應該只有「左腿微屈，右臂內彎，右掌劃了個圓

                                                     
26 相關論述的完整內容詳見 Jean-Paul Sartre. “What Is Writing?” Trans. Bernard Frechtman. What Is 

Literature?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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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呼的一聲，向外推去」27 如此而已，然而這種簡單的動作究竟為何足以產生巨大

的威力呢？28 很明顯，這一招之內蘊含的懾人能量之本源已經與動作無關了；在此，

促成郭靖擊敗梁子翁的與其說是郭靖的任何具體動作，還不如說是在他的「亢龍有悔」

這個語彙中夾帶的能量，也就是說，正是藉由「亢龍有悔」這樣的招式所敞開的額外

可能性，才使勝敗高低有了決斷，因為這個語彙顯然已經逸脫了符號關係結構下那單

純的指涉之鍊 ── 如果沒有洪七公的解說，讀者根本就不會知道「亢龍有悔」所再

現的居然是「左腿微屈，右臂內彎，右掌劃了個圓圈，呼的一聲，向外推去」這樣一

種身體動作。這就意味著，對讀者來說，郭靖根本不是藉由自己的具體動作去擊退梁

子翁的；真正從事戰鬥的其實是「亢龍有悔」這個語彙，是它才讓郭靖真正地在場、

真正地在敞開於此處的一方新建立的世界之內得勝。只是，郭靖的「亢龍有悔」之所

以有辦法在這個世界疆域頂天立地，還得歸功於質料因素的配合，也就是迴盪在「亢

龍有悔」這個短句中的個別音調。「亢龍有悔」由三個仄聲字及一個平聲字組成；「龍」

作為當中唯一的平聲字，夾雜在其他三個仄聲字當中，透露出一種雍容含蓄的淡然姿

態，正好與龍這種幻獸在一般印象中的崇隆地位彼此呼應。於是，當「亢龍有悔」成

為一個打鬥招式名稱時，它的整體效果就相當於恰恰將語彙回歸到它本質的命名力量

當中；就因為如此，這個招式傾向於被連結到交手的兩造中高尚的一方或者正義的一

方，也就是最終會在諸神間的鬥爭中得勝的一方，它讓讀者感受到的是仰之彌高的一

種豪俠氣度，瀰漫在大地因素的湧現與世界疆域的開展這兩者的共同成全之下。 

海德格把藝術作品中世界與大地因素的俱備看作是真理發生在其間的跡證，並指

出真理本身既顯澄明卻也是遮蔽著的；29 這種藝術觀若用以審視武俠小說，同樣能使

                                                     
27 請參照金庸，《射鵰英雄傳》（臺北：遠流，2003年四版），頁 503。 
28 如考慮到《射鵰英雄傳》當中對主角郭靖的形象是傾向於以樸拙憨直的人格特質為基調來勾勒

出的，或許「亢龍有悔」這個招式樸實無華的動作有烘托此等人物形象的用意，也凸顯出大巧

若拙的古訓；不過，這與本文接下來的分析其實不具有根本上的衝突。 
29 “World and earth are essentially in conflict, intrinsically belligerent. Only as such do they enter the 

strife of clearing and concealing. 

 Earth rises up through world and world grounds itself on the earth only insofar as truth happens as the 

ur-strife between clearing and concealment. But how does truth happen? We answer: it happens in a 

few essential ways. One of these ways in which truth happens is the work-being of the work. Setting up 

a world and setting forth the earth, the work is the fighting of that fight in which the disclosure of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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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作品裡走向精緻化的打鬥招式樣貌獲致頗值得咀嚼的洞見。對於曾經深自徜徉

在傳統中國文化當中或者嫻熟古代典籍的人而言，「亢龍有悔」指的或許主要是易經的

卦象之一，而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亢龍有悔」原本的這一個指涉對象應該都是被遮

蔽住的，因為一般大眾對易經的了解程度顯然遠遠不到可以將專用語彙信手拈來的地

步；然則對於《射鵰英雄傳》的讀者而言，無論自己的古典中文涵養是深或淺，都不

至於會干擾他們去感受「亢龍有悔」此一招式的威力 ── 這個語彙擲地有聲的份量，

既閃現於澄明的剔透，也綻放在遮蔽中。同樣地，不管《七劍下天山》的讀者知不知

道劉邦與蛇的典故，都可以順利觸碰到「沛公斬蛇」這一招的潛在能量之所繫；只要

讀者在感受這個語彙時能任由這當中的世界與大地因素如其所如地發揮其作用，大劍

客凌未風的昂揚意氣於此既顯澄明卻又遮蔽著的語彙中即可恰如其分地在場，散發出

讓人屏息的颯爽英姿。有鑑於此，本文主張，在談論武俠小說中依憑招式書寫所獲致

的語言藝術效果時，將讀者體會到的美感歸諸於所謂的中國味或古典味或許不見得就

是只須無條件接受即可的一種見解，因為這樣的說法彷彿暗示了較熟知中國歷史典故

乃至浸潤在傳統文化遺產中的專家會比一般讀者更能把握這些美感；依這樣的立場，

希臘神廟的美感是否只是熟知古希臘神話中諸神恩怨的專家才能充分把握的呢？如果

我們相信在各擁民族情懷的文化相對觀之上，藝術作品扣人心弦的效果有一種更普遍

的本質存在，那麼這效果其實相當於海德格思考藝術作品本源性議題時所強調的那種

真理；遮蔽與無遮蔽在此並存，個別語彙的意涵向傳統典故的開啟與隔絕在此共容不

悖，從中我們感知「自行遮蔽著的存在便被澄亮了。如此這般形成的光亮，把它的閃

耀嵌入作品之中。這種被嵌入作品之中的閃耀（Scheinen）就是美。美是作為無蔽的

真理的一種現身方式（Schönheit ist eine Weise, wie Wahrheit als Unverborgenheit west）」

                                                                                                                                                

ings as a whole – truth – is won.” See Martin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pp. 

31-32. 

 相關內容中文翻譯如下：「按其自身各自的本質而言，世界與大地總是有爭執的，是好爭執的。

唯有這樣的世界和大地才能進入澄明與遮蔽的爭執之中。只要真理作為澄明與遮蔽的原始爭執

而發生，大地就一味地通過世界而突現，世界就一味地建基於大地。但真理如何發生呢？我們

回答說：真理以幾種根本性的方式發生。真理發生的方式之一就是作品的作品存在。作品建立

著世界並製造著大地，作品因之是那種爭執的實現過程，在這種爭執中，存在者整體之無蔽亦

即真理被爭得了。」節錄自海德格著，孫周興譯，同註 6，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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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30 在成熟期武俠小說傑作當中那些炫目的過招場景內持續閃耀著的，其實就

是這種美的光亮；當瀏覽過一部傑作後的我們在掩卷之際，讚嘆地說著「在此鼓起我

們的閱讀慾望，形塑我們的理解並推動敘事前進就是招式」（Here zhaoshi is what an-

imates our desire to read, what shapes our understanding and what moves the narrative for-

ward）31 的時候，我們所念念不忘的不正是這種隨著真理被置入藝術作品當中的本源

之美嗎？ 

四、成熟期武俠小說中極端化的打鬥招式樣貌 

基於以上這些有關藝術本源的探討脈絡，當我們發現海德格將藝術活動的核心精

髓以一種語言運思上的經驗來比擬，並指出一切的藝術本質上都是詩（292-95）32 的

時候，應當不會感到太過訝異；武俠小說當中的各種打鬥招式，實際上亦可作如是觀，

就其促成真理發生於作品內的此一效果而言，相當於發揮了詩意創造作用的精緻語

彙。當我們以此來把握蘊藏在這些招式名稱內的詩歌特質時，我們或許還可以察覺到，

不僅走向精緻化的書寫實踐對我們而言成為自然而合理的發展，就連稍後走向極端化

的那一面也都有了絕佳的解釋；接下來我們所要審視的，就是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觀

察案例。 

從 1950年代末發展到 1960年代後邁入高峰的武俠小說黃金時期，很快地在涉及

打鬥招式的環節迎來一股與梁羽生及金庸那種慣用手法互別苗頭的逆流；雖然就如不

少武俠小說讀者所熟知的，這種一般被稱為「無招勝有招」的手法在後期的金庸筆下

已有所發揚，但是若觀察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標榜能做到無招勝有招的所謂「獨孤

九劍」，不得不承認的是，這一套在傳授時仍須仰賴大量口訣的運劍法門其實距離出招

徹底地無跡可尋仍有一小段距離，而突破這最後一段差距的指標性嘗試主要是古龍筆

下的實踐。從古龍遺留下來的若干剖析自身創作考量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在汲

取了來自眾多前行創作者的養分後，對於打鬥招式的書寫曾有過深入的一番思考： 

                                                     
30 “In this way self-concealing being becomes illuminated. Light of this kind sets its shining into the 

work. The shining that is set into the work is the beautiful. Beauty is one way in which truth as uncon-

cealment comes to presence.” See Martin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p.32. 
31 同註 4，頁 105。 
32 英文版請參照Martin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pp.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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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小說中當然不能沒有動作，但描寫動作的方式，是不是也應該改變了呢？ 

── 這道人一劍削出，但見劍光點點，劍花錯落，眨眼間就已擊出七招，正是

武當「兩儀劍法」中的精華，變化之奇幻曼妙，簡直無法形容。﹝……﹞這書

生曼聲長吟：「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掌中劍隨著朗吟聲斜斜削

出，詩句中那種高遠清妙、淒涼蕭疏之意，竟已完全溶入這一劍中。 

鄭證因派的正宗技擊描寫：「平沙落雁」、「玄鳥劃沙」、「黑虎偷心」、「拔草尋蛇」，

還珠樓主派的奇秘魔力、裸裎魔女……這些固然已經有些落伍，可是我前面所

寫的那些「動作」，讀者們也已看過多少遍了呢？ 

應該怎麼樣來寫動作，的確也是武俠小說的一大難題。 

我總認為「動作」並不一定就是「打」。33 

對古龍來說，前人所創造出來的這些玲瓏精巧的語彙，美則美矣，但頻繁的運用顯然

造成了貧乏的韻味，最後難免形成無法再觸動讀者的窠臼；這樣的語彙相當於從閃耀

著美感的原有狀態下逐漸褪去了光亮，退化為日常言談的材料，而日常語言在海德格

看來其實是一種無法企及語言本質的表達： 

我們無論何時以何種方式來說一種語言，語言本身在那裡恰恰從未達乎詞語。

﹝……﹞只是由於在日常的說中語言本身並沒有把自身帶向語言而表達出來，

而是抑制著自身，我們才能夠說一種語言，在說中討論某事、處理某事。34   

（1063） 

要跳脫這種遠離本質的語言表達，最直接的做法似乎就是重回到藝術活動中的詩意創

造一途；古龍的目標，因而可以被我們在這樣的脈絡下加以理解，亦即他所追求的那

種「不只有『打』的動作」並不完全是對前人的顛覆，而他之所以必須採用看起來具

                                                     
33 節錄自古龍，《誰來跟我乾杯》（臺北：風雲時代，2008年），頁 171-172。 
34 “Yet at whatever time and in whatever way we speak a language, language itself never has the floor. 

[…] Only because in everyday speaking language does not bring itself to language but holds back, are 

we able simply to go ahead and speak a language, and so to deal with something and negotiate some-

thing by speaking.” See Martin Heidegger, “The Nature of Language,”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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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性的手法來刻劃打鬥場面，真正的原因在於本來那些精緻化的語彙已經漸漸地形

同僵死，以致他必須要拋棄這些慣用語彙本身才能繼承到這些語彙曾經具備的詩歌特

質。這裡所存有的乃是一種辯證性的繼承關係；唯有無招才能重獲有招，唯有拋棄過

度雕琢的招式才能捕捉到招式本質上的美感來持續觸動讀者。 

實際閱讀古龍的武俠小說作品，我們可以感受到成熟期武俠小說中極端化的打鬥

招式樣貌如何在他筆下不假繽紛華麗而做到扣人心弦。我們即便看完了古龍的《楚留

香系列》每一部作品所記載的楚留香行俠事蹟，還是不會對這位絕頂高手究竟都是用

什麼特定的厲害招式制伏敵人留下印象，反倒只記得他平常會有意無意地摸著自己的

鼻子，而《多情劍客無情劍》當中的主角李尋歡則標榜其小李飛刀凡出手即「例不虛

發」、一招內必見血封喉取敵性命；這些高手的動作都是無跡可尋的，從早期武俠小說

創作者的立場來看甚至會認為這根本毫無動作可言，然而他們的在場、他們的力量，

於此無跡可循的動作中卻也是無庸置疑的。歷來的批評家在談論古龍筆下指標性的打

鬥場面刻劃手法時，經常標舉《多情劍客無情劍》裡當世三大高手上官金虹、李尋歡

與躲在暗處的天機老人各自蓄勢待發的緊張對峙場景35 作為代表；這個場景的描寫之

所以經典，就是因為這三人居然可以在根本未發一招的情況下，就藉著諸如「刀上雖

無招，心中卻有招」之類的對白分出了高低，而且整個過程完全不會讓讀者覺得只是

虛晃一招、懷疑這幾位高手只會紙上談兵而名不副實，因為古龍把絕頂高手對答時淵

停嶽峙的儀態風範、旁觀的凡夫俗子瞠目結舌到五體投地的反應等全用既鋪張又緊湊

的文字刻劃到位，使得整個對峙現場的氛圍在根本沒有人實際出手的情況下還是被醞

釀到近乎沸騰。在這裡，沒有任何一個角色真的「打」起來，讀者卻足以感受到彷彿

需要成千上百回合的動作才營造得出的效果；古龍成功地將他所追求的那種「不只有

『打』的動作」所蘊藏的可觀能量，作了最淋漓盡致的示範。 

對於古龍筆下這種形同消解了打鬥招式、消解了慣用語彙精緻之美的極端化書寫

實踐，懷有某種浪漫式的民族想像而強調所謂中國味或古典味者自然是困惑的；這種

困惑甚至強到足以衍生出近乎敵意的態度來，以致某些評論者對於古龍作品的針砭可

                                                     
35 完整內容請參照古龍，《多情劍客無情劍（下）》（臺北：風雲時代，2009年），頁 147-160所呈

現的相關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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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尖銳到讓人頗感詫異。36 其實，不論是古龍或者金庸、梁羽生，在作品裡所追求

的應當都 ── 除了商業上的成功外 ── 是藝術的實現，因此如果從本質上叩問這

些作品的引人入勝之處，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這兩類作品都踐履了海德格所珍視的那詩

意創造的行動；兩者都擱置了傳統的符號關係結構而致力於讓針尖對毫芒的戰鬥力量

直接在場，兩者也都致力於讓語言文字回歸到本源的命名力量之中，只不過金庸、梁

羽生在創作上最活躍的年代與古龍有一小段前後落差，雙方隨之在創作考量上乃有了

不同的走向。在古龍之後，武俠小說界引領風騷的是對純文學亦有相當造詣的溫瑞安

筆下那種「詩化」乃至「完全是著力於語言策略的改變和標點符號的運用」37 的作品；

對於這種更為極端的書寫實踐，歷來的武俠小說批評家所流露的困惑與敵意自然是更

濃厚了，其中甚至還出現像是「不論『超新派』擁有多少讀者，它已失去了中國武俠

古典之美，與歷史文化感情一刀兩斷！除非它『返樸歸真』，從傳統中再出發；否則『異

化』之武俠小說如夢幻泡影，勢必與時俱歿」38 這樣的嚴厲措詞，然而這樣的指責若

撇開其自我耽溺的民族情懷，是否有充分的立足點呢？創作者的考量不管乍看下再怎

麼特異，如果溯其根源仍不脫在作品中傳達詩所具有的真理效果，那麼，那些再去要

求它要「返樸歸真」的人，恐怕只會凸顯出自身在本質上跟語言以及藝術活動的隔閡

而已。 

五、結語 

重新審視過在武俠小說當中居於核心地位的打鬥招式樣貌歷來大致的變遷情形

後，儘管難免失之武斷，我們還是可以大致歸結出一個總體趨勢，那就是從武俠小說

涉及「武」的這個環節裡，讀者們可以感受到藝術作品中語言文字在運用上的一種越

來越遠離單純指涉關係的走向，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描述，這是一個語言文字中的詩

歌特質越來越得到發揚的趨勢。在單純的指涉關係中，語言文字符號本身比較會被認

為是在扮演一種具透明性的中介角色，功能在於使觀者的目光順利穿透這一層透明的

材質而射向彷彿在另一側等著被指涉到的事物、過程中不會在介於中間的符號上多所

                                                     
36 這類評論家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或許是鍾愛還珠樓主作品、而稱古龍以降的新派武俠小說為

自我迷失乃至異化的葉洪生；請參照葉洪生，同註 9，頁 62-97中的相關討論。 
37 請參照葉洪生、林保淳，《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臺北：遠流，2005 年），頁 450。 
38 請參照葉洪生，同註 9，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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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相對於此，詩則傾向於展現文字的不透明性，將語彙直接視作最終足以吸引觀

者目光的物而非僅僅提供中介功能的符號來操作，排斥單純的指涉關係，從而形成了

曾在前文提及的沙特陳述的那種詩與散文之別，亦即詩應該與同樣傾向於排斥符號關

係結構的繪畫或雕塑等各種藝術操作歸為同類、而與散文書寫有根本上的不同。39 就

此觀之，古典俠義小說傾向於簡略地書寫打鬥過程，較少密集地在字裡行間綴以招式

名稱來呈現人物的動作，其實是順著既有的散文風格40 而自然發展出的相應考量；當

打鬥招式形諸於簡練的語彙而遍布在作品的字裡行間時，事實上增加了語言文字的不

透明性，因為一旦打鬥過程中理應變化多端的動作要化約為扼要的詞組或短句來表

示，便意味著這些語彙本身必須承載多於一般語彙的意義含量、必須比一般語彙更為

「濃稠」，而這種濃稠累積到越高的程度，就表示越有可能使這個語彙喪失符號應有的

透明性，並且本身成為足以吸引讀者關注的對象。武俠小說從早期發展到成熟期的這

個過程，因而也就是作品內具指標性的打鬥招式樣貌從透明趨近於不透明的同樣一段

過程；至於問世時間稍微或明顯晚於成熟期的作品則沒有回頭路，僅能一頭往那越來

越濃稠而不知伊於胡底的深處去鑽，否則就只好停留在被前人大量沿襲而褪去往昔動

人色彩的範型當中了。 

照這樣的趨勢看來，武俠小說歷來對打鬥這部分的書寫實踐其實不可避免地被籠

罩在一種弔詭的關係當中：一方面，只要武俠小說仍將涉及「武」的這個環節自許為

足以區隔開其他類通俗小說並吸引住特定讀者的要素，創作者就不可能停止去經營越

來越懾人的過招場景、將虛擬角色的交手動作刻劃得越來越極端；另一方面，這也很

自然地使作品中直接相關於打鬥過程的那些語彙在創作者競相翻空出奇的操作下，越

來越遠離這類型作品先天的散文風格，趨近於詩一般的文字或言說，而這種風格反而

是大部份讀者所陌生的，也就是說這樣的語言藝術效果反而會讓通俗作品所要爭取的

閱聽大眾不容易吸收。當評論者指出「武俠小說的訣竅是『武戲文唱』，於刀光劍影中

                                                     
39 相關論述的完整內容詳見 Jean-Paul Sartre, “What Is Writing?” 
40 此處所指的散文乃一與詩相對的概念，而跟古典中文脈絡下的白話與文言之分較無直接關聯；

古典俠義小說不論採取文言或白話書寫，皆與詩的語言藝術效果具有或多或少的落差，僅唐傳

奇當中若干俠義類文言作品或許不無幾許模稜曖昧的徵狀，惟受限於篇幅，我在本研究當中已

無法就箇中細節充分檢視，爾後如有機會當再另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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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出詩文韻味」41 的時候，這樣的說法底下其實有個潛在的預設，那就是這個閱讀與

出版／出租市場上的大部分消費者都是可以毫無困難地來欣賞詩的，否則所謂刀光劍

影中的詩文韻味至少在行銷上很難稱得上就是武俠小說的訣竅；只是，這樣的預設真

能成立嗎？如果依海德格在〈語言的本質〉一文通篇所貫串的主張，我們可以推論出，

對於無法擺脫日常俗套的談話材料而少在語言運思上獲致深刻經驗的普通人來說，要

品味詩的語言藝術效果顯然多少還是力有未逮的；當梁羽生、金庸這些作家筆下那種

古色古香而不同於現代人日常言談的語彙最後也在頻繁搬用下成了俗套，這樣的力有

未逮終於凸顯出尖銳的一面而成了創作考量上無法迴避的課題，因為在所有可能的詩

意創造行動中，援用語言的古典風味來營造一種非日常卻又相對容易讓讀者吸收的效

果或許從來就只是一種比較直接而容易上手的做法。有鑑於此，古龍另闢蹊徑的嘗試

或許值得被格外矚目；在他的創作歷程與人生歷程於 1980年代中期結束後，武俠小說

的高峰期曾經的盛景就再也不可挽回。 

無論如何，武俠小說在消費大眾的視野內退居各類通俗讀物中一種相對不起眼的

陪襯，這在最近的三十年間已然是積重難返了；就在不計其數的諸多著墨於武打題材

的電影電視戲劇作品不時引來消費者一波波狂熱的同時，武俠小說漸漸成為一種招致

專業社群關注而非閱聽大眾持續熱衷的材料，漸漸出現在研究專著、史料彙編、論文

計畫與研討會42 甚至文學獎徵件的主題，而非租書店的最熱門架位中，於是許多曾經

熱愛武俠小說而如今在文字發表上仍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物，便落筆感慨起武俠小說的

衰頹與末世來了，然而這樣的感慨是否當真足以顯示出武俠小說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

呢？造成武俠小說生產量與消費量的減弱與武打電影電視劇勃興的原因或許可以從好

幾個切入點來予以解釋，但是若試著從藝術本質來把握其創作媒材的特性，並且先聚

焦於涉及打鬥的部分，這樣的發展不過是一種各得其所的趨勢罷了；簡言之，就是文

字類作品將本來追求「再現」身體動作的原始意圖，讓給了更能夠充分基於本身特性

而貫徹這項意圖的影視類作品去發揮，從而很自然地更專注於語言效果的突破性嘗試

以達到藝術的實現。因此，與其說武俠小說走到了窮途末路，還不如說更像是在行過

                                                     
41 請參照陳平原，同註 16，頁 150。 
42 有關武俠小說歷來的研究成果經過最近二、三十年的累積所展現的整體樣貌，可參考葉洪生、

林保淳，同註 37，頁 491-512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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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馬川流不息的倥傯驛道後很自然地開始走上溯源過程中人跡較少的小徑；我們不難

想像，到了未來的某一個時代，武打電影電視劇完全有可能走上同樣一趟溯源的路途 

── 幾十年後，會不會這類影視作品當中高手過招較量的鏡頭畫面看起來就像在跳現

代舞，一般觀眾漸漸地看不懂導演究竟要表達什麼？很顯然地，不論在任何時代或任

何創作條件下，傑出的作品所賦予讀者或觀者的始終不脫起心動念去深思藝術本源的

這樣一種任務；而海德格的語言觀與藝術觀所賦予吾人的思想裝備或導引，相信對於

從事這樣的任務絕不會是沒有用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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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Sing Relation to Poeticizing:  

A Study of Zhaoshi in Martial Arts Fictions Through the 

Lens of Later Period Martin Heidegger’s View of  

Language and Art 

Hsiao-ming Weng
*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several differentiated phrasal patterns which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depiction of fighting actions － so called “zhaoshi”(招式，moves) － 

in iconic martial arts novel across different ages, and therefore seeks to seize the in-

ternal linguistic as well as artistic dynamics through analysis which deeply pene-

trates into the essence. Inspired by later period Martin Heidegger’s vision of lan-

guage and ar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 can see the development of zhaoshi, which, 

roughly speaking, sets out simplistically to become more elaborate and then radical 

in martial arts novel as the process of writers’ pursuits of the ensemble concerning 

essentially linguistic and artistic poeticization rather than the sign relation structure, 

which seems to be involved with the region of representation. Hopefully, through the 

effort of such an analysis, the academic research into martial arts novel could go a 

little furt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studies which, generally speaking, tend to highlight 

the dimension of nationality and archaism; thus, this paper tries to apprehend the 

attraction of the narrative in martial arts novel from a point of view which might be 

much closer to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and art so that we might understand such a 

valuable genre in the diversity of various popular literature works.  

Keywords: martial arts novel, zhaoshi(招式，moves), Martin Heidegger,  

poeticization,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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