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的倫理 論〈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之物件與命名

【摘要】

本文由〈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出現之物件與人物命名觀察其中可能的意義。

透過其與前文本〈珠衫〉的對照，發現〈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出現許多〈珠衫〉

裡頭未曾出現的物件，同時人名也不再是「不詳真姓名」 o 搭配小說情節的發展，

細讀在整體結構下，被符號化後的物件與命名具備的特殊意義， 與人物內心狀

態、行為進行相互呼應。當以「家」這個抽象概念作為統攝的原則時， 當可發現，

人物命名與物件對情節推進及作品旨趣有密切關係 o 這些看似不起眼處，透過文

本分析，亦可揭露馮夢龍對結構的安排與價值判準，同時對明代的社會文化提供

相關資訊，在情慾解放的面向下，馮夢龍如何調節原有倫理體系，並將之歸入「情

教」的脈絡下。

關鍵詞：珠衫物件與命名情教倫理價值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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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故事多有所承，由馮夢龍加以改寫刊行，學者對此已有論及1 ，而

馮夢龍的「情教」觀念向來也是研究焦點。 2 ｛三言〉中以〈喻世明言〉刊行最

早，而〈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叉列於第一卷，若編案者有意識地編寫此書，則〈蔣

興哥重會珍珠衫〉必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3此作的討論不之其人，亦各有聚焦4 ' 

但鮮少以故事中所出現的物件及命名帶出之意義進行討論。其中，孫進以為珍珠

衫不過是馮夢龍用來貫穿故事的一樣「道具」而已5 ，雖帶動事件的進行，但沒

有更深層的意義。然而對照其所本，也就是宋懋澄所著〈珠衫戶 ， 不難發現儘

管宋懋澄以珠衫為題目，但對照文本，其珠衫的關鍵性實遠不如〈蔣興哥重會珍

珠衫〉中重要。此外，〈情史〉中亦有此故事，且歸入情報類，內容也較〈喻世

明言〉為略 。從改寫與增補的角度觀察，此應是馮夢龍有意增加珠衫此一物件的

重要性，而非只是當作一個道具來貫穿事件。見微知著，試想、若連放置於題目的

「珍珠衫」亦淪為「道具」，其餘出現在故事中的物件，恐更被視為難肋，其存

在自然更難引人注意？實則，研究〈金瓶梅〉與〈紅樓夢〉等世情小說的學者，

l 如小川陽一〈三言二拍本事論考集成〉（東京：新典社， 1981 年）。譚正璧〈三言二拍資料〉（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此二書均有相關論述，而鄭文裕的碩士論文〈馮夢龍〈三言〉

故事源流察考〉（新竹：私立玄吳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 年）也作了整理，可以

參看。
2 馮夢龍（情史序）：「六經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婦，詩首關睦．．．．．．豈非以情始於男女？凡民
之所必開者，聖人亦因而導之．．．．．．」此引用自〈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第二輯第一冊（台北：

天一出版社， 1985 年），頁 6-7 。相關研究則有李志宏（試從馮夢龍「情教說」論「三言」志編

寫及其思想表現〉〈台北師院語文集刊〉第 8 期， 2003 年 9 月，頁 5日的。李雙華（論馮夢龍之

情教思想〉〈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第 26 卷第 1 期， 2003 年 1 月，頁 74-77 。聶付生（馮夢龍情教

思想的邏輯分析〉〈蘭州學刊〉第 3 期， 2005 年，頁 264-267 。

~ ＜日俞世明言〉本名〈古今小說〉，刊行時間約莫在明朝天啟元年 (1621 ），有天詐齋刻本。而〈三
言〉中最晚刊行的〈醒世恆言〉時間約莫在天啟七年（ 1627 ）年間，就時間來看，彼此相差並不

甚遠。因為〈古今小說〉頗為暢銷，導致馮夢龍接連出版〈警世通言〉與〈醒世恆言卜並在重

刊時把〈古今小說〉改名為〈喻世明言卜故從書名觀察，則明顯能看出為一個系列的作品。就

現存文本來作為討論，（蔣興哥重會珍珠杉〉列於卷首或許只是個偶然性的產物，但既然在還不

確定市場取向的同時，馮夢龍這樣的安排，是否具備更高度的「個人意志」’況偶然之存在亦有

其必然性，恰可提供更多詮解的意義與空間，未可輕易放過。

4 如馬琳萍（（蔣興哥重會珍珠杉〉寫微）對小說在人物與情節的描寫手法有大概的分析。而賈
琳（帶著枷鎖的舞蹈、從〈珍珠杉〉看馮夢龍新變思想中的倫理困境〉一文則側重在討論馮夢龍

的思想。另外，米舜在（至情至性珍珠杉 （蔣興哥重會珍珠杉〉〉則強調人物形象與馮夢龍情

本論之間的聯繫。可見研究者或針對作品的藝術技巧，或結合作者的思想，各自展開論述。

5 參見孫進（試論道具在小說（蔣興哥重會珍珠杉）中的作用〉〈山東省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第

3 期， 1999 年，頁 59-60 。

6 見宋懋澄〈九簡別集卜本文所採資料乃取自〈四庫禁煙書叢刊﹒集部〉第 177 冊（北京：北
京出版社， 2000 年），頁 772-7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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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意到人物穿戴衣飾的種類與顏色7 。儘管章回小說較容易從穿著的物件觀察

出人物的性格，然而作者在短篇小說的字數限制下依舊選擇將這些物件一一點

出，頗耐人尋味。況不少物件，在文言小說〈珠衫〉中並未出現，有些在〈情史〉

的記載中亦付之闕如，能肯定為馮夢龍所增，故本文將針對此部分加以剖析，細

究物件背後之意義。

此外，若扣合文本，在故事發展以及重要的事件之間，命名與情節之關係亦

有待開展。命名是家庭傳承的重要關鍵，新生命之誕生皆必須給予透過命名，確

認人與家庭的鏈結。小說人物的命名如非代號，在故事脈絡下具備何種敘事作用

呢？檢視〈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卜此故事在馮夢龍所著〈情史〉亦有所載，出場

人物如宋懋澄所編撰〈珠衫〉故事均無具體姓名8 ，然而〈喻世明言〉裡卻出現

明確的名字，命名與意義之關係有待開展。 9 ｛情史〉強調珠衫故事裡的「情報」’

位居〈喻世明言〉卷首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卜進一步結合「果報」跟倫理秩

序以及道德觀念10 ，但令筆者好奇的是，馮夢龍如何呈現「果報」 的來龍去脈？

其基本判準為何？細究文本可能的意義，或許會落入過度詮釋的案臼 ，甚至牽強

附會11 ，故本文對照前文本，以其改寫時的「表述方式」作為研究切入的路徑，

將前行文本作為潛背景，觀察敘述闕漏者於〈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一篇中扮演的

角色。宋懋澄所錄（珠衫〉之背景為明代中葉左右，若以「家」作為統攝概念，

這個夫妻離合的奇特故事，應可對照明代人對家庭的看法，乃至馮夢龍對家庭倫

理之觀點。「家」的概念難以明確定義，但家庭成員對物件與命名的看法，無疑

提供一套其內部的辨識法則，此時在因果報應之外，這些串起文本的識別符號也

就成為解讀寓意之關鍵。但要特別說明的是，〈三言〉故事並非以有機之整體呈

7 討論〈金瓶梅〉之服飾者，如張金蘭（試論〈金瓶梅〉中幾類女性的服飾），〈棄莊師專學報〉

第 18 卷第 3 期， 2001 年 6 月，頁 11-20 。施嘩：（服飾描寫在〈金瓶梅〉中的作用），〈上海師範

大學學報刊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第 4 期， 2000 年 4 月，頁 34-38 。而討論〈紅樓夢〉者，如章

方松（〈紅樓夢〉服飾與色彩的藝術意味），〈紅樓夢學刊〉第一輯， 1994 年，頁 83-96 。楊雪梅

（論〈紅樓夢〉服飾與人物性格之間的關係），〈文學評論｝ , 2006 年 4 月，頁 178-179 。顏湘君

（論〈紅樓夢〉的服飾描寫藝術），〈中國文學研究〉總第 65 期， 2002 年第 2 期，頁 83－鈞。其
他討論尚有不少，此不贅述。

8 〈情史〉記有兩段話，其先引九窗生（按：即宋懋澄）的話為證：「小說有珍珠杉記，姓名俱

末的。」」隨即馮夢龍自己也明確提出「情不得真姓名」。由此可知，〈古今小說〉中（蔣興哥重

會珍珠杉〉裡頭人物的名字都是馮夢龍設計杜撰的。

9 冉紅音在（意蘊豐富的命名 評（蔣興哥重會珍珠杉〉）中亦提出相關看法，但其稍嫌泛論，

亦較少配合文本，筆者對冉氏所論不全然同意。如冉紅音認為對男主人公的命名，在一定的道德

規範內肯定人性與真情，對女主人公的命名則體現男人世界對女性的道德要求與內在渴望，此論

恐未必然。其文收入〈浩陵師專學報〉第 16 卷第 3 期， 2000 年 7 月，頁 69-71 。
10 文本明確提到：「看官，則今日聽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可見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
個榜樣。」叉〈情史〉把此篇故事歸在（情報類），故此當不言可明。

II 本文所採用的方式，頗有借鏡於紅學「索隱派」，如蔡元培（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

榷〉一文中所提出的「知其所寄託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行相類者，二、缺事有徵者，

三、姓名相關者。」此文收入〈石頭記索隱〉（台北：廣文書局， 1980 年）頁 1 。但索隱派往往
與歷史相扣合，其所用方法，郭玉雯在（紅學索隱派的比附方法與觀念〉一文已有討論，此不贅

述。見氏著：〈紅樓夢學〉（台北：里仁書局， 2004 年），頁 110 o 本文並不打算與明代歷史相比

附，中國人名往往具備家族對新生生命的期望與寄託，此也隱然成為一種制約，筆者亦意識到索
隱派的方法使用有所侷限，故並不以此強作解人，而是透過文本內部敘事推演作為論述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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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各篇之間由於採取的前文本各有差異，故此切入方式未必適用於所有〈三言〉

文本，這是本論文處理方法上的侷限。但在對照分析時，命名與物件等要件，可

能同時或單一出現於文本中，應給予更多重視。 12

貳、珠衫的關鍵位置

面對〈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卜珍珠衫是否有其存在之必要性值得思考。宋懋

澄所撰〈珠衫〉裡，珍珠衫確為串場道具13 ，到了〈情史〉與〈古今小說卜馮

夢龍把其重要性提高，而不只是男女情愛的信物憑藉與連貫劇情的物件，其本身

便帶有一些可能的指涉，否則題目大可訂為「蔣興哥重會三巧兒」或者「蔣興哥

離合姻緣」’可見珍珠衫在故事中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以下便討論珍珠衫可能

的寓意與劇情的扣合度之間的關係 o

衫此應指貼身的內衫，故三巧告訴陳商 ： 「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貼體一般14 」’

於是本為「傳家寶」的珠衫，轉而成為人物之喻，從家到物、從物到人，這條線

索成為考察事件的可能切入。然而究竟「衫」的形制如何，如何表現夫妻的私密

關係，進而成為家庭的隱喻？搭配古代衣飾研究與小說提供線索1人 似乎可以推

測珍珠衫是綴有珍珠的輕便衣物，近似汗衫的J性質，是與肌膚相親的貼身衣物。

然而為什麼要把綴有「珍珠」的「內衣」轉贈給陳商呢？〈情史〉中並沒有交代

珍珠衫是「傳家寶」’〈古今小說〉卻描寫了蔣興哥把傳家寶「珍珠衫」交給心愛

12 如（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的主角秦重（情重）正以其情贏得美嬌娘，且也是個與「家」有關

的故事，秦重先是與父親分離，直到成家之後才與父親相認。此處主角的命名頗有諧音取義的傾

向，這是一種人物命名方式，又（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配角孫富（姓孫的有錢人），即為另

一種代號式的命名方法。就物件來說，杜十娘沉江寶物的順序，先為翠羽明瞥，瑤會寶玉耳等外在

裝飾，象徵杜十娘的容貌，其次是玉簫金管，實指其才藝，最後所投擲之祖母綠等，小說形容為

「諸般異寶，目所未睹，莫能定其價之多少」’呼應文本，杜十娘最重視的無價之寶便是感情的

寄託，在不斷沉江的過程，也展示其對自己價值的消解。其他尚有一些文本，限於篇幅也非本文

論述重點所在，故不贅述。

13 類似道具功能且與故事內容有關者，如（曝玉觀音）、（范轍兒雙鏡重圓）、（杜十娘怒沉百賈

平自）等皆可歸於此類。而（范〉一篇之中，概取雙鏡為夫妻聚合的憑藉，雖有破鏡重圓的寓意，

卻也只限於此，功能並不像珍珠杉那麼複雜。蔡妙真的研究則指出（曝玉觀音）中觀音帶有一套

隱喻系統，其與宋代觀音信仰的差別，可突顯出小說之意義。詳蔡妙真：（曝玉觀音中的觀音隱

喻），〈文與哲〉第八期 2006 年 6 月，頁 345-364 。以此觀之，道具的出現雖未必是作者有意識

運用之下的產物，但也不宜逕以「道具」二字輕易帶過。出現在小說中的物件，背後是否具備更

多意義，實有待考察，這樣的情況在公案偵探小說中較為常見，若（況太守斷死孩兒）、（勘皮靴

單證二且阱申），他們究竟單純屬於呈堂証供，還是會「說話」的證據，應該是值得推敲的問題。

14 本文所引之〈古今小說〉版本，皆採〈古本小說叢刊〉第三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 1991

年）之內容，之後引文但標頁數，不另註出處。引號中的文字，見頁 I鈞。

的高春明在〈中國古代平民服裝〉中提到：「衫是一種大袖單衣，其制以輕薄的紗羅為之，僅用

單層，不用襯裡。一般多做成對襟，從領部開始，直通而下．．．．．．由於衣服採用對襟，所以在形制

上更為簡便，較適宜於夏季穿著。」我們對照小說中三巧對陳商所說的「暑天若穿了他，清涼透
骨，此去天道漸熱，正用得著。」似乎可以發現，杉應該是一種類似現代汗衫形制的衣物，文因

為上頭綴有珍珠，更給人晶瑩清潤的感受，但也因如此，到了夜晚便不得不脫下來，否則壓壞了

綴飾的珍珠不打緊，毀了愛人所給的信物就後悔莫及了。依推測，蔣家經營的固然是珍珠生意，

但珍珠杉絕不是整件以珍珠串成的衣服，否則穿來沉甸甸的，違反了夏天衣著輕便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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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妻子之過程，隱然強化了三巧背叛的成分，也說明男女情愛到家庭倫理有著潛

藏的關聯。在家庭框架下的男女情愛才是符合倫理的，夫妻作為情教觀點下倫理

起源最重要的一環，正可突顯家庭、物件與人物之關連。

珍珠與女子形象關係匪淺，從漢樂府〈陌上桑〉裡頭形容羅敷的妝扮時，就

出現了明珠一項16 。與男女情事有關者，最遲至唐代已有不少篇章論及，如〈節

婦吟〉：「還君明珠雙淚噩，恨不相逢末嫁時」’描寫對愛情的堅貞不移。有時女

子的「價值」也被量化，進而與珍珠產生聯繫，如喬知之〈綠珠篇〉：「石家金谷

重新聲，明珠十斜買姆婷」 O 從其實際產生的過程來看，珍珠是沙粒進入母蚱後，

刺激母蚱分泌包里沙粒的物質，充滿光澤的珍珠誕生於長期細碎的痛苦。要生產

出珍珠，需要時間的長期累積，珍珠的光澤與渾圓可愛也容易令人想到珍貴的事

物。在此前提下，從「珠衫」到「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轉變過程，便有了較為

清晰的理解脈絡。

然而所重會者因何不是三巧兒，卻以「珍珠衫」作為小說的關日 ，除順應劇

情外，故事出現珍珠衫的場景是什麼？或是說珍珠衫伴隨怎樣的事件共同出現，

這些都必須回歸文本方能聚焦，下列遂驢列「珍珠衫」出現的事件， 以便討論。

到第五日，夫婦兩個啼啼哭哭，說了一夜的說話，索性不睡了， 五更時分，

興哥便起身收拾。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交付與渾家收管。 1 7 （頁 106)

陳大郎僱下船隻裝載糧食完備，又來與婦人作別，這一夜倍加眷戀。兩下

說一會、哭一會，又狂蕩一會，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到五更起身，婦人

便去開箱，取出一件寶貝叫作珍珠衫，遞與陳大郎。（頁 152)

蔣興哥道：「丈人在上，小晴也不敢多講，家下有祖遺下珍珠衫一件，是

令愛收藏，只問她如今在否？若在時，半字休提，若不在，只索休怪

了。 J ......那婦人聽得說著了她緊要的關目，羞得滿臉通紅，開不得口，

一發嚎句大哭起來。（頁 161)

陳大郎早起要穿時不見了衫兒，與老婆取討，平氏哪裡肯認！急得陳大郎

性發，傾箱倒霞的尋笛遍，只是不見，便破口罵老婆起來，惹得老婆啼啼

哭哭。（頁 166-167)

蔣興哥道：「這件珍珠衫原是我家舊物，妳丈夫奸騙了我的妻子，得比衫

為表記，我在蘇州、︱相會，見了此衫始知其情，回來把王氏休了，誰知妳丈

16 其辭曰：「頭上偉墮醫，耳中明月珠。」此處把珍珠只當作一樣首飾，為襯托女子容光之物，

似乎還沒有與男女情愛相繫之處。
17 此處雖未點出珠衫，但比對前後文，珠杉為蔣家經營珍珠生意長期累積下來的祖傳之物，且
說明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交付與渾家收管，可知珠杉與焉，況與第三段引文中提到「祖

遺下珍珠衫一件」呼應，可確定引文與珍珠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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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客死，我今續絃，但聞是徽：！＋I 陳客之妻，誰知就是陳商，卻不是一報還

一報？」（頁 177-178)

以上五個段落依照事件發生先後為排序，稍加觀察，「珍珠衫」的出現似有

某種巧合。透過反溯「珍珠」作為一個文化符號產生的意義，並配合「衫」作為

私密衣物的實際情況來看。彷彿可以發現，珍珠衫與「淚」、「情」、「男女離合」

之高度聯繫，但更值得注意之處在於，這些段落不斷出現「祖先遺下」、「我家舊

物」等字眼，可見此物件與「家庭」甚至「家族」的關涉度，珠衫成為定情物，

而男女結合更是構成家庭倫理之始。若就敘事部份，珠衫的轉于直接鋪展了情

節，就層次來說，果報的呈現也透過「合浦珠還」來結尾。

首段引文以蔣興哥及三巧為對象，兩人為夫婦關係，但第二段男性角色從蔣

興哥轉換成情夫陳商，透過珍珠衫的轉交，似乎連帶感情也一同轉移了對象。衝

突點在於蔣興哥基於信任與愛，所以把「傳家之寶」託付給三巧﹔三巧卻因為蔣

興哥外出日久感到寂寞難耐，進而背叛蔣興哥，把丈夫託付的「祖遺之物」轉交

第三者。這兩段視為對照組亦無不可，儘管對象改變，男女之間的「情」卻是一

致的，若不考慮夫妻關係，於焉，眼淚和其摯感情幾能劃上等號。第三段和第四

段都是以丈夫發現代表「情」的「珍珠衫」遺失了，出乎意料地，身為男主人的

蔣興哥態度理性冷靜，陳商卻對妻子發怒。呼應馮夢龍在〈情史敘〉的排序，夫

婦之情當優先於其他男女關係18 ，但陳商對於合乎倫理制度的妻子不理不睬，相

較於蔣興哥沒有直接戳破妻子外遇的行為，兩個人對妻子的態度迴然不同。從妻

子的立場來看，一樣是哭，三巧和平氏的心情也有差別。對於「他家之物」’平

氏技巧性地將之藏匿，企圖挽回這段婚姻，正可對應三巧把蔣興哥家傳的珍珠衫

易于，導致被質問時又羞叉愧之神態。物質介入，本是區分界線的明顯指標，蔣

興哥一眼看出珠衫是「我家之物」’平氏也一眼看出「此非我家之物」’作為辨識

系統，珠衫隱然成為兩個家庭分合聚散的關鍵。職是，能說明「珠衫」在功能上

已代替了「家」’形成可攜式的空間，遊走在兩對夫妻的分合之間。

回歸「報」的主旨，四人的態度與最終下場彷彿自成「邏輯」。如果從故事

「正話」結束前作為一個小結，上列最後的引文正是收尾，蔣興哥與平氏結為夫

妻，共組另一個家庭，按理說應該已經結束，而此處所言「一報還一報」’是對

陳商的懲罰，也是對可能成為寡婦的平氏一個補償，但是卻還沒有對蔣興哥的厚

道、三巧的懊悔提供合理的說明，所以有了後續的情節，而之後的故事發展卻已

經和「珍珠衫」無甚關係 o 卻又還有未竟之事必須交代，那就是蔣興哥對妻子厚

道的回饋與三巧對自己行為懊悔的補救，或許這也正是在正話之後還有一段補敘

的原因。然而在「合浦還珠」的團圓大結局下，這個還珠於蔣興哥的「明日俞」雖

18 見註 2 所引用片段。推測情教雖然倡導真情，卻不是擾亂秩序的放蕩狂恣，男女之情為家庭

倫理的基礎，在明代對此平衡機制的看法依舊沒有太大的改變。在閱讀〈三言〉其他篇章時，不

難發現如商人作買賣時，能在外地另有新歡，然而此歡無法破壞原本的家庭結構，也就是說此二

者可在不同的空間並存。男性固然吟風弄月，實際還是受到社會規範的高度限制，除非能被體制

接納，否則很容易產生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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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清楚，一顆珍珠無法串起一件珠衫，就「量」而言，付出與歸還著實不成比例。

以珍珠作為串起事件的線索，重會珍珠衫無疑意味著重娶三巧，是一種避免「遺

珠」的方式，也把三巧順利納入重新編組的「蔣家」 0

總結上述討論，珍珠衫出現的情節不但與男女之情有關，跟家庭關係的維繫

更有密不可分的連結。珍珠衫是蔣興哥祖傳的，是家族長期累積的成果，也是將

一顆顆珍珠串起來的結締。成串之珠方得以稱為家，這是單顆珍珠所無法成就

的。未成串的珍珠出現的場景中，如薛婆藉由販賣珠寶得以進入蔣興哥家，這是

拆散一個家庭的序曲﹔最後蔣興哥卻因為在合浦「計較」一顆珍珠，成就與三巧

重會的團圓戲碼。而看似被間接拆散吳傑一家，也因歸還此「遺珠」’也順利解

決吳家無後的繼承問題。由此推測，珍珠衫不只是男女情愛的隱喻，似乎也符合

馮夢龍在立情教時提出「六經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婦，詩首關且在．．．．．．豈非以

情始於男女？”」的說法。可見「以情立教」並非表示情可以肆無忌J陣，仍是具

備倫理關係 ，這樣的倫理規範不是來自於政治上的君臣，而是社會最基礎的家

庭，儘管家庭是奠基於相愛的男女雙方共同建立，但這樣的「情」還是遵守的一

定的秩序， 不會是無限上綱的放任。

故「家庭」已非具體「屋舍」所能限制，而呈現某種抽象的思維概念，遠出

經商的蔣興哥，對家庭之想望在於嬌妻，未曾提及實質落腳棲居，三巧身處家屋

之內卻沒有歸屬感，其對家的想望在於相悅的丈夫。此時，「家庭」濃縮成情感

之媒介。於是，當蔣興哥看到「祖傳」之物出現在陳商身上，其對家庭的聯繫頓

時失落，也在瞬間成為無家的個體。休妻也無法換回傳「家」之寶，勢必要等珠

衫回歸，蔣興哥才得以重建家室。若就個別細節的推演，則除珠衫外，許多「背

景式」的物件在不同場景扮演著重要功能，留待下節展開。

參、審視「背景式物件」的寓意

宋懋澄〈珠衫〉和馮夢龍所錄〈情史〉版本的內容，出現〈蔣興哥重會珍珠

衫〉未見或缺之細節描述的物件，從增補角度觀察，頗引人注目。此集中討論即

使付之闕如，仍不受影響地進行者，證成這些物件不但強化整體架構、突顯旨趣，

同時根據其出現情境，加以爬梳其出現的可能意義，力求論述的合理性。

一、蘇樣的百柱暖帽、魚肚白的湖紗道袍

此描寫出現在三巧在簾內窺探，把陳商錯認為丈夫的橋段。仔細推究，其實

只要寫出兩人穿著相似即可，無需點出樣式？外罩的魚肚白湖紗道袍，是蔣興哥

平昔的穿著，蔣興哥是湖廣人，所以穿著當地出產的湖紗所製衣物，並不值得奇

19見馮夢龍（情史序），收入〈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第二輯第一冊（台北：天一出版社， 1985
年），頁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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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巧合的是外地人陳商之穿著竟如出一轍。試想、湖紗道袍若是當時年輕人趕時

量的流行穿法，三巧「錯認」的時間間隔理應更為縮短。又百柱躍帽是蘇州的版

式，並非當地所出，想必頗為少見，這也足以解釋三巧不只一日在簾內窺視，卻

至今才發現到一個足以「錯認」之人。作為家庭成員的辨識系統，「百柱帽」成

為蔣興哥的化身，是以三巧乍看之下，便直覺以為是蔣興哥返家。透過前人對古

代服裝之相關研究，無法明確知道百柱帽的款式，但其非明代男性所慣用者當無

疑義2日。檢視文脈，則發現蔣興哥並末去過蘇州，這頂帽子的來源遂使得可疑，

也難以用常理來解釋。

或許此一穿著，是蔣興哥最為三巧所熟悉的妝扮，且並不常見，故陳商身穿

湖廣袍子出現時導致錯認。從「身著」的角度觀察，回歸新婚時兩人捉對廝殺的

場景，三巧對蔣興哥「身體」的眷戀不難推想，此關係屬於肉體慾念﹔陳商起初

與三巧的關係也從肉體開始，若非之後陳商的親密呵護，讓三巧從「精神」層次

外遇，也不會徹底衝撞原有的夫妻倫理。就文本分析，三巧本以為蔣興哥會迫不

及待回家與她團圓，但蔣興哥留連不歸，使三巧思念過度以致於 「誤認」 o 細讀

結構上的安排，卻不難發現，三巧的「情」多於蔣興哥，也因此精神的空虛讓陳

商可以戴著 「蘇樣」的帽子輕易征服三巧。也讓喜歡打扮的三巧竟然被馮夢龍寫

成一個在過年還「不肯試新衣」的貞節女子，三巧潛意識認為蔣興哥將穿著自己

熟悉的裝扮出現，蔣興哥卻在病癒後繼續行商，甚至順道繞去了有人間天堂美譽

的蘇州，並不直接回家。呼應前文，新興的百柱帽款式說明未曾去過蘇州的蔣興

哥，對穿戴流行的追求。無怪乎一開始三巧並不相信薛婆的「揣度之語」’到了

後來卻接受陳商替她「不時的製辦好衣服」’藉穿著的新舊比喻男女感情，兩相

對照，形成了一定的諷刺效果。馮夢龍特別寫出這些，恐怕是為了反襯三巧的空

虛，讓讀者對三巧的行為產生同情性理解。

二、破傘

破傘在小說中好像無關緊要，三巧苦等薛婆多日不來，後者偏在下雨天拿著

借來的破傘，衣衫半濕地出現。此處不無「疑點」’若將破傘視為貫穿劇情的道

具，薛婆即使全身濕淋淋地出現，仍不影響故事繼續，更能馬上透過悽慘的扮相

獲得同情與接納。如其所言曾與相識的人借到傘，出門打開傘面就該知道是否為

20 筆者於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台北：南天書局， 1989 年），朱睿根〈穿戴風華：古代服

飾〉（台北：萬卷樓， 2000 年），黃能褔〈服飾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戴爭〈中

國古代服飾簡史〉（台北：南天書局， 1992 年）等書中搜尋，也曾透過網路檢索，卻不知道百柱

帽的樣式，或是其有什麼特殊來歷。明代人的帽巾款式多樣，但有普遍如「四方平定巾」、「六合

一統帽」（俗稱瓜皮帽）等，百柱帽也許是當時蘇州的流行，如〈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九（中申

偷寄興一枝梅，俠盜慣行三昧戲）中，有以下敘述：「蘇州、︱新興百柱帽，少年浮浪的，無不戴著

裝幌。南園側東道堂白雲房一起道士，多私下置一頂，以備出去遊耍，好裝俗家。」蔣興哥家從

小跟著父親行商，人又長得好看，追逐流行不無可能，但是對照後文，蔣興哥並末去過蘇州，或
許只能以少年浮浪作為可能的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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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傘，然後馬上轉身再借一把也不會花費太多時間，就算沒有傘也還有裳衣能遮

蔽風雨。其次，一般人家不會將破傘放置家中，更遑論出借。莫非三巧當局者迷，

未能看出端倪？筆者以為乃馮夢龍巧意安排21 。三巧因長期遵守蔣興哥的「吩

咐」’沒有見過世面，也對人不加設防，讓打著拆散他人家庭為心思的薛婆登堂

入室。而薛婆打著破傘而來，最後家裡也被「拆了房子」’當也可視為一種「報」 0

三、青紗帳

青紗帳的出現就實際情況來說，即使不存在也完全無礙，因為三巧與薛婆性

別相同，而根據前後丈，青紗帳的功能又不是用來當蚊帳，卻憑空擋在誘騙者與

被誘騙者之間，豈不令人玩味？即使要提，也可以用紗帳二字帶過，為什麼需要

點出是「青」紗帳呢？從諧音的角度觀察，青讀音近「情」’紗帳則有隔絕的功

能，青紗帳本是三巧與薛婆同睡時，用以隔開兩人的屏障。對於家庭界線的內外

之別，以情為諧音的道具，突顯了家庭中的感情因素。三巧下意識地以「情障」

相隔，但令人好奇者在於，同為女性，三巧用紗帳隔開薛婆的原因何在？她不可

能知道薛婆帶有誘騙之心，所以青紗帳的存在當有其意義。透過諧音與功能的巧

合，作者似乎告訴讀者，薛婆的計畫逐漸邁向成功。因為紗帳雖然具備隔離作用，

質地卻非常輕薄，視覺可以穿透，肢體卻不能穿越，而小說中也明確點出「雖隔

著帳子，卻像是一頭同睡」（頁 139 ）如此一來，隔的意義應該是對三巧來說，

頗有守著最後一道防線的意味，也正是蔣興哥給三巧心理上的一層「障礙」。但

到了後來，當三巧的「春心」被薛婆裝醉詐瘋時說的許多偷漢「情」事勾起，單

薄的障礙旋即移除，接著便出現陳大郎摸入帳內，成其好事的情節。就架構而言，

還有一個巧合，這片青紗帳剛好出現在正話的「中間位置」’若以青紗帳為情之

帳，其前後約略可兩兩對照：蔣興哥把珍珠衫交給三巧／三巧把珍珠衫交給陳

商﹔三巧寂寞難耐，於是陳商出現／蔣興哥留連不返，得以結識陳商﹔三巧移情、

陳商出軌／蔣興哥休妻，平氏改嫁。結構上此「情障」的位置隔開前後故事轉折，

其對比或屬偶然，事件卻均與「情」有關，頗為對稱，也可看出「外來之情」突

破三巧對蔣興哥殘留那層「單薄之情」的過程。

四、桃紅梅紗汗巾及羊脂鳳頭替

這兩項物件是陳商希望透過薛婆轉交給三巧的紀念之物，可以說帶有定情信

物的意思，但也能一語帶過，無須形容其顏色質地，揣度此描寫有兩個功能，其

一是強調陳商對三巧的「情」意，其二是直接給蔣興哥留下跟三巧對質的證據。

但是既然要留下定情信物，為什麼要選桃紅色的汗巾與羊脂玉作的會子呢？先從

21 巧意安排處在於〈情史〉只言薛婆是在下雨的時候來，並沒有說明她到底有沒有撐傘，更遑

論說是借來的破傘，藉口意味濃厚。小說文本雖隻字未提，筆者推測此傘無疑是薛婆自家的，並

以此切入蔣興哥與三巧一家，按後見之明，薛婆的「家」被拆毀，此「報」與持傘欲破他人之家
是否有直接關係’不得而知，但其中物件的轉移頗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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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巾說起，與之前薛婆証三巧時所藉口掉的汗巾相比，一者沒有說明顏色，一者

卻強調桃紅，根據視覺效果，紅色系屬於熱情強烈的顏色，桃紅還帶有豔麗的感

覺，頗有「人面桃花」相映之感，故桃花也被視為女子的代稱。此外桃樹結實眾

多，也有生殖的隱喻。 22就用途來看，汗巾的功能為拭汗，汗水是身體的分泌物，

而汗巾是貼身保管之物，都能親近女子芳澤，暗示意味濃厚﹔一且經過蔣興哥之

于，汗巾卻變成上吊的工具，要兼具長度上可供自殺，意義上又有親密貼身者，

似乎非汗巾不可。

羊脂玉色澤透白，小說中曾以「如花似玉人」來形容三巧，所以玉與女子身

體的擬似，也有性暗示的成分。陳商對三巧最大的印象莫過於肉體之慾念，慾念

能否算是「情」，還有待更進一步的商榷。但可以確定的是，馮夢龍以「成雙捉

對，朝暮取樂」描寫蔣興哥與三巧的感情，肉體相較於心理或精神層面來說，是

造成難分難捨的最大原因。另外玉會本身也有其指涉，在小說中提到「如必正初

諧陳女」（頁 148 ），此二人正是高廉所撰戲曲〈玉醬記〉的男女主角 ，故事背景

為宋代，潘必正與陳嬌蓮兩人自幼訂親，但未曾蒙面，旋因金人南下 ，陳女逃亡

而寄居尼店，中間偶然相識，歷經一些挫折後兩人得以結合，也可算是離合夫妻。

但畢竟陳商與三巧不是夫妻，具備夫妻身分的是蔣興哥與三巧，故當三巧看到蔣

興哥隨休書而至的斷霄，直覺聯想到「鏡破釵分」。作為情夫給家中妻子的禮物

以及祖傳之物的轉移，「蔣家」意義上的解體不言可明，本來折釵的動作是比喻

夫妻關係的斷絕，並強化「家庭」概念的離散。就文本內部觀察，蔣興哥折斷的

是陳商與三巧的不正常關係，就蔣興哥而言，珍珠衫的易主不但是此代夫妻關係

的破裂，更是家族傳承的中斷。

肆、夫妻、家庭聚散與人物命名

馮夢龍逐一為珠衫故事之人物命名，後人已無法回溯小說家此設計有無用

心，既然難起作者於地下，便只能透過文本的主旨和表現，替這些名字或是渾號

進行合理的詮釋，否則不詳真姓名23的故事，馮夢龍何必費心構思，以蔣某、王

氏帶過亦無妨礙，況消費系統下的讀者，多只在乎故事精采與否，正如馮夢龍在

〈古今小說﹒序〉中所言，小說要「諧於里耳」’以下則嘗試推敲此舉之用意。

一、「講德」與「家和萬事興」

蔣興哥名德，他與三巧的離合，也呼應他所表現的「失德」與「有德」’全

文也在此脈絡下展開，失德的「報」就是失妻﹔厚德的「報」就是團圓結局，兩

22 關於桃樹的意涵與在文學原型的使用，可參看張史實〈桃的神話與文學原型研究〉（台北：國

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 年）
23 可參見註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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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密切相關，試述如下。蔣興哥與三巧結補之期，還沒有渡過蔣父的三年之喪，

儘管權衡於小祥之後完婚不算完全不守禮法，可是蔣興哥的行為卻頗有可議處，

茲引原文，以見其失當處：

三朝之後，依先換了些淺色衣服，只推制中不與外事。專在樓上與渾家成

雙捉對，朝暮取樂，真笛行坐不離，夢魂作伴。自古苦日難熬，歡時易過。

暑往寒來，早已孝服完滿，起靈除孝，不在話下。

喪服形制比日常穿著素樸，卻絲毫無法抑制蔣興哥之慾念，他假借制中不打

理家中事業，對比其父「世澤」’蔣興哥顯然坐享其成，放縱逸樂，日夜與三巧

「成雙捉對」’埋下日後三巧「背叛」的遠因。過度注重肉體關係，如同薛婆所

言「那話兒倒是不曉得滋味的倒好，日嘗過的便去不下。心坎裡時時發癢 o 日里還

好，夜間好難過哩！」陳商又是個走過風月場的人，對此道焉能不嫻熟？另一個

關鍵在於蔣興哥決定重拾耽擱的家業，本來家業與家庭是可以兼顧的 ，蔣興哥與

三巧也立下誓言，隔年樁樹發芽便回，誰料得「淘虛了的身子」禁不起勞碌與飲

食不節，到後來「雖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頭放慢了」 o 身子淘虛與之前

的荒誕行為前後呼應，強化了蔣興哥「失德」的表現。加上之後他甚至抱著「有

心要去走一遍（蘇州），做這一回買賣，方續回去」的心態，完全不顧昔日誓言。

明知道苦日難熬，卻放得三巧獨守空間。當蔣興哥得知陳商為三巧之情夫，當下

把蔣興哥氣得面如土色，這是人之常情，不過他又自省：「當初夫妻何等恩愛，

只為我貪著蠅頭微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這場醜來。如今悔之何急」 O 就憑著

這念頭一轉，未來的發展有了轉圓空間。且看蔣興哥如何「忠厚」：

（蔣興哥）將樓上細軟箱籠，大小共十六隻，寫三十二條封皮，打又封了，

更不開動。這是什麼玩意兒？只因興哥夫婦，本是十二分相愛的，雖則一

時休了，心中好生痛切。見物思人，何忍開看？．．．．．．臨嫁之夜，興哥僱了

人伏，將樓上十六個箱籠，原封不動，連匙鑰送到吳生口縣、船上，交割與三

巧兒，當個陪嫁。

怕見物思人，表示兩人尚有情分，當初休妻時，蔣興哥並末直接點破，替三

巧保留顏面。男人面對妻子外遇而知道自省是極為罕見的，這種理性而不把罪過

都推給妻子，這無疑是蔣興哥的「德」 24 ，而又能夠顧念情分，給予相當程度的

祝福，雖然難免是避免自己觸物生情的消極行為。儘管有權可以變賣三巧之財

貨，但蔣興哥沒有這麼做，此亦為其「有德」的表現。這些行為恰好替大團圓結

局搭好橋樑，使蔣興哥得免於牢獄之災，三巧得以重回蔣興哥懷抱。

24 冉紅音只談到蔣興哥的「德」’卻沒有發現在文本中他的失德，正是因為蔣興哥能夠自省，所

以更能突顯他的「德」 O 文其以為蔣興哥的「興」’代表商人有德自能生意興隆，不過這樣子的說

法是有缺漏的，因為小說中，馮夢龍並沒有提到蔣興哥的業務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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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巧與平氏

當三巧兒配合小說中的「三複結構」’似乎不難附會出三件與「珍珠衫」相

關的巧事芯，但引發筆者興趣的有兩件事，一是三巧的小名「三大兒」’既然她是

家中幼女，為什麼稱為三「大」兒呢？儘管在小說中明確點出三巧的容貌比她兩

個姐姐「2日倍」標致，但依照倫理關係，幼女即為小，文本中提到對三巧這個幼

女，其雙親最為疼愛，也造成其個性上的天真驕縱。呼應小說文本，結局中三巧

從正房變成偏房，呼應其排行最小卻稱為大，最後反而從作「大的」變成作「小

的」’虛實相應的巧合，頗為有趣。其次，七夕乃出自牛郎織女的傳說，牛郎織

女亦為離合夫妻，這樣的命名當有意義，而七夕偏又是三巧與陳商成其好事的日

子，三巧因為丈夫不在身邊而喝悶酒，陳商的出現似乎撫慰了其寂寞，但卻換來

被休的命運 ，導致夫妻兩地分離。於是三巧之「巧」便不是隨意安插的命名。

相較於三巧，平氏就顯得沒有什麼重要性，甚至是個連名字都可以省略的角

色，無法得知馮夢龍是否因為其平平無奇的角色位置，故以「平」姓之，觀察平

氏的遭遇， 雖然丈夫在外出軌，但她卻衣食無虞’後來丈夫客死他鄉 ，導致她也

留滯異地， 卻仍能安於平淡，也沒有因為必須賣身葬夫而有所不平。 此外，與三

巧相比，平氏未曾被休，而改嫁也在陳商往生之後，於社會規範並沒有衝突，所

以下半輩子也較為平順。對比三「巧」，其樣貌雖然有所不如，也算得有豐姿，

何況于腳伶俐（會針前），胸中涅涓叉勝過三巧，以其兩人對照，反而突顯三巧

除了美貌外皆平淡無奇，平氏卻是人才出眾，尤其分文財禮不收，只要買塊好地

積葬陳商。無怪乎蔣興哥見其「舉止端莊，甚相敬重」。而三巧最後搭救蔣興哥

的原因，在馮夢龍筆下，也不過「失﹝IJ恩報J恩」四字，以此推測蔣興哥與三巧之間

的「情」’跟蔣興哥和平氏的感情，隱然有層次上的差別。明代迎娶姬妾的情況

並不少見，馮夢龍將巧者改列為妾，而平氏在兩個家庭中均以妻的身分出現，隱

然可見馮夢龍在〈珠衫〉故事架構中所增添的新元素。 26而明代對男子婚姻外的

25 討論小說中的「三複結構」觀念，乃杜貴晨提出，以為中國古代小說從形式上來看，情節必

須經過三次才算是完滿。見氏著：（古代數字「三的觀念」與古代小說的「三複」情節），〈文學

遺產〉第一期， 1997 年，頁 109-111 o 以（蔣興哥重會珍珠杉〉一篇來說，珍珠衫的給予當是最

關鍵的情節，若不是透過三巧，珍珠杉也不會由蔣興哥傳到陳商手上，更不可能讓平氏收藏，以

此理解，應能解釋。故以珍珠杉為線索，蔣興哥把家當連同珍珠杉交給三巧，導致三巧日後將之

轉移，此一巧也。日後蔣興哥與陳商相會，也是見到珍珠杉而使故事發生衝突點，此其二也。接

著平氏因懷疑珍珠衫，進而把珍珠杉藏起，最後回到蔣興哥所組織的家庭內，此其三也。然而既

然以人為主，則三巧兒所出現的三次巧合事件，其一為與陳商的相遇，其二是作為出軌的妻子，
竟然被如此寬厚地對待，其三是跟隨改嫁後的丈夫到合浦任官，竟然因此遇到前夫蔣興哥遇難，
並得以搭救。

26 這方面冉紅音以為兩位女主角的命名是符合男性的婚配需求，如平氏是有德的，最後才成為

正房，因為娶妻應該注重內在，而三巧是妾，容貌自然較為嬌美，筆者基本上同意此論點。不過

蔣興哥本來的元配是三巧，其過錯在於把蔣興哥的傳家寶轉贈，然而這也是因為蔣興哥先不守諾

言，導致三巧過於想念蔣興哥，終致揭簾窺探。若沒有考慮這點，推論似乎不夠周延。故若將之

置於家庭觀念，而非只是男女婚配，則平氏之德在於對陳商遺體的安葬，也是對前一個家庭關係

的完結，恰可呼應蔣興哥原諒三巧之德，這也成為其興家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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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往往著眼於是否妨礙家族或家庭的延續27 ，馮夢龍在家族延續之外，也注

意憑藉夫妻結合而產生的家庭關係，皆暗合馮氏情教之說，應可相參照。

三、在商言「商」終成「傷」

冉紅音雖然推論馮夢龍對男主人公的命名是在一定的道德規範下肯定人性

與其情，卻說馮夢龍把陳商直接定義為「女干商」。認其實除了誘騙三巧外，他在生

意上並沒有偷斤減兩的行為，儘管他用盡心機花了大筆銀子，只求與三巧發生肉

體關係，然而從這點去推斷其為奸商，恐怕太過。其實陳商是個頗為有趣的名字，

其小名叫作大「喜」哥，後來改口呼為大郎。呼應前文提到，三巧兒在家中的稱

號是「三大兒」’故即使不清楚以商賈為業而名為商有沒有特殊涵義，追索小說

文本，仍有蛛絲馬跡可供探索，如他跟三巧的「定情日」正好是七夕，時序屬秋，

商為秋音， 從文本出發，陳商二字彷彿可以推斷其與薛婆的計畫成就於「商」音

奏響之際， 計謀的成功，正值得大「喜」’可情此「喜」並非真的「喜」’就結果

論來看，陳商的下場無疑是悲。以這個結果為基礎，能看出「商」實與「傷」同

音，當陳商得知她與三巧的關係曝露後，驚嚇成病，不但是心理上的 「傷」’更

是生理上的 「傷」’用諧音雙關的方式閱讀，此喜實為傷。推算故事時間，陳商

與三巧分別的日子是「清明三月天」’五月下旬和蔣興哥在自己的寓所共飲，回

家後沒幾日，因平氏藏起珍珠衫，陳商遂循舊路往湖廣出發，誰知道聽聞東窗事

發而臥病，給平氏的信中寫出「二月不癒」’時序當己入秋，當平氏到達時，陳

商已在十日前亡故了，推算日期，亦在七月。作為意義完足的文本，這些巧合在

呈現時，不難推測陳商的命名潛藏線索，即使讀者對這些線索沒有意識，也不妨

礙閱讀的進行，但若能細讀，則對小說的「表述」當有更深刻的理解。

此外值得討論的是當時勢力日漸龐大的「徽商」在明代社會到底帶來什麼樣

的影響？陳商又有什麼非死不可的理由？或許在諧音之外，把陳「商」之「商」

視為徽商群體來觀察在明代時其所代表的價值觀，檢視陳商是否符合群體之下的

標準’可以找出馮夢龍將之賜死的原因。根據前人對小說中徽商的研究，不難發

現徽商的帽起，時有其背景以及「千于規」’方能遍佈天下，吃立不搖。 29但是在徽

27 若以同性戀此一極端的例子觀察，明代男風興盛，士人對其並非不能接受，同性戀主要遭受
批判的原因之一即破壞家庭穩定，若已然成家的士人與優伶關係密切，要檢視的也是其有無子
桐，是否因優伶而造成家庭破裂。對男風批判的說法根據張在舟〈曖昧的歷程 中國古代同性

戀史卜鄭州、︱：中外︱古籍出版社， 2001 年，頁 306 。而大木康考察馮夢龍對妓女態度時，曾提出

在明末「若與尋常人家的婦女談戀說愛是倖逆倫常的事」’於是妓女才能扮演欲望寄託的角色，

既是寄託，便已不影響家庭和諧為基準’按軍此觀點與家庭倫常之關係間的論述，似乎和馮夢龍

的觀點如出一轍。詳見大木康：〈風月秦准 中國遊里空間卜台北：聯經出版社， 2007 年，

頁 286 。

28同注 9 ，頁 2 。而冉紅音也說到文中並沒有對其奸商表現明確的描寫，不知道前言馮夢龍之論

斷從何而來。

29 如下利提出明清徽州社會因為商人大量出現，導致一些揮霍與浮躁的習氣，認為有錢沒有什
麼買不到，同時也論述到徽商經營的辛酸與以「法制」觀念為技巧的情況，見氏著：〈明清徽州

社會研究〉第 1 、 3 編（安徽：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4 年），頁 2-4 以及頁 137-170 。馮夢龍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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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追求儒家倫理秩序的同時，其實將其內涵略加轉換。基本上徽商還是擁有濃厚

的商人特質，以自身的名利為主要考量，故熱心公益、重視教育的背後，動機可

能具備高度目的性，也提供我們討論徽商時另一切入面向。如果徽商把利益作為

第一優先，則陳商對三巧的真情固然可能為馮夢龍所讚詐，但是破壞蔣興哥的家

庭結構，導致社會最基礎的維繫力量崩解，便與馮夢龍的價值判準相悸。（珠衫〉

中的新安客，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更明確地表現出侵入他人家庭的行為，

此呼應同為商人的蔣興哥對於家中妻子的態度。蔣興哥重利而失妻後，還能保全

三巧的顏面﹔陳商不但忽略平氏，還破壞蔣興哥的家庭，到了落難他鄉才想到家

中的妻子。兩者的對比也決定了最後的結局，故蔣興哥雖有官司之訟卻能化險為

夷，陳商卻避不過病厄而死亡，可見馮夢龍對此「德」要求之高，下筆之重。

生
四、結語

故事之表層呈現雖然有趣，然因閱讀者的關注核心轉移，悲歡離合的特殊遭

遇，也能從細節的鋪陳中咀嚼出作者可能的用意。學者多以較為宏觀的角度來討

論，針對話本（或擬話本）出現物件者尚屬罕見。珠衫故事擁有不同版本，細節

的改動與增補仍產生意義，需要更多注意與討論。儘管對這些典故愕然無知，並

不會影響讀者的閱讀，但若能從中增強對故事的理解，當更能體會馮夢龍的用

意。同一故事在兩本由馮夢龍編案的書籍中祥略有別，與宋懋澄所載〈珠衫〉差

距尤大。情節銜接經過改寫後，原本沒有交代的背景，在其改寫過程中使合理性

更為充足。一個巧合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但在小說中是不可能發生的，它頂

多只能被模仿。小說中的巧合往往就是一個隱喻，它不是為人物而設置的，而是

為我們體驗生命的秩序和無序而設置的。它意味著沒有人是一座孤島，許多小說

中情節複雜的事件也告訴我們這個事實。 30

本文以此為基礎，重新細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卜尋繹出這些「暗示」是

如何配合文本的進行，更能梳理出作品結構的嚴整有序。透過處理這些部份使人

物內在的轉折與糾葛有了一定的依據，更能突顯其個性與事件發展時看似偶然的

必然，都有著前後關係，而不只是把一個故事說完。總結前述，能簡單地歸納出

幾點結論，茲條列於下：

在蘇州、︱地方，對於徽商大量出現所造成南方社會的劇烈變化應有相當程度的觀察，儘管徽商頗有

儒賈合流的趨向，但並不是所有徽商都在接受新變環境下，維持一定的社會秩序。從〈三言〉故

事中對徽商的描寫來看，只要行為是企圖破壞他人家庭秩序以滿足私慾者，多如碎、富與陳商最後

的下場，似乎馮夢龍對徽商的描寫，凡是違反社會秩序與破壞家庭倫理者，會給予較低的評價。

以上討論乃筆者參閱劉艷琴與章尚正的論文後，所作的論述。見劉艷琴：（明代話本小說中的徽

商形象），〈明清小說研究〉總第 74 期， 2004 年，頁 142-1呵。章尚正：（徽商的生活情態與價值

觀念從明清小說看徽商存在），〈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 1997 年，頁 24-30 。

如見邁克爾﹒伍德（Micheal Wood）著，顧鈞譯：（隱喻的動機）收入〈沉默之子：論當代小說〉
（北京：三聯書店， 2003 年），頁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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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之特性與角色的命名與故事的情節走向有密切的關係，不但能表現

「情」與「慾」糾纏疊合的細膩關係，也可透顯小說的設計安排皆有意義，有助

於讀者能夠更進一步思考其中隱藏的脈絡。尤其這些設計在前行文本，即宋懋澄

所編撰之〈珠衫〉一篇中並未出現，實可視為馮夢龍的巧心。

二、此二者之暗喻似乎也符合馮夢龍的「情教說」’進一步把價值觀作了梳

理。畢竟當時社會對家庭的關係，或說是男女的關係，跟觸犯姦情的官府價值，

似乎和馮夢龍編寫小說時的價值觀互相衝撞著。從中拉出了女性與社會，商人與

社會，商人與家庭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o 以家庭作為觀察角度，則所謂因果報應

似乎就有更具體的落實處，不再單純指向人物本身的下場優劣。

三、珠衫作為故事推衍的主要關鍵，其重要性絕非串場道具可以概括，透過

許多物件的功能與性質，小說情節的發展也可以更貼合所欲表達之旨趣。此外，

家庭中成員的命名往往具備某些期望與涵義，小說雖非真實人生 ， 但在馮夢龍改

寫的過程中 ，仍可察覺這樣的更動是有意為之的。作為小說研究 ，對照前文本的

差異，當更能看出此類作品改動的意義，若將三言故事作為某種 「續衍」作品，

當有不少命名與物件能與「前作」比較，如此當能看出改寫者的趨向 。

四、透過討論，未來可結合明代對於「閒賞」或是「微觀」的審美態度，對

小說中的細節書寫作更進一步的爬梳，在文化符號解碼的過程中，能更清楚把當

時的背景或小說家的價值觀、所欲表達的內涵，深入挖掘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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