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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古典小說「鏡象書寫」
＊
的兩度裂變 

──《古鏡記》與《紅樓夢》 

陳麗如＊ 

摘 要 

本文以古典小說「鏡子」主題之情節故事為討論中心，觀察到其中有兩種書寫模

式，為論述之便以「物異系統」及「抒情系統」定義、代稱。本文所謂的「鏡象書寫」

及研究範疇，其不僅是鏡子與鏡像（即鏡前實體與影像關係）的狹義性，也廣義地用

以表示因鏡衍生的現象或延伸的象徵意涵，鏡子作為「物」的這個前提與本質是相同

的，只是當凸顯其特殊效用、功能時，取「日」的光明之義，表現鏡子的物異、神異

性；當強調人物之間情感、心靈或意志時，則往往與「鳥」(如鵲、鸞、鴛鴦)意象結

合，以象雙配，展現細膩的抒情性。 

其中唐代小說《古鏡記》在承襲六朝描寫幻異的主流脈絡下，開始關注人物的處

境與命運，作者王度寫「物」之餘試圖表現人物的意志、情感，心理與人格，此一現

象可謂「鏡異書寫」的首度裂變。至《紅樓夢》，則在「物」、「情」系統之吸收外，加

入了哲學性的思想辯證與悲劇式的美學策略，透過「鏡」對「實體」照映時呈現的真

實與虛幻共存之二重性，表現小說「假作真時真亦假」的主旨和「色空觀」；對「鴛鴦

寶劍」此聘禮援劍代鏡的意象置換，捨棄潛藏的圓滿之意書寫死亡，於先前物質現象

的描寫刻劃，進入了抽象的形上義理思考。 

關鍵詞：鏡異傳說、明清小說、物質文化、鏡像理論 

                                                      
＊ 本文定義的「鏡象書寫」，主要以古典小說中描寫「鏡子」主題之情節故事作為討論中心，其不

僅是鏡子與鏡像（即鏡前實體與影像關係）的狹義性，也廣義地用以表示因之產生的現象或延

伸的象徵意涵，故本文所欲觀察的「鏡象書寫」主要有兩個脈絡，論述之便，以「物異系統」

及「抒情系統」代稱，然鏡子作為「物」的這個前提與本質是相同的。當凸顯其特殊效用、功

能時的「物異系統」，是取「日」光明之意，表現鏡子的物異、神異性；當強調人物情感、心靈

或意志時的「抒情系統」，往往與「鳥」（如鵲、鸞、鴛鴦）意象結合以示雙配，或串接男女雙

方之訂情物，這些作品具細膩刻劃人性與描述情感之特質，有著明顯的抒情性。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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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鏡子是東西方文學作品裡經常出現的意象、主題，此人類世界常見的日用品，以

一種亙古的姿態存留至今，照容方式從廣闊湖面到淺盆容器，從早期的金屬合金至近

代的水銀玻璃，形式、材質儘管變異，其中主要有一固定不變之光學原理──亮度與

光線，才是物體顯像與否的關鍵，1當人從照見自我的那一刻開始，人的自我意識、審

美意識亦於焉甦醒與萌發。2在中國的文學傳統裡，探討「鏡」意象實可推源自「日神

崇拜」，此長遠人文精神發展之縱深痕跡或集體意識的深層結構，《山海經》3的神話傳

說中，對構成物體顯像的主要來源──「日」（太陽，光源）的描述，已可觀察後來「鏡」

類故事經常運用的一些素樸原型。 

〈海外東經〉就記載：「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

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4十個太陽沐浴地點、棲居之扶桑樹，都賦予日

為「鳥」型的直覺想像；〈大荒東經〉則記「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

載於烏。」再寫湯谷上有扶木一事，而日昇日落的移動軌跡則由鳥類在天空的飛行能

力聯想置換，延伸為一種載運工具。5可見知初民在太陽這個宇宙現象中，結合自然界

及個人視覺經驗常見的景物（水、鳥意象），相互交融之後所體現、所建構的一種帶有

原始思維之世界觀。 

隨著工藝發展與造鏡技術的持續進步，銅鏡形制常見的圓形，反應人類取象於日、

                                                      
1 漢字「鏡」作為鏡子概念，還是一個比較後起的字，古時以「鑑」字表之，在甲骨文或金文的

寫法，本字「監」即象一人彎腰對著器皿照容之意。《說文解字》釋「鏡，景也。」段玉裁注「景

者，光也。金有光可照物，謂之鏡，……鏡亦曰鑑……」從字書裡也說明了金屬有「光」即可

反射光線照物的這種物理性與光學原理。參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民．鲁實先正補，《說

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 9 月 12 刷），頁 710。 
2 由一銅鏡本身，實展現了：天（日）、地（水）、人（眼）三者統一的有機整合物。它對於人的

主體性的確立、人的審美意識的形成、開發和滋長；對於自我價值的沉思、反省與覺悟；對於

神形美學觀的建立，宗教意識的形成，乃至日神崇拜的生成和演繹都起了重大的作用。詳見常

智奇，《中國銅鏡美學發展史．導言》（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俞曉紅也

說鏡子是反思自我、認識自我的橋樑。參《紅樓夢意象的文化闡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6 年），頁 150-151。 
3 佚名原著，李潤英、陳渙良注釋，《山海經》（長沙：岳麓書社，2006 年）。 
4 同註 3，頁 290-292。湯，即熱水，谷中水熱。 
5 同註 3，頁 333-334。烏：三足鳥。本句指太陽下山、升起都由三足鳥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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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時，更取意圓滿的心理機制，太陽予人熾熱、明亮的感受，銅鏡具有反射光線的作

用，隱喻「至陽」6正氣、象徵火一般的光明，形如日、月，則又意味見證與圓滿，這

些都是鏡子主題常指涉的重要內涵。以古典小說此文類來看，六朝時期主要仍多結合

道教辟邪、伏妖、洞穿原形的法術觀念，突出鏡子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法力，書寫鏡子

異象蔚為主流。7但我們從唐代以前幾則筆記小說，其實也覺察到神異特色以外的，另

一種類近人間情感、投射人物心靈的細緻敘寫。相傳漢．東方朔的《神異經》： 

昔有夫婦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為信，其妻與人通，鏡化鵲飛至夫前，其夫乃

知之。後人因鑄鏡為鵲安背上，自此始也。8 

以及南朝宋．劉敬叔所作《異苑》卷三〈鸞鳴〉： 

罽賓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樊，饗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

人曰：「嘗聞鸞見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鸞賭影悲鳴，沖霄一奮

而絕。9 

卷六〈山陰徐琦〉： 

晉義熙三年，山陰徐琦每出門，見一女子，貌極豔麗。琦便解銀鈴贈之。女曰：

「感君佳貺。」以青銅鏡與琦，便結為伉儷。10 

第一、第二個故事，間接讓鏡、鳥二者之間產生聯結，此強調奇「異」的編選意圖，

雖仍未脫萬物有靈的巫術思維，卻在顯「異」（異物、幽冥）的時代情境底下，感受

                                                      
6 「陽燧」與「陰燧」即凹、凸面鏡，取火、水之器，二者分別在「五月丙午日中鑄」及「十一

月壬子夜半鑄」。參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臺北：里仁書局，1999 年），卷十三，

頁 166。 
7 李豐楙談及六朝的寶鏡傳說，多顯明其神異性格，法術觀念變化中的法器，符印、劍鏡等均屬

人間官府威權的象徵，既可制人，自可依此律則類推其威力，厭伏違反常態的怪異之氣。古鏡

之靈威，也為當時道士入山修煉、登涉山林的護身物。詳見李豐楙，〈六朝鏡劍傳說與道教法術

思想〉，《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 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 年），頁 4-8。 
8 宋．李昉等編纂，《太平御覽》卷七一七引《神異經》（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5 年），

頁 3197。 
9 南朝宋．劉敬叔撰，范寧點校，《異苑》（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卷三，頁 14。 
10 同註 9，卷六，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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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鏡子故事共同隱含、映射的「情感」11特性。六朝小說叢殘、簡扼的文字敘述

及故事要素，遂作為一種原型，成為之後的小說、戲曲敷演情節與事件之取材根源。 

其一，《神異經》寫出夫婦離別，破鏡各執其半作為憑證，具有「離合模式」與「契

約」概念（後文論及），又藉鳥類具有穿越分隔空間的能力作信使，其殘存的神異成

份是鏡竟化為鵲鳥向遠方丈夫通報的不尋常性。                    

其二，三年不鳴的孤「鸞」（雌雄方成雙），在充沛物質環境下仍舊鬱鬱寡歡，故

事轉折點是王后懸鏡誘騙，鏡中遂投射另一隻鸞鳥形體（乃孤鸞自身的虛假投映），終

使孤鸞誤識同類，表演投入，一奮而絕，「鸞鏡」二字更緊密黏合成閨怨題材中女性房

內必備的物件與情感代言。 

其三，《異苑》卷六「徐琦」的故事，則展現兩情相合、互贈訂情物（銀鈴、青銅

鏡）及結合伉儷的圓滿結局，這種「情」一旦生發，甚而可以溝通陰陽兩界。 

本文即在上述脈絡下，試圖論析古典小說「鏡象書寫」縱向接受、改寫的影響痕

跡，意圖在「物異系統」與「抒情系統」二者間綰合併論，首先除在此肌理中對《古

鏡記》文本作細部分析，也將分別從物、情兩個系統並時觀察《太平廣記》12中的續

作及其他唐代小說描寫鏡子之相關段落，予「互文性」（intertextuality）13參照。第二

個重點，則將對《紅樓夢》小說文本之「鏡」意象群集中梳理，並以《紅樓夢》迴身

返照、遙扣六朝，兼而由唐至明清一路分梳，深究其在傳統書寫「鏡異」乃至「主情」

                                                      
11 中國談到的「情」，它的基本含義是「情感或精神的情感狀態」。中國文化是按照傳統「七情」

說法擬定基本情感類別。這種表達方法常以廣泛的意思，適各種不同之情感現象，從敏感性到

情感狀態，從激情到欲望等，都可以用情字表達。它既像西方的「情感」概念，又顯示了中國

文化特殊既定的系統。詳參〔義〕P.史華羅著，莊國士、丁隽譯，《明清文學作品中的情感．心

境詞語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 年），頁 17、51。 
12 宋．李昉等人所編《太平廣記》是研究古代小說的重要典籍，收錄先秦以降至宋初許多野史、

小說，使許多散佚的作品因之得以流傳。本文引用乃從「臺灣師大圖書館【寒泉】古典文獻全

文檢索資料庫」（http://skqs.lib.ntnu.edu.tw/dragon/ ，依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汪紹楹點校本），

2011 年 12 月 14 日檢索。為求註文明晰，後述參引將統一格式僅列書名、分類篇名、卷數及頁

碼，其餘資料不另加註。 
13 「文本性／互文性」（textuality/intertextuality）：由法國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互文性

意指「文本互涉」，或用一種文本去指涉另一種文本。通常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本間發生的互

文關係。此概念不斷衍生、發展，成為今日頻密使用的解構主義批評術語，亦有解消文本中心、

建構文學邊緣之意，在文學邊緣進行多重複雜、交織，展現文本之間的多元複雜性。見〔英〕

戴維．洛奇（David Lodge），《小說的藝術》(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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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式下如何受到深化與影響？又如何吸收與轉化、更動與獨創之種種匠心，期以多

元且豐富的論述策略，能夠對古典小說之「鏡象書寫」提供一個新的觀察、解讀之路

徑。  

二、《古鏡記》對「鏡象」材料的吸收與創新 

《古鏡記》14小說有著唐人傳奇筆法，混同史實事件、人物的疑假似真，又有作

者（王度）自我「有意為小說」的虛構想像作為搭架，「來限制、重組、擴展和虛構歷

史所提供的原始資料，撰寫成一篇『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傳奇文。」15依陳珏對

太原王氏家族的考證資料可知，政治場域的受挫及親族中人異於常情的低調，16直待

時間沖刷之後，作者才以另一形式、媒介表現了「重寫家族史」的目的性，17「寶鏡」、

「古鏡」功能上的幻、奇，乃對晦深莫辨的紊亂政局及世道不明的一種遮蓋與暗示。 

李豐楙在〈六朝鏡劍傳說與道教法術思想〉文中，曾就此篇小說、結構內容，概

括說明了《古鏡記》以「鏡」作為形式特徵及敘事要件的特殊意義： 

六朝時期寶鏡傳說諸般神異性格，唐人王度綜其材料，以王度本人及其弟王勣

的生平履歷為經，緯以鏡異傳說，羅織成一類似「鏡框式」的小說形式。其中

包括鑄鏡的神異、鏡飾的靈異，以及辟邪除妖（狸妖化婢、蛇妖淫祠、龜猿精

怪、魚精作祟、老雞成精、鼠怪守宮等）；又述鏡應日明、光如夜明，與劍比光；

                                                      
14 本文引述《古鏡記》內容據汪辟疆，《唐人小說》（臺北：世界書局，1980 年），頁 3-9。以下引

用只標以頁碼不另註出處。 
15 就《古鏡記》的文類拼合、時空結構，可以看出作者既非照抄歷史，也非完全向壁虛構，而近

於魯迅所謂的「有意為小說」，旨在創造一個「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小說境界。

參陳珏，《初唐傳奇文鉤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23。 
16 王通（與王度為兄弟）早先盛況是「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古鏡記》及《隋書》

的刻意忽略、不為王通立傳，甚而王通諸弟子亦不提及加以推測，是否有某種因素，竟「無一

處語及王通」？時人似乎有意迴避王通。此說依據陳珏，〈《古鏡記》中之王氏家族考〉，《初唐

傳奇文鉤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01-102；《東皋子答陳尚書書》中有：「王

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王氏兄弟在政治場上受牽連之間接證據則可知悉。此依孫望，〈王度考〉，

《孫望選集》（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473。 
17 王通作為王氏儒家入世代表人物，其後代王福畤透過「編」王通遺著間接達成改寫家族史的策

略；而《古鏡記》作者重寫歷史的方法則以小說為之，其背後實有著一致的目的，並受此驅動，

參見陳珏，〈《古鏡記》中之王氏家族考〉，《初唐傳奇文鉤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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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述洞見臟腑、辟除疾疫，此醫病傳說。……18 

此段文字，點出《古鏡記》作者是在前人寫「鏡象」故事的幾種神異性功能吸收、接

受、「綜其材料」的基礎上，集其大成。然而《古鏡記》裂變之關鍵，是作者於「古鏡」

外在形制的寶物特質、神異照妖的功能性外，塑造了具有自我個性的鏡靈──紫珍，

除了充當天界／人間溝通之「媒介物」，更擬真「人」之情感、情性；小說中寫狐狸所

變之精怪「鸚鵡」（此名字連結禽鳥之屬）。在天鏡前臨死醉飲、取樂的心理狀態，是

承接〈鸞鳴〉故事的顯明線索，這種細緻寫物、細膩寫情的手法，《古鏡記》之前實未

曾見。以下，透過《古鏡記》的幾處情節中心，以明晰其在兩類「鏡象書寫」系統所

輻射或者裂變之意義。    

（一）物異、神異之接受與影響：「照」祟與「療」病，物老成精之巫．醫想像 

小說由王度的回憶開始，先述此鏡來源受汾陰之侯生所贈，藉「古鏡」形制精麗、

造型獨特示以非凡，外在鏡飾所代表的方位及「二十四氣之象形」，正象徵著天道運行

之秩序。從出土文物銅鏡背上的銘文或圖騰設計常有四方神獸，即文本中所記「遶鼻

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乃指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在漢代「博局四神

鏡」就有「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順陰陽」的文字，外置十二辰位顯然是各個生

肖之保護神。古鏡上的「鼻作麒麟蹲伏之象」有吉祥物的作用。19作者在未進入形塑

鏡面避邪靈力之前，已先從銅鏡形制、樣貌上展現其神異性。 

《古鏡記》寫鏡能照妖的功能，事實上仍承六朝以來道教法術觀念，因所「記」

乃是古鏡、靈鏡，更彈性地糅合此鏡照妖事蹟、為百姓療疾之具體事例，其實都是循

接過去六朝筆記體許多古鏡神異功能之聚焦摹寫。按《古鏡記》小說敘事順序寫到的

照妖、伏魔以及療疾之時間點，大致列整如下： 

                                                      
18 李豐楙，〈六朝鏡劍傳說與道教法術思想〉，《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 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1 年），頁 13。 
19 參張錯，〈一面銅鏡還是五面銅鏡──唐傳奇《古鏡記》視覺文本的探求〉，《故宮文物月刊》第

277 期（2006 年 4 月），頁 80-84；《古鏡記》首段外在形制的描寫亦含四方神獸，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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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時間點 事件經歷 

王度 大業七年 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程雄家，雄有婢鸚鵡，有妖魅嫌，

度以鏡照之，化為老狐而死。 

王度 大業九年

(春) 

正月，胡僧識寶器，釋古鏡數種靈相，可「照見腑臟」（惜

無藥），遂留金煙玉水等法使其不晦。 

王度 (秋) 兼芮城令，廳前棗樹為祟，吏民祀之，度引鏡照之，則巨蛇

死焉，自後妖怪亦絕。 

王度 (冬) 天下大飢，百姓疾病，癘疫尤甚，度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

者見鏡，皆驚起：見持一月來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

徹腑臟，即時熱定。 

王勣 大業十年～

十三年六月

前 

王勣棄官期間，遍游山水，假鏡自隨，以避妖魅，中間曾殺

猿、龜、蛟、雞諸精怪，並鼠狼、老鼠、守宮。 

 

 

靈鏡「照妖」功能的發揮，與魏晉南北朝以後建立起來的照妖鏡，手法近似的部

分集中在王勣棄官「棲蹤煙霞」的那幾年，以出世者姿態的王勣見證古鏡之神異，從

而顯示古鏡照妖的功能與靈力不因王度（大業七年曾照老狐）轉移他人而消失，小說

更透過王勣回溯、倒述所經歷種種，以再現其「異」。我們知道方士、道士為修煉，必

須登涉山林以尋仙，所以靈威之物，尤其是鏡子，經常成為入山自隨的護身物，入山

充滿危險，所以有一定的「入山法」20，葛洪《枹朴子．內篇》中提到「登涉」之法

與《古鏡記》王勣所歷十分符合，亦可視為吸收、接受的「互文」關係。是以，王度

對靈鏡「照妖」功能的神異性描寫，均與葛洪「物老成精」以及「唯不能於鏡中易其

真形」21的這種認知同構。文中出現的「老」狐、「老」雄雞，鼠狼「身無毛齒」、老

鼠「亦無毛齒」，守宮「尾頭一寸色白」及「白鬚皓眉」的猿、龜，在形塑這些精、怪

                                                      
20 所謂「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認為山中充斥危險，若不知入山法多遇禍害，故須先具備入

山技能與輔助器物方可。參晉．葛洪，《抱朴子》（臺北：廣文書局，1965 年），卷十七，頁

218-219。 
21 同註 20。葛洪說：「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于鏡中易

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以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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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一致地表現「物老成精」思維。 

此外，寫古鏡在小說當中不僅照妖，且可「伏亂」22，王度以前寫「透視鏡」的

敘事傳統，通常只暗示靈鏡具有的靈相，此小說卻將重心放諸寶鏡治療癘疫的「醫療」

效果，將古鏡取形「日」、「月」之功能徹底與宇宙陰、陽二氣相合，太陽光明、溫暖、

熾熱的至陽正氣無疑是靈鏡承以照妖、除辟之轉化，小說寫到小吏龍駒持鏡以治療疫

病的時間點是在夜晚（夜照），而患者感受了：「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

冷徹腑臟。一時熱定，至晚并愈。」23用夜晚的清涼來治療、調理疫病之熱燥，且療

效迅速，古鏡在夜晚顯現之光芒，從旁人看來是如同「一月」。小說當中作者提到的其

他「療疾」事件，仍然是雜入懾伏精怪、邪祟等概念的，如寫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

三女遭魅病，藏祕療之無效，日漸消瘦、不能下食，若禁制他們打扮則意圖自縊、投

井，王勣持鏡入房內一照並無所獲，懸鏡至天明後才知乃大鼠狼、老鼠、守宮等物作

祟，皆死於洞孔前，三女之魅病也見痊癒。24 

其實在六朝志怪小說中，已多見巫醫治病及妖怪致病之例，25《古鏡記》其書寫

內容、形式與之類近，值得注意的是，至此「古鏡」取代了「巫醫」的角色位置，遂

行了療病的醫者功能，「古鏡」療疾效果，可謂立竿見影，以《搜神記》「韓友」故事

看來，六朝「巫師」治療祟病， 快仍待二十餘日魅病可除，26而《古鏡記》則是先

寫「藏秘療之無效」後，寶鏡一出，女子「從此疾愈」，其神秘靈力相形之下不言可喻，

此仍是六朝志怪故事所沿襲的巫、醫並置共構之變形想像。 

《古鏡記》裡的「胡僧」能識見寶氣，熟知寶鏡數種靈相，此類來自域外的異士

奇人，在古典小說中也經常用以承擔穿插情節、表現神秘力量之人物典型，雖未揭明

寶鏡是否因胡僧的秘術教授、「遂復不見」後，始密集地展現其神奇作用？可以肯定的，

                                                      
22 如游江南、涉浙江、登天台幾處，極寫導亂為常、使失序的回歸秩序及寶鏡之鎮異現象。見《古

鏡記》，頁 7-8。 
23 同註 14，頁 6。 
24 三女魅病見《古鏡記》，頁 8。《古鏡記》所寫的邪祟病患者多為女性，如當王勣遊至宋汴，主

人張琦家有女子患病，勣停一宿，開鏡照之有大雄雞死，原來是主人七八歲老雞，頁 7。 
25 同註 9，頁 77。《異苑》中亦記載蛇、竃、鼍作祟魅病事。 
26 「韓友」一則：「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伐空冢故城間，狸鼍數十，病猶不差，……

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病遂差。」參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臺

北：里仁書局，1999 年），卷三，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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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透過胡僧才確指了「古鏡」有另一照見臟腑的「透視」功能，但作者並未特意突出

這種穿透肉體、透視五臟，接近我們現代醫療科技能思考到的那些層面及功能，在此

文本之前，寫「透視鏡」主要審視病源、輔以配藥之治療效果，27至《古鏡記》後，

承其「鏡異」靈力，不僅可照見臟腑，且「寶鏡」本身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藥」，即具

有「療效」。《太平廣記》〈漁人〉一則，寫漁人補魚一無所獲，網得鏡子，「忿其無魚，

棄鏡于水」，此鏡竟被二度撈起，使在場觀鏡者皆因驚「骸」、恐懼而嘔吐去疾： 

遂取其鏡視之，纔七八寸，照形悉見其筋骨臟腑，潰然可惡。其人悶絕而倒。

眾人大驚，其取鏡鑒形者，即時皆倒，嘔吐狼藉。其餘一人，不敢取照，即以

鏡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與歸家，以為妖怪。明日方理網罟，

則所得魚多于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28 

在《太平廣記》另一則〈浙右漁人〉，與〈漁人〉敘述相較起來更為簡潔，已不再細寫

「療治」功能，僅寫「透視」功能的：「歷歷盡見五臟六腑，血縈櫊動，竦駭氣魄」。29

陳珏即提到《古鏡記》之前，這些特異性質與強調異鏡功能的觀念，均為六朝隋唐人

心中所有，但出現在文獻之中只有單一功能，少有兩種或以上功能合併現象，且未曾

把「鑒古鏡、天命鏡、照妖鏡、療疾鏡等等的功能，融鑄在同一面鏡子中，……成為

一種前所未有的初唐藝術創造。」30此言確指出了《古鏡記》在小說結構上有別於先

前古小說的開創性與裂變性意義。我們見到作者不僅是在形式上的「綜合材料」，只甘

於呈現此作內化傳統「鏡象書寫」之決心或眩目奪人，其獨特處實在寫作物異之主流

下，兼及模擬了物態與人情，《古鏡記》內所寫之「千年老狐」與「鏡靈紫珍」，作者

均在其「物」的型態、姿態裡，設身揣摩其內在情感與情緒，突出其性格與情性。 

                                                      
27 同註 12，第 404 卷．寶五，〈靈光豆〉（出《杜陽雜編》），頁 4。寫：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

可鑒人五臟六腑，亦謂之「仙人鏡」。國人有疾，輒照之，使知起于某臟某腑，即自採神草餌之，

無不愈焉。 
28 同註 12，第 232 卷．器玩三，〈漁人〉一則（出《原化記》），頁 10。 
29 同註 12，第 232 卷．器玩四，〈浙右漁人〉一則（出《松牕錄》），頁 3。 
30 陳珏，《初唐傳奇文鉤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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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抒情系統」：設身處「物」的形、神發微 

１.鏡照與醉舞──從前源「鸞」相變身之「鸚鵡」 

《古鏡記》借兩位主人公聞、歷，寫鏡的靈與幻，寫「異類」惑魅生民的這種常

性，此類情節、事件一旦形成模式，難免流於俗套，然此文本內卻有著更多的情感細

寫，像小說寫王度至程雄家遇見的女婢──鸚鵡（在自然生物界是禽鳥類名稱），其真
‧

形為千年老狐
‧‧‧‧‧‧

，因「大行變惑，罪合至死」，才開始展開逃遁生涯，寄身於人間。結婚、

遭劫、遺棄、覺命的種種遭遇，均隨著王度無意間「引鏡自照」（整冠履）、在「唯鏡

不能藏其形」的命定下帶出身世。31 

首先，其在躲避華山府君追捕時逃於河渭，受陳思恭收為義女，據她回憶，思恭

妻子是「蒙養甚厚」，思恭夫婦如鸚鵡在人世間的「家長」，既入人間，則必循依人間

的禮法與制度，遂「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又因與丈夫「婚姻」不諧和（與華意不相

愜），遂成為鸚鵡命中第二次的「逃」（逃命→逃婚）。至此，遇見粗暴的行人李無傲，

顯然是被擄隨行，在外流蕩數年輾轉到了程雄家，因病重又再度被「棄」（忽爾見留）。

從這個角色看來，程雄家可說是她命運的轉折或契機，但小說似乎更欲顯出「不意遭

逢天鏡，隱形無路」以及「天鏡一照，不可逃形」的命定或天定。32 

寫鸚鵡經歷可憐，我們可思考：如果持有「寶鏡」靈物的王度，只是一自恃狂妄、

急以「替天行道」的裁決者姿態自居，必然使得此篇小說的人物情態大幅削弱，「度疑

精魅，引鏡逼之」，及隨後的心意更動與轉折，顯然是他內心裡相信鸚鵡所述之真誠、

為「人」之善良。王度欲留生路，鸚鵡卻表達自己 終的心願，竟是：「唯希數刻之命，

以盡一生之歡耳」以及「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鏡子屬於物的神異性當然表現在

「天鏡一臨，竄跡無路」的威脅，既然王度已表達「欲捨」之意，將鏡收置於匣中，

鸚鵡豈無「逃」之生物本能與成功之可能？但做為異物、精怪，真形為狐狸的女婢鸚

鵡，在第一次遙見「鏡」時照見自己「身」形，有了「久為人形，羞復故體」此擬人

的真切感受與羞惡感。這種心裡轉折以及對於「自我」的審視、觀看與認知，若用薩

                                                      
31 鸚鵡事例見同註 14，頁 3-4。 
32 關於《古鏡記》中呈現的「天命」意涵，可參考黃東陽，〈唐．王度《古鏡記》之鑄鏡傳說辨析

──兼論古鏡制妖的思考進路〉，《中國文學研究》第十七期（2003 年 6 月），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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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娜．梅爾基奧爾-博奈（Sabine Melchior-Bonnet）提及「鏡像」對人格形成過程中的

重要性來說明，我們便可理解鸚鵡的內在情結： 

當主體能夠客觀地看待自己並協調自己對外部的感知與內心的感受時，他便能

從對身體的意識上升到對自我的意識，所謂「形體構成」即每個人在空間中以

其身體所表現的自我，且這一自我通過認識鏡中的映像得以發展完全。33 

鸚鵡「盡醉而終」、「盡一生之歡」的欲求，在幻化筆法之 後，終究變身、變形，

換言之，鸚鵡以醉拒醒，在生命現象存續的時刻，始終未以狐狸的原形示人。其臨死

前的飲醉、奮舞、狂歌的行動表現，正也展現生存意志的選擇，總隱隱帶有前源文本

〈鸞鳴〉中，那鸞鳥孤身、自照獨舞，毅然自決的姿態。 

２.自鳴與自泣──從「龍」形幻變之「鏡靈」34 

《古鏡記》跟一般「鏡中影」（如邪物或天啟）的讖諱性不同，其在敘事處理上，

鏡子會表達思想、意志與情感，是將鏡子的「形」與「神」（內在精神）一同刻劃。

小吏「龍駒」夢裡所見的鏡靈是「龍頭蛇身、朱冠紫服」，名姓「紫珍」，受夢者有龍

的名相（名字龍駒），「駒」在馬的本義之外，也像意義的傳達、傳載，召喚出託夢者

才具有根本意義上的神性內涵（鏡靈乃真正的龍頭蛇身）。自漢代開始即有「盤龍鏡」，

當描寫藏身銅鏡內的靈力來源時常摹以「龍」形，實因漢民族深層意識將「龍」視為

吉祥物，內外兼及的延伸至日常器用。常智奇在《中國銅鏡美學發展史》即云漢民族

自視為「龍」之傳人，乃根植日神崇拜羽化而來：「龍……不僅僅是日神的精魂，更是

為人生而造福的精魂。它應是和人性、人情相通、相感、相應的天的精魂。」35《太

平廣記》就記載了畫龍之形可與天感應以抗乾旱，祈雨立降，作法後的鏡龍靈力，「頃

刻間，見殿棟有白氣兩道，下近鏡龍；龍鼻亦有白氣，上近梁棟，須臾充滿殿庭，散

城內。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36可知龍這樣的祥瑞與「日」、「水」意象的聯結敘列，

十分緊密。 

                                                      
33 法．薩比娜．梅爾基奧爾-博奈（Sabine Melchior-Bonnet）著，周行譯，《鏡像的歷史．緒論》（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3。 
34 鏡靈紫珍事例，同註 14，頁 6、9。 
35 常智奇，《中國銅鏡美學發展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36-137。 
36 同註 12，第 231 卷．器玩三，〈至天〉一則（出《異聞錄》），頁 5。   



 
 
 
 
 陳麗如 興大人文學報第四十九期 

88 

《古鏡記》中鏡靈第一次作出情緒表達，是王度派遣張龍駒替蒲陝百姓治癘病，

令持鏡進行「療疾」行為，王度與龍駒「以為無害於鏡，而所濟於眾，令密持此鏡，

遍巡百姓。」二人與「鏡」結合，替百姓治病的行為顯然與「天」的意志背離，作為

「天」與「人」之間交接的溝通者──鏡靈，透過小吏之口表達不欲「反天」的意志，

並解釋百姓致病的根由。古鏡第二次透過「夢」發言、發聲，則在王勣遇「奇識之士」

──蘇賓，破譯「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的提醒後，夢見紫珍作別，請其早歸長

安。王勣作為一「抗志雲路，棲蹤煙霞」的出世者，欲其兄以「古鏡」為贈，展開入

山、尋真的歷程（且萍跡無縱，未向其兄透露去向）。若無王度借鏡，王勣恐無以順利

滿足其願，因有古鏡護身，絲毫無畏；蘇賓「洞明易道」，實可視為「天理」運行的預

知、預言者，並暗示值此「宇宙喪亂」，宜趁寶鏡仍在時速歸家鄉。37「古鏡」猶如一

個帶有人格、情感的主體，因王度相待甚厚，「今當人間遠去，欲得一別。」王勣將靈

鏡物歸其兄，亦恍恍感受「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以小說敘事時間看來，「大業十

三年夏六月，勣始歸長安，以鏡歸。」至「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失鏡，僅有月餘。 

《古鏡記》小說作者，以「龍」作為鏡靈原型，當鏡子的外在形式做為串接情節

的同時，也側筆寫出鏡靈在溝通天、人之際，雖為「物」卻有類似人的情感與意志，

於人有情感上的難捨、眷戀，會以鳴叫的方式，表達不願反天之心志。其後，又在不

能反天的基調下，寫其順天離開的悲鳴之聲與情感心緒，這種以情緒表達自己立場、

意志的書寫，我們在後來《紅樓夢》設造「風月寶鑑」此一物件時，即可見其吸收、

換形之痕跡。 

３.「陷井」與報恩──從《古鏡記》「龍形」褪化之「女體」 

《古鏡記》偏「情」之情節表現，如前文「鸚鵡舞鏡」描寫狐狸由異類進入人類

禮、法社會，遭遇使人憐惜，雖為千年妖物，卻未曾害人；而對於「鏡靈」紫珍的「形」

（龍）、「神」刻畫，突出其雖為「物」，有著類同於「人」的情感與心靈，這二個段落

對「情」的營造與描摹，唐代書寫「鏡象」的後續作品〈敬元穎〉38，可謂從《古鏡

記》中得到「情」的真傳和啟發。作者刻劃了銅鏡精靈──敬元穎，乃師曠所鑄十二

鏡之第七，鑄鏡時亦仿日月為大小之差，於七月七日午時鑄，遭婢女所遺落，兼因井

                                                      
37 王勣遇奇士蘇賓及鏡靈第二次出聲，同註 14，頁 6-9。 
38 同註 12，第 231 卷．器玩三，〈敬元穎〉一則（出《博異志》），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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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受毒龍氣所苦而脫身不得，遂「妖惑以誘，供龍所食」，且已殺三千七百人。 

《古鏡記》的鏡靈形象為「龍」，顯然是男身，形、神是「鏡、靈→龍」統合起來

的概念；至〈敬元穎〉，雖均為鏡之精靈、保留仿日月大小的圓形樣式，同樣在陽氣正

盛的午時所鑄，其鏡背銘文記「首陽山前白龍潭成此鏡」，大致仍維續傳統寫寶鏡來歷

的種種慣性，唯小說至此，在意念上已將「鏡、靈／龍」割裂成二個相對、衝突的羣

屬，「毒龍」成為吸食人血，殘害鏡靈的負面、邪惡力量，鏡靈則成為一具有「妖冶之

姿」、「年狀少麗」的女體，細部描寫主角外在裝束、眉眼情態，為其以色溺人、出於

世表的姿容條件鋪敍。 

故事首先由仲躬鄰家一名女子取水溺亡之意外事件開展： 

怪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

躬異之。閑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

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

惚，若不支持然……。39 

從索屍一事，即可推斷此井之深與打撈之難，亦即敬元穎所謂的「井水深，兼毒龍氣

所苦，人入者悶絕，故不可取，遂為毒龍所役。」由於此井不曾乾涸，鏡靈遂未有機

會脫困，始終身陷井中為毒龍所拘，遇正直的仲躬才能重現人間。在〈敬元穎〉小說

中還是存在「龍」、「水」之間的意象聯結，當井水一日不竭，毒龍便不會消失，本篇

小說實藏隱了生民困苦、宇宙世道失衡的暗示，炎旱、天災，群龍不顧「天命追徵，

多故為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直待河南乾旱遭勘責，「三日方迴」的空窗期，鏡靈

（敬元穎）才得向仲躬表明身分與希冀脫困的心願。此一角色能從妖物害人、殺人，

直覺會危害人類性命的帶罪印象，轉化成使閱讀者不忍苛責的關鍵，乃因其受制於毒

龍，身陷幽暗、身不由己的柔弱女性形象。詹頌即注意到了此文本在「鏡」主題小說

中的特殊性與藝術性： 

如果說《古鏡記》中寫鏡記其異跡，尚帶有濃厚的道教和民間傳說的怪色彩，《敬

元穎》寫鏡則已將這種色彩大大淡化，突出的是鏡的不幸遭遇，而不是它的靈

異。《古鏡記》寫鏡也寫到鏡的形貌、感情和知覺，但尚未形成一個血肉豐滿的

                                                      
39 同註 38，頁 6。 



 
 
 
 
 陳麗如 興大人文學報第四十九期 

90 

形象，這一缺憾在《敬元穎》中得到彌補。《敬元穎》中的鏡雖沒有《古鏡記》

中的鏡那麼豐富複雜的隱喻和象徵意義，卻是一個更為生動、鮮明的形象。40 

鏡異小說常出以鏡聲、鏡影達預告、警告之效，敬元穎能預知天機、與天界訊息相通

的能力，亦時有展現，如知悉「昨為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之神秘細

節；此外，「避禍」、「遠禍」之預示，則集中表現對仲躬安危的提點。41敬元穎自仲躬

「使一信者」與工匠同入井內，依約取出古銅鏡，且小心慎重地「洗淨安匣中，焚香

以潔之」後，也遂行、完成其對仲躬「於君子一生奉養」之約定，即一開始即剖白「世

間之事，無所不致」此終生奉養之承諾。 

４.小結 

《太平廣記》另一篇出自唐．孟棨《本事詩》的鏡類故事──「樂昌公主」42，

故事雛型已見於《神異經》中鏡化鵲鳥通報丈夫的情節要素：分離、破鏡、鏡合，鏡

子成為串接故事行進的關鍵物件，一種夫妻雙方情感關係的「契約」43憑證，一式二

份、取誓日明，以破鏡之行為，扣合小說夫妻分別後的現實考驗及希望 終聚合的內

在企盼，存在「聚合─離散─聚合」的模式，若以契約敘事的概念看來，實也是立約、

履約與完約的過程。此作不僅將神異性剝除，將視角與場景置入人間社會，並讓「信

物」之發展過程和兩個人物之間的命運扣合起來，使鏡與人之間，成為一種雙重同構

關係；在情節發展複雜化後，更關懷女性角色之困境與內在的真實情感。孟棨持「情

感」作分類，獨立一門置於篇首，或許唐人對情的本體性思考或重視未若明清之際的

多方爭鳴，但「情感」是生而為人所獨具，有其普遍性與共通性，事實上對於「情」

                                                      
40 詹頌，〈中國古典小說中的鏡意象〉，《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4 期（2000 年 12 月），頁 24。 
41 同註 38，頁 8-9。如：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

文單，累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利宅之績效也。 
42 同註 12，第 166 卷．氣義一，〈樂昌公主〉一則（出《本事詩》），頁 1。孟棨《本事詩》成  書

約唐末，但此「樂昌分鏡」的故事，出現時間顯然在稍早前即已流播，此書多據前人之說加以

敷演發揮。 
43 「契約」敘事始於西方結構主義學，代表人物如格雷瑪斯（A.J.Gramas），指的是敘事作品中以

訂立契約為依據，通常由「立約─履行─完成」三個進層構成的一種敘事模式。契約敘事乃處

於接收者與發送者之間，且任何「契約」的定立，須由雙方共同完成。參見法・尤瑟夫．庫爾

泰（Courtes, J.）著，懷宇譯，《敘述與話語符號學》（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

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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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涵已有所意識，44所以初唐有《古鏡記》將物性置入人情的形象與心理，至〈敬

元穎〉與《本事詩》「情感第一」的「情」脈相傳，就絕非突然或偶然，而是有同一根

源與發展肌理。唐人生命質性與人生感受，在該時期的銅鏡形制與審美風格上亦有跡

可尋，從客觀意志論的陰影籠罩下，走向了人情化、人性化、世俗化。如常智奇所說

的： 

唐代是一個社會相對比較安全的時代，人們在生活情感上有更多趨向於生活的

吉祥如意，幸福美滿，所以瑞獸鏡多寄托著造鏡者和用鏡者對吉祥的祈禱和期

盼，強調工藝的精細和造型的準確真實，使恐懼、詭怪、神秘的意態蕩然無存，

惟留真實、可感、動人、愉悅的審美感受。45 

而唐代的銅鏡文物及其鑄造美學，似乎也呈現了六朝進入隋唐之際「鏡象書寫」的變

異性，不謀而合地體現此文化心理。 

三、訂情物：明代小說、戲曲中的「鏡象書寫」 

宋明時期，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兩股思想力量相互消長，不僅帶動社會文化思潮，

小說、戲曲等藝術世界均可見此情化痕跡。46特別是過渡至《紅樓夢》作品前的一些

明代小說、戲曲作品，其中許多敘事段落是明顯為《紅樓夢》所加以吸收、轉化，對

其產生直接影響，透過這些鏡子作為情感的誓證、傳情的輔助或媒介。 

                                                      
44 同註 1，頁 506。漢代的字書釋「情」時引《禮記》之語：「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

不學而能……」，這七種情之反應乃自然的、不待知識習成即已具備；若簡單以唐代傳奇作品為

例，〈杜子春〉中歷種種幻境考驗「七情」，反而突出子春諸情皆忘，未臻者「愛」也，更襯母

子之愛的情感天性。 
45 同註 35，頁 203-211，引文頁 205，參〈隋唐時代的審美風格〉一節。 
46 「情理論」問題，此處礙於篇幅無法分源細述。按梅新林、葛永海說法，其以為中國明清時期

的啟蒙文學是在物質繁富的江南成長起來的，其表現在文學精神意識上的特徵是反禁欲、反理

學的思想主張，在對「原欲」（指張揚人性中的本初欲望）到「情本」（指以情為本、以真為倫

理旨歸）的探索中，催生出了如「三言二拍」、《牡丹亭》、《紅樓夢》等一批文學傑作。從明清

敘事文學的呈現，他們進一步闡釋：情本是對原欲的超越，而情本思想本身可以劃分出三個層

次，即：馮夢龍筆下的情本仍糾纏性欲，是以最低；湯顯祖的《牡丹亭》對情本的理解是超越

性愛甚至超越生死（所謂至情），屬第二層次；最高層次就是《紅樓夢》所展示的對於「情」的

全方位昇華，以「情」立人。詳見梅新林、葛永海，〈從「原欲」到「情本」：晚明至清中葉江

南文學的一個研究視角〉，《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第 32 卷第 4 期（2007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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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話本小說：「鴛鴦寶鏡」──婚聘功能．復合「情」 

明．馮夢龍（1574-1646）《警世通言》裡「范鰍兒雙鏡重圓」47此一故事，出現式

樣獨創又細緻的訂情、訂婚物品──鴛鴦寶鏡，以之架起整個故事的橫、縱結構，成

為整體故事的中心撐托。在亂離之時代，鴛鴦寶鏡將隨著小說時間軸的推進，承串離、

合，而鴛鴦寶鏡本身「一而二，二而一」的機巧設計，又代表小說男女雙方與物件本

體設計的那般， 終能夠拼合與復合。男女雙方離別贈鏡內化的文化情感，說明其取

意象徵、或隱喻著：相思、孤鸞、團圓之意涵。48從「鴛鴦寶鏡」的物件命名，鴛鴦

一如鸞鳥，均有雌雄成偶的生物習性，其本身即暗喻著雙對。寶鏡可以開合，源承自

樂昌分鏡之情節吸收，相似的亂世氛圍，拼貼著許多「散而復合」民間傳說。 

范希周（即范鰍兒）「原是讀書君子，功名未就」，因遇兵荒馬亂受逼落草為寇，

卻「專以方便救人為務，不做劫掠勾當。」群盗擄走關西官長呂忠翊的女兒──順哥，

順哥遭劫後哭泣不止，希周見而憐之，「好言撫慰、訴以衷情」，順哥起初不從，落在

其中出於無奈，只得許允。希周上稟長輩（賊首范汝為），並擇吉納聘，范氏有祖傳寶

鏡，乃是兩鏡合扇：「清光照徹，可開可合，內鑄鴛鴦二字，名為『鴛鴦寶鏡』，用為

聘禮。」49對此一情節強調祖傳聘禮之運用，無疑欲凸顯順哥與希周兩人情境、處境

雖出於無奈，但彼此間除了是自然情感、情意的相互吸引，氣質與才貌相當，且兩人

之婚姻關係，不僅有代表宗族系統之「家長」主婚背書，也有「聘禮」作為婚姻上的

憑證，乃既合「情」又合於「禮」。半年後，鴛鴦鏡成為測試順哥與丈夫情感的見證物

（以此鏡試之，必得其真情），50也展露此「鏡」在文本當中「合之為一，分之為二，

                                                      
47 馮夢龍著，顏敦易校注，《警世通言（上）．范鰍兒雙鏡重圓》（臺北：里仁書局，1991 年），第

十二卷，頁 158-166。「古今小說」（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合稱為「三言」，是

馮夢龍集宋元明話本及傳奇進行加工，也有其個人創作。 
48 同註 19，頁 82-83。如張錯提及的隋朝兩種銅鏡銘刻文字，「窺莊鏡」銘文：「窺莊益態，韻舞

鴛鴦／萬齡永保，千代長存／能明能鑒，宜子宜孫」；「團圓鏡」銘文：「團圓寶鏡，皎皎升臺／

鸞窺自舞，照日花開／臨池滿月，賭貌嬌來」。 
49 同註 47，頁 162。 
50 所謂「定情信物」一詞，重於「情」、「信」二字，情者，真情；信者，憑證也。也就是說，定

情信物是戀愛男女雙方表達真情的憑證，它以特定的形式傳達著與眾不同的含義。……是蘊含

著特殊意義具有明顯人文意象的物件。它或表私情、或表達夫妻間正統愛情，但它始終都是真

正意義上，純潔而又堅貞不渝的愛情象徵，也是戀人離別後得以相識和團圓的憑證。參見王馥

慶，〈「三言」中定情信物價值論〉，《榆林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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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各留一面」的取意設計。 

此「鏡」的分拆、合併，彼此合符，正「見證」且「試驗」著夫妻間分別後，履

行當年危亂之際「相存性命，夫不再娶，婦不再嫁」的諾言，希周改名為「承信」，豈

非緊守誠信原則的謹承諾言？「鴛鴦寶鏡」此物，在交付者與接受者之間形成一種契

約紐帶關係，其猶如契約概念的「一式二分」，更顯「履約」之嚴肅、真誠與神聖。51

此故事 終一如鏡之完美接合，是屬「情」之代表作，在明．馮夢龍設「鴛鴦寶鏡」

分合之機巧，仍帶有些微傳奇性，強調「陰德感皇天」，故天從人願，然而在寶鏡本身

則再無任何「物異」功能成份的神奇或靈幻顯現，而是完全納入人間禮儀制度、家庭

人倫與情感系統的象徵物。 

（二）戲曲：《牡丹亭》──杜麗娘拭鏡「寫真」傳至情 

明代劇作家湯顯祖（1550-1616）《牡丹亭》這齣戲， 能豁顯臨川之「至情觀」52。

杜麗娘自幼被要求讀聖賢書、略識周公禮教，做些刺繡女紅，這位以「女教書」奉為

閨閣一貫教育的少女，卻偶然從百花齊放的遊春過程，只因春光無限喚醒她青春的苦

惱，53春困的她在後花園裡進入「夢境」，夢境中，手執柳枝的年輕書生與之調情，二

人共赴雲雨。體驗夢境種種之後，現實生活中的杜麗娘逐漸消瘦致病。  

花容憔悴的杜麗娘，從鏡子裡觀看到了自己形貌的改變，「鏡」客觀且如實的投射

她的樣貌，使她有感於及時自畫「寫真」的迫切，透過繪圖工具補捉或保留青春美貌

的瞬間（感受到如春花之即將萎謝），試圖為自己花容月貌留下具體而可見之實證（否

則「誰知西蜀杜麗娘有如此美貌」）。只是「自畫像」本身即存有弔詭，雖是主體自照、

自描，然杜麗娘透過鏡子照容時，我們必須思考，她是否願意客觀呈現、真實地描繪

                                                      
51 法．馬塞爾．莫斯（Mauss）：談到「各種契約都必須要有抵押」這一觀念時，頗可概括地點出

「鴛鴦寶鏡」其代表之社會理、法及兩女雙方身分契約之多向意義。「被接受的抵押（物）可以

使立約雙方履行承諾，因為一個人占有了他人的某樣東西」、「抵押往往要一分為二，由立約雙

方各持一半。……用作抵押而給出的事物本身自有的品性就足以構成一種約束」。參氏著，《禮

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57-158。 
52 可參湯顯祖原著，徐朔方校注，《牡丹亭．題詞》（臺北：里仁書局，1995 年），頁 1。 
53 同註 52，《驚夢》，頁 58-63。 



 
 
 
 
 陳麗如 興大人文學報第四十九期 

94 

出經相思折磨、略帶病容的憔悴樣貌？54這中間其實是杜麗娘怎麼「自看」？她又希

冀「他者」如何觀看？容易產生的諸如「取角」之問題，或「失真」的可能。麗娘透

過鏡子寫真、留影之自畫像，病危之際提示丫鬟春香以「太湖石底」為收藏處，希望

自己的形貌有一天能被夢中人所見，畫像──乃是串接杜麗娘與柳夢梅之「訂情物」，

用以作為溝通陽世與幽冥，戀慕雙方至情之媒介。客中孤悶的小生，病後閒遊後園，

湖山下拾得小畫「玩真」55。作者暗喻著杜麗娘對愛情渴望，從其〈寫真〉至精心安

排「訂情物」之主動積極，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一段話，很能表現杜麗娘

為「虛位情人」（出現於夢中）細心準備「禮物」當下之身心狀態： 

最好它與你的欲望一拍即合。禮物是接觸、感覺的途徑：你會觸摸我摸過的東

西；這第三者皮膚將我們連接在一起。……56 

在《牡丹亭》，麗娘 後透過皇帝「辨真假」定奪，判生過程是通過宮廷內有著長遠

歷史之「秦朝照膽鏡」，在早先筆記小說著墨的「透視」功能之餘，於此則又雜糅道

教「人行有影，鬼形怕鏡」的觀念，透過此「照膽鏡」及皇帝之「眼」的雙道鑑識，

確立了：杜麗娘有蹤有影、的係人身。但此文本中，作者特意賦予「鏡子」作為女

性觀看自我，自覺、自主性的臨摹「寫真」之媒介、工具，期待自己能夠被「看見」，

也因留有「自畫像」，遂使原先虛設無考的夢中書生，因「拾畫」此一動作，開啟此

情感交接之聯繫，從幽冥不合「禮」的私我媾合，走向人間合於禮、法的正統婚合，

57若無此鏡本身存有之「照容」用途，則杜麗娘無法間接透過鏡子留下自我的形象樣

貌，在結構上，此「鏡」之存在，是為串接生、死二者之「情」，從而又凸顯了麗娘

執情、尋情之深與痴。 

以上我們從明代馮夢龍話本及湯顯祖之戲曲作品裡，隱然已見一越益明晰的寫

                                                      
54 同註 33，頁 127。西方貴婦留小畫像給情人時：「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肖像畫成他們表面上看起

來的樣子，而不是他們實際上的樣子。畫像是讚美奉承的專屬領域，尼科爾稱之為『騙人的表

象』，面對它，內心的自我便消失於作為社會人的虛榮之下。」 
55 同註 52，《玩真》，頁 176-178。 
56 在〈獻辭〉中對此狀態有完整描寫。參見法．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汪耀進、武佩

榮譯，《戀人絮語：一本解構主義的文本》（臺北：桂冠圖書，2002 年），頁 72-77；引文頁 72。 
57 同註 52，《圓駕》裡，麗娘奏稟「前亡後化」、與柳夢梅成親之事，萬歲聞後認為：「不待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則國人父母皆賤之。」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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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路徑，58《紅樓夢》小說「大旨談情」則是在此文化、思想脈絡底下，加以落

實與深化的完整體現。  

四、《紅樓夢》對「鏡象書寫」傳統之接受與裂變 

《紅樓夢》屬於「物質」本意的兩面重要的鏡子，一個是來自太虛幻境的神界物

器──「風月寶鑑」、一個是怡紅院（賈寶玉臥房）中的西洋奇器「大穿衣鏡」；59在

小說裡，「鏡子」也經常是女性生活中整理衣容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與完成自我對話的

對象物。「風月寶鑑」和「大穿衣鏡」又與文本情節結構及小說題旨扣合發明，大抵仍

符合唐後「鏡象書寫」之長遠傳統，即物異與抒情兩相複合；另外在「抒情系統」一

脈之接受與流播過程，《紅樓夢》小說當中有同樣作為聘禮、訂情物作用的「鴛鴦寶劍」，

明顯是挪借了「三言」鴛鴦寶鏡的設計概念，60但作者卻將「鏡」的形、質徹底變換

成帶有傷害、感脅性的「劍」，也正是這種形同質異的仿作改寫，從而創造作品深蘊，

亦展現此小說有意嵌落喜劇或圓滿的內在企圖。 

（一）「物異」與「抒情」的複合與超越：風月寶鑑 

「風月寶鑑」的首次出現是第十二回，賈瑞對嫂嫂王煕鳳越矩、越禮的調戲，鳳

姐「毒設相思局」，終使賈瑞在風寒及單相思等因素下，病情逐漸沉重；請醫療治、世

間的方式都試過了，皆不見效。一日，化齋而來的跛足道人帶來一面宣稱「專治邪思

                                                      
58 同註 46，頁 1-3。湯顯祖（1550－1616）是泰州學派羅汝芳的弟子，泰州學派的另一重要思

想家李贄（1527─1602），其童心說強調以「人」為本位，並重視達情遂欲，透過此說完成了

兩個事實：從「自由人性」到「自然人性」的轉變；及對於人性本能欲望進行鼓吹和思辨成

為明中葉以來「原欲」思想發展的理論起點，其後則發展為「欲」與「情」的糾結和交錯。

如馮夢龍（1574－1646），最為人所熟知為「情教說」，唯其書寫市民內心的欲望和其來自文

人心胸的教化理性卻明顯影響他對情理解的純度。 
59 風月鑑出現在第十二回，怡紅院的大穿衣鏡首次出現是在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大觀園工程告竣

時。本文引用《紅樓夢》原典皆據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5 年），

以下僅以回數標明，不另加註。 
60 詹丹在談中國傳統情文化之餘，以為傳統文化的累積及明清之際情文化的氛圍，都給予曹雪芹

在構思「情榜」以影響，而最直接的影響（其依周汝昌看法）應是編定「三言」和《情史》的

馮夢龍，尤其是在「情」本體意義上的影響──關於馮夢龍對情的系統看法，以及在《情史》

中的分類方式。詳見詹丹，《紅樓情榜》（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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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的鏡子，囑咐賈瑞「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它的背面」，

若能謹記，則三日後此病可癒。 

這來自神界之靈物為警幻所制，對其功能作用、使用對象的要求，都有嚴格限制，

跛足道人與「鏡」之關係，既保有道士隨身帶鏡的描寫習慣，也保留僧人辨視奇鏡，

以及此類型人物不僅對神物異器功能了然、對於奇鏡有迥異於常人的傳授說明，於寶

鏡形制上也和一般銅鏡正面照人、後面刻紋，既是日用品又是藝術品的設計不同，亦

非雙面開合式的機關接榫，它是「兩面皆可照人」，以照容功能或用途而言，豈不更為

便利、隨意？此鏡「專治冤業」、「專治邪思妄動」，猶如醫療器材設備，唯需賈瑞這名

患者三天不可正照、只可反照的行為配合。賈瑞反面見一骷髏立在裡面，自然恐懼的

掩鏡。當他翻過正面： 

只見鳳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

雲雨一番……。61 

小說讓「女色」與「鏡」連繫，與〈敬元穎〉中女性顯映形貌於井水（水亦如鏡）以

行色、誘的致命吸引，情節相仿，在賈瑞欲望的投射中，它是動態的、真實的、會招

喚他的，反面「立著一個骷髏」亦如〈漁人〉、〈浙右漁人〉一類鏡異故事，因穿透

皮相肉身，而有潰然可惡、使人驚懼的恐怖感，也隱含唐代鏡類故事之「療疾」作用，

從而「骷髏」又像是一個真的本像，寂然不動。寶鑑僅限「反照」，從賈瑞對「反面」

真相骷髏的抗拒，及遺精後「心中到底不足」、「如此三四次」的進入自我投射的「欲

望」之鏡中、溫柔鄉裡的執著與顛倒，其實隱涵著深刻的佛家思維與修道觀。劉藝提

及西藏密教鏡與修持方式時談到：「修煉幻身者，把自身作為觀想的對象，專心觀想，

身體彷彿鏡中所現，……心即是諸法，非常寂靜，猶如水面，光明照射。」62《紅樓

夢》裡觀女人如骷髏，令人直覺聯結到佛家修行實踐上有「不淨觀」、「白骨觀」，63

                                                      
61 同註 59，第十二回，頁 194。 
62 參劉藝，《鏡與中國傳統文化》（四川：巴蜀書社，2004 年），頁 218-219。 
63 即觀想自他肉體之骯髒、齷齪，以對治貪欲煩惱之觀法。人死後屍體隨時間而變化為醜惡之形

狀，故在諸經典中舉有多種不淨之觀屍法，以治貪、淫之心，修習不淨觀能對治眾生對於色、

形容、威儀、言聲、細滑、人相等欲望執著。而九想中「骨想」又稱枯骨想，即白骨觀，蓋由

觀想死屍之筋斷骨離、形骸分散，白骨狼藉不淨之狀，藉以知無常而除卻貪欲執著之念。佛光

山，《佛光大辭典》，名相依「不淨觀」、「九想」、「白骨觀」查檢整理。 



 
 
 
 
論古典小說「鏡象書寫」的兩度裂變──《古鏡記》與《紅樓夢》  

97 

佛典中云：「觀不淨相，生大厭離，悟諸色性，以從不淨白骨微塵歸於虛空，空色二

無，成無學道。」64是從先了色身，行之以斷除對肉體之執著與情執（我執），除了是

賈瑞病癒之道，也是解脫生命之苦、息念祛欲之修行法要。清．二知道人評點出「鑑

背骷髏，作鳳姐之幻相可，作鴛鴦、鮑婦之幻相亦無不可」；庚辰本批語「好知青冢

骷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65均帶有宗教性的提醒。 

賈瑞臨死前仍執迷取鏡，以及代儒夫婦大罵道士，將「濟世保功」、慈悲救渡之

神物，貶棄為遣世害命的「妖鏡」，只見鏡靈如人悲傷哭泣，表達「何苦來燒我？」

的委屈，此情節 後，道人迅速從火裡搶救風月鑑飄然去了，又保留了神物「不知所

之」的幻化餘韻。「風月寶鑑」無端遭受火焚對待的人格化自泣哭訴，是《古鏡記》

首次裂變後，對物異性移向「情」的關注時所殘存的敘事痕跡；到了《紅樓夢》，反面

映現骷髏（或死亡無常）之真相，終究在視覺、心理上令人難以承受，照見的「美人」

乃內心熾烈欲望的顯影，虛妄的境相竟加速催命。 

小說以風月鑑代之哲理寓意，對顛倒眾生「以假當真」之宗教關懷及「色空」觀

念，則是在原有之物、情系統裡，提升至思想層次之出世超越，《紅樓夢》有意調弄真

／假、虛／實之主旨，又從「鏡」與「像」間的正／反，形、影關係的二重性，得到

充份擴展與貫串全局之靈感。 

（二）以悲代喜．以刃換鏡的嵌落：鴛鴦寶劍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中，柳湘蓮透過賈璉轉給尤三姐的定禮（訂婚物件）──

「鴛鴦寶劍」，其來歷和機巧設計，足見民間話本小說之通俗化影響，予其靈感，66此

劍在形制及功能的描寫文字均與「三言」刻劃的寶鏡極為類似。其一，物件外形設計

上同樣有鴛鴦形樣的銘刻；其二，在機巧設計上，為雌、雄兩式的合體為一；其三，

物件本身均為男方「傳代之寶」，其具有家族宗法之嚴肅與神聖性（從柳湘蓮「斷不捨

                                                                                                                                                  

 （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2011 年 12 月 17 日檢索。 

 此說亦可參考俞曉紅，《紅樓夢意象的文化闡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55-160。 
64 同註 63，引自《楞嚴經》卷五（大一九‧一二五下） 
65 清．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收入一粟編，《紅樓夢卷》（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頁 100；

脂硯齋批語見第十二回庚辰雙行夾批，參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

出版公司，1986 年），頁 233。 
66 如註 60，可知受馮夢龍影響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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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劍」一語之慎重可想而知）；其四，它們都表示取「信」之用的婚聘「訂（定）禮」；

其五，對訂情物本身特殊的潔淨明澄有接近的描寫： 

將靶一掣，裏面卻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鏨著一「鴛」字，一把上面鏨著一

「鴦」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67 

《紅樓夢》此「訂情物」的作用，自然也是要串接兩個小說人物的情感關係，作者保

留了「鴛鴦」，卻將「鏡」嵌落、以「劍」置換，除了是配合柳湘蓮的俠義特質，卻也

令我們聯想起六朝筆記中另一把雌雄劍（干將、莫邪劍），就是一個關於死亡的故事。

如果從《紅樓夢》整部小說檢視，「鴛鴦」成雙的概念在文本裡實攸關「婚姻」、「風月」

與「愛情」如此複雜且龐大的隱喻系統；以賈母得力的丫鬟鴛鴦於小說中所經歷之情

節、事件，我們便能明顯感受此人物命名及「鴛鴦」二字在小說裡弔詭的負面取意。68 

柳湘蓮違約是對於三姐「品行」與「不乾淨」的疑心。尤三姐是聰明人，在房內

聽得柳湘蓮忽見反悔，即自知：「嫌自己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二人正式見面竟

是交還對方「定禮」的難堪處境，因湘蓮的負情，三姐選擇自絕其情、其命： 

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內，……她一手將劍與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

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靈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邊去

了。69  

若以雌、雄雙鋒本身的設置，與分鏡、合鏡一類故事結構加以對看，後者通常會安排

夫妻各留其中一式，以供日後可以對合，《紅樓夢》裡賈璉轉交給三姐的「聘禮」，即

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鏨著「鴛」字，一把上面鏨著「鴦」字。 

                                                      
67 同註 59，第六十六回，頁 1039。 
68 第四十六回〈尷尬人難免尷尬事〉，邢夫人幫賈郝要鴛鴦當姨娘（小老婆），鴛鴦執意不肯，向

賈母哭訴、表達「一刀抹死」、「剪了頭髮當姑子去」，及透過決烈「鉸髮」的行動，免去當妾之

命運；第七十一回〈鴛鴦女無意遇鴛鴦〉，則因鴛鴦無意戲語，驚動躲在湖石、樹欉後（與表哥

有風月之事）的司棋（一對真鴛鴦），司棋是導致抄揀大觀園之關鍵人物，其與姑舅兄弟潘又安

私訂終身，因母親不願成全，烈性撞牆而死，最後潘又安也自盡以殉此情；在第三十六回〈繡

鴛鴦夢兆絳芸軒〉，則是敘述寶釵代襲人刺繡鴛鴦的過程，聽到寶玉外顯的潛意識，在夢中喊罵

道：「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使正繡著鴛鴦的寶釵「不覺怔了」，寶釵婚姻

也未能以成雙偕老為終局。 
69 同註 59，第六十六回，頁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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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作者一開始則無意安排一生、旦團圓之喜劇式結局，對「鏡」意象的有意嵌落、

對雌雄／鴛鴦缺少由離到合的歸併過程，實透顯作者悲劇性的操作策略，座標在小說

中「太虛幻境」所預設的女性命運及宗教層面的啟悟，設計雌鋒為尤三姐「恥情歸地

府」之用、雄鋒為柳湘蓮「冷情入空門」之用，又與「情」之確實連繫、覺悟與解脫

有大關涉。 

小說裡的鴛鴦劍帶有鏡子一般的照映功能（明亮、「明晃晃」一如水）與類似於「鏡」

的客觀和冷度，帶有見證意味，而挪鏡成劍，暗示合體之不可能，寫盡尤三姐內心轉

折、行動決絕，以及其 終選擇停格之姿勢──自身性命與情感完全交割。當契約毀

棄，雙方婚姻又當何以為繼？故此「劍」本身即取其鋒利之物品特性，除了割斷「有

形」的肉體、頭髮之外，還割裂著形上不可觸及的情感或心意，《紅樓夢》有意識改寫、

嵌落「三言」鴛鴦寶鏡故事，更可見知此帶有危險性的「劍」在作為訂情物時，反而

涵蘊著更為深邃的悲劇張力。 

（三）幻境倒影內的迷宮設置──西洋奇器 

寶玉所居「怡紅院」內的西洋玻璃鏡，已不同於古代銅鏡所呈現的視覺感，水銀

玻璃鏡既顯賈家的富貴，從一干小說人物對鏡而「迷」的描寫，可見其投映效果也更

加逼真。我們知道大觀園是樂園式的理想世界，是神界「太虛幻境」的人間倒影，70兩

個空間有如鏡像效果，賈寶玉初遊大觀園時，走入正殿，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來

（眾客以為「蓬萊仙境」），「心中忽有所動」這種似曾相識感，來自小說第五回曾夢歷

「太虛幻境」，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是對寶玉歷劫的提醒，也正

是第五回榮、寧二公囑託警幻仙子所用心的：「萬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驚其痴頑，或能

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於正路。」人間「大觀園」的建造，除了是做為眾女兒與

寶玉自我成長之「樂園」空間外，其本意應如警幻透露的：「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

                                                      
70 余英時據脂批：「大觀園係玉兄與十二釵之太虛玄境，豈可草率？」之說法，以為大觀園便是太

虛幻境的人間投影，更將大觀園視為太虛幻境，等同二者。參之《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1996 年），頁 44、45；除了余英時，此說在廖咸浩紅學相關論作亦可見之，他

認為大觀園是太虛幻境的人間投影，而並非「就是」太虛幻境本身，有別於余英時。即：人世

由意淫所營造出來的拜物世界大觀園反而是「虛（構）」的（fictional），只是「太虛」（Great Void）

的影子（投影）（specular image）而已。可詳參〈說淫：《紅樓夢》「悲劇」的後現代沉思〉一文，

《中外文學》第二十二卷第二期（1993 年 7 月），頁 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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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71意圖使之改悟前情、留心孔孟之道，卻也道出了值此

階段的寶玉，仍處「痴兒竟尚未悟」的狀態。 

而「怡紅院」本身之建築設計，即透顯這種迷宮式的人間縮影，尤其那面有如屏

風效果的「大穿衣鏡」，更暗示著寶玉在此花花世界的真／假難辨。第十七至十八回，

當賈政領眾客與寶玉初入怡紅院時「都迷了舊路」；怡紅院中的「大穿衣鏡」也曾讓積

古的劉姥姥一見虛像，感受在此鏡裡世界「已經欄住了，如何走出去？」之迷惘（第

四十一回）。鏡中所現，也是其個人生活認知及世界觀之展現，來自農村的姥姥，以

一個外客身分，得到賈母及年輕女孩的喜愛，透過鏡子、從鏡中的投影，卻認不得自

己（錯識成親家母），也說明了鏡子本身之陷阱與誘惑性、「肖似之中暗藏著背離」。

72余英時認為：「怡紅院中特設大鏡子，別處皆無……即所謂『風月寶鑑』也。」73當

大面鏡第一次出現時，脂批有「總一園之看」74之語，或者我們可進一步思索、討論，

與小說題旨有關的：正反、虛實、真假之雙重辯證性。 

即大觀園之一切「境相」皆如「鏡」中所映現的如此虛幻不實，也可說明主要人

物寶玉在「自我」與「他者」之間有著對鏡觀照的態度，彼此亦可對位置換：既是以

女性整體作為自我形象的鏡子加以認同，75同時作為女性之「他在」、在大觀園裡充

當此「鏡子」般的眼睛，客觀接受所有女性臨鏡的自我展現。在第二十八回，寶玉以

悲、愁、喜、樂代女兒自況時吟出「照不見菱花鏡裡形容瘦」一詞，76那閨閣空間的

時光流逝、主體因相思而情緒迭轉，彷彿側寫林黛玉，又何嘗不能系譜於杜麗娘（乃

                                                      
71 同註 59，第五回，頁 94。 
72 同註 33，頁 3。依鏡子的反射原理，鏡中的右手實際上是照鏡者的左手。而鏡子會騙人之外，

還會產生一些愚弄人的效果，如變形、引發譫妄，甚至使人變樣。 
73 參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6 年），頁 56。 
74 庚辰本第 17 回脂批點出：「于怡紅總一園之看，是書中大立意。」陳慶浩另註說明，宋淇先生

謂：「看」當作「水」或「首」。參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出版公

司，1986 年），頁 325；針對同一條脂批，余英時認為「看」應為「水」，乃草書形近誤抄所致，

見《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 138。 
75 若依廖咸浩據Dorothy Dinnerstein 之說法，寶玉是以女性世界作為自我。「形象」（imago）的「鏡

子」（mirror)。大觀園整是一個「鏡之大廳」（hall of mirrors），在園中的每個女子都是供寶玉發

現自我的「小物件」（objet petit à）。引自廖咸浩：〈說淫：《紅樓夢》「悲劇」的後現代沉思〉，《中

外文學》第二十二卷第二期（1993 年 7 月），分見頁 91、97。 
76 同註 59，第二十八回，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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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閨怨傳統）？正如是體貼女性之情，方稱得「閨閣良友」。77詹丹道出寶玉作為女

性的「心靈之鏡」： 

通過他映照出女性生活價值和理想，也確立起自我的生活和理想。反過來說，

女性也只是在他的關照中，才看到了她們自身應有的價值，初步確立起獨立自

足的意識……。78 

寶玉從鏡子裡，看見另一個「我」（夢中所見甄寶玉有如臨鏡對「像」效果），此如

同鏡像相互凝視的人物安排及情節設計，正是《紅樓夢》「鏡象書寫」對先前「物」、「情」

的接受與改寫外，進入哲學命題的正／反或真（甄）／假（賈）對話，一種生命質性

終「入世」、「出世」的選擇與徹底分裂。 

在五十六回，江南甄家親眷進京，藉甄家人帶出的間接訊息和寶玉夢歷過程比較

甄、假寶玉，二人有相似處，當賈寶玉知道天地間有另一「寶玉」存在時，原不信「我

和他就兩樣俱全」，然心中掛意又疑惑的結果，入睡後不覺就神訪江南甄家。於旁觀的

襲人看來是鏡子照影、夢迷恍惚，79但賈寶玉感受的夢境乃真而又真。從小說人物的

心理刻劃上我們不難體會，睡前的寶玉，顯然有著自我追索的迷惘和疑悶，呈現雙線

對照的甄、賈寶玉，透過此番互映，人物的既存和實有，使五十六回前原先預期此「意

淫」、「情痴情種」，或刁鑽脾氣、不合時宜之性格僅專屬一人的閱讀感知被鬆動，不只

在形貌上也在意義上強制分割著賈寶玉存在的獨殊感與唯一性。續作安排甄寶玉在進

入太虛境後徹底悔改， 終導向生命出路不同方向的選擇，甄寶玉一改前非，只因「太

虛幻境」所歷之恐怖經驗80恰如「風月鑑」照見之「骷髏」實相，終「逃出迷人圈子」

（這也正是第五回警幻原欲對寶玉的導異為正）。81 回歸書中援「鏡」故弄虛幻，靠

攏「假做真時真亦假」的正反或對照而論，韓．金芝鮮分析甄、賈玉二者時也說： 

                                                      
77 語出《紅樓夢校注》第五回警幻釋「意淫」之,意，頁 93-94；同回甲戌本夾批則釋：按寶玉一

生心性，只不過是體貼二字，故曰意淫。參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112。 
78 寶玉這面鏡子是並無自我個性的，是隨著女性憂而憂，喜而喜；總是不斷改變著自我，儘可能

貼近她們的個性與趣味，照顧到她們每一個人的心向，隨緣起性，以致他自己成了一個做人最

沒有剛氣的人。詳見詹丹，《紅樓夢的物質與非物質》（四川：重慶出版社，2006 年），頁 119-120。 
79 同註 59，第五十八回，頁 879-880。 
80 同註 59，第九十三回，頁 1453。見了無數女子，說是多變了鬼怪、骷髏兒的。 
81 同註 59，第一百十五回，頁 1721-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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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現實世界的「鏡前之我」賈寶玉卻是虛構的理想人物，是難以看到的，

非現實的人物形象，與封建正統勢力徹底決裂的賈寶玉像患上永不長大的孩子

──彼特．潘症（Peter Pan syndrome）一樣，逃避現實，追求理想，沉浸於細

密的情感世界，永遠留在自我陶醉的、充滿幻想的想像界（The imaginary 

order）。這裡我們可以發現《紅樓夢》中的鏡子設置即是一個關於真假的邏輯

悖論。82 

故事遂有終場的曲筆表現，一人走向世途功名、一人走向空茫天地，二者徹底分

離，從而也突出了賈寶玉這個人物在中國古典小說之獨創性、深邃度及美學思維，此

新典型，熱切、關注的人生事業是只求與姐姐、妹妹在一天是一天，整體生命與功名、

正經事，總相違背。83甄寶玉痛哭省改、捨棄「溫柔鄉」（閨閣、女性世界），讓他

能更堅決地邁步，走向「富貴場」（官場、男性世界），那麼，賈寶玉則始終是不取

功名、富貴，當他交割恩情後，是徹底從人世、塵緣裡出走，遊返鴻蒙、歸彼大荒，

恰如張淑香所說的：「 後整個行動乃有『事與願違』的逆轉，以放棄理想與逃遁為解

決」84。《紅樓夢》小說裡共存著「甄府」與「賈府」；仕途進取的人物對照上，則有

遭逢失女、宅毀，經歷炎涼世情後隨道士而去的甄士隱，及心中一片飛騰欲望的賈雨

村（所謂「玉在匵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真假緊扣、激盪辯證，互為補襯，

是將潛藏的鏡像映照的概念與虛實共存之物理現象，提升到了形而上的哲學思考。 

                                                      
82 其此處分析據拉岡（Jacques Lacan，1901-1981）「鏡像理論」（Mirror Stage）而來。參韓．金芝

鮮，〈論《紅樓夢》中的鏡子意象及其象徵內涵〉，《紅樓夢學刊》2008 年第 6 輯，頁 307；類似

分析亦見於廖咸浩，他說：相對於甄（真）寶玉那塊完全被父權社會所「收編」（co-opted）的

欲，賈寶玉的欲是「未完全收編」，甚且還能藉著以「想像」（鏡像）為主的「年輕（初期）文

化，抗拒以「象徵」（語言）為主的成人文化。參考〈說淫：《紅樓夢》「悲劇」的後現代沉思〉

一文，《中外文學》第二十二卷第二期（1993 年 7 月），頁 94-95。他也談到寶玉的人格演化模

式乃「倒退式的」（regressive），故將女人世界與混沌樂園等同的寶玉，反而因此更形執著於「女

人／童年」的世界。其認同女人、固守童年，躲進大觀園，拒絕繼續個體化成為「男人／成人」。

參廖咸浩，〈「雙性同體」之夢：「紅樓夢」與「荒野之狼」中「雙性同體」象徵的運用〉，《中外

文學》第十五卷第四期（1986 年 9 月），頁 137-144。 
83 同註 75，頁 90。對情痴寶玉而言，情的目標只有女性世界，與男性世界無涉；甚至情就是用來

迴避或抗拒男性世界。 
84 其認為：寶玉之行徑，雖有反傳統、反社會之傾向，然而他畢竟不是真正之反抗者。箇中原因，

乃自我為中心、自我揮灑之意味多於反抗對立之意志。見張淑香，《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臺

北：大安出版社，1992 年），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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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形下物質描寫至形上哲理蘊涵 

本文透過古典小說「鏡象書寫」的二種敘事模式，觀察《古鏡記》寫「物」之餘

也試圖表現人物的意志、情感，心理與人格，此作雖是對前人鏡異傳說的上有所承，

卻在寫「物」大於書寫「情」的習慣裡，完成鏡異類小說在強調物性功能怪異、神力

的主要體質上，首度產生變化──既寫物異，又顯其情。如小說中「照祟」與「療病」

的奇異性，是「物老成精」觀念所呈顯的一種巫、醫共融之醫療想像；而在抒情性方

面，《古鏡記》寫老狐出身，對其進入人間社會之可憐遭遇有清楚的揭示和同情，也同

時表現妖異物類「久為人形、羞復故體」之內心掙扎，其特殊的改創主要在「寶鏡」

形質內另賦其「神」（鏡靈），這樣的更動，影響後出的續仿之作。小說〈敬元穎〉是

更明顯向「情」挪移的例子，來自神界，溝通天、人之間的鏡靈，成了受制毒龍、受

困深井，被迫色誘、陷害人類的陰性幽魂。至晚唐的「樂昌分鏡」則完全脫去物異性

質的功能交代，轉任以人倫社會的「訂情物」，藉著分鏡、合鏡，以喻分離、聚合的情

節推移，象徵 終的「圓滿」。 

《紅樓夢》前的小說、戲曲之敘事文類，書寫「鏡象」主要作用在訂情及傳情。

明．馮夢龍「三言」中的「鴛鴦寶鏡」，鏡之形制隨著宋明商業發展、物質工藝的進步，

已成為有著機巧設計、兩面合扇可供開合的傳家寶物，側照夫妻的離散與團圓，是代

表家族、禮制之「聘禮」，表達堅定守約，有情、有信；從戲曲文本裡發明「至情」的

湯顯祖，則將「鏡子」賦予杜麗娘自我觀看以留影、寫真的描「情」工具，使相思致

病而亡的杜麗娘能留下個人「自畫像」，進而與夢境中的理想情人（柳夢梅）有情感搭

連，擔負杜麗娘之靈魂從幽媾、復生、再進入陽世的一連串「情」之表現，襯顯麗娘

的深情、通過整部戲曲文本演繹至情，這種情之呼喊，乃至其後《紅樓夢》小說的「大

旨談情」，「情」的傳承與根源是一脈的，明清之際在思想、文化與藝術領域，均可見

此主情思潮影響之痕跡。 

清代長篇章回小說《紅樓夢》一書，更為大量的借鏡子反射原理，調弄實體與虛

像間雙重的辯證關係，以有形的「風月寶鑑」及小說敘述或空間中，陳設、出現的「鏡」

意象群，帶出抽象的「色空」觀念，成就此如真似幻、正言若反的藝術美學。其中「美

人」、「骷髏」既是唐代以來書寫「鏡異」已見的透視恐怖心理、以色行誘之模式，作

者將其轉換成正即是反、反即是正，觀美人如骷髏之佛家修行次第，亦是「由色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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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迷到覺」之境界。不僅內化了明代馮夢龍與湯顯祖對鏡子物件的使用策略，援之

以作為傳情、寫真的「訂情物」或「見證物」（以鳥禽類、隱含「情」的雙合鴛鴦），

同樣作為「聘禮」用途的「鴛鴦寶劍」，嵌落、捨棄了「鏡」意象，以「劍」代之，欠

缺分合或離散等情節，使鴛鴦劍喪失「喜劇」、「團圓」的潛藏意義，且「鴛鴦」二字

在《紅樓夢》文本系統的敘述慣性，總無成雙、相偕之例，鴛鴦寶劍遂成為「割情」、

「恥情」，以完成「死亡」之悲劇美學，促成、引渡小說人物走向生命 終的解脫之道。

風月鑑雖仍保留傳統「鏡象書寫」的物異特性，卻已淺淡為來自天界的一次奇幻預示，

至此完成了「情」重於「物」、由物質描寫入於形上美學思考之二度裂變。 

總說《紅樓夢》裡「大觀園」是「太虛幻境」的人間投影，85整部小說豈非有一

無形之虛擬大鏡遍照全書？由「頑石」歷劫開展，在人間的寶玉所居住之「怡紅院」，

空間設計上具有迷宮性質，也暗喻頑石靜極思動的「執迷」與「尚未醒悟」之顛倒狀

態。寶玉臥室擺放的西洋奇器「大穿衣鏡」，在賈政領清客初入此院及劉姥姥酒後誤闖

之反應，尤其表現這種使人迷惘、迷路的妄誕感知。此「鏡」又可以是寶玉認同女性、

觀看女性「他者」的心靈之鏡，呈現客觀、任其自由舒展之無我性，也是他個人對「自

我」之抗拒，以及小說對映甄、賈寶玉兩個人物之藝術構思，對照出二者 終究的生

命選擇。《紅樓夢》則是在書寫鏡象「物異系統」與「抒情系統」的傳統裡，進一步強

調正反互看、真假二元辯證關係之哲學思考與立意本旨。放諸「鏡象書寫」之歷程，

似乎也是另一形式的：自色入空，即由物質現象進入了抽象的形上義理。 

                                                      
85 可參註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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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sion and the Mirror Motif in the Gujing Ji and  

the Honglou Meng 

Li-ru Chen
 

Abstract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on the motif of the mirror in Chinese classical fiction, which 

is treated in two distinct ways: as a magical object, and as a mode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a mirror is treated no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bject in front of the mirror and its image reflected in the mirror, but also in the 

broader sense of how the images produced in the mirror and how their symbolism are used 

to bring into relief an object’s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how the significance of sunlight 

expresses the magical nature of the mirror. I also discuss how bird images (especially the 

magpie, phoenix, and mandarin duck) are frequently used to depict the details of the 

emo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s. 

Following the common practice of describing fantasies common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the Tang dynasty fiction Gujing ji (古鏡記 Record of an Ancient Mirror) 

focuses on fate and the human predicament. In this fiction Wan Du strives to portray the will, 

sentiment, and personality of his characters, the earliest example of the use of jingyi (鏡異). 

As for the Honglou meng (紅樓夢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ts object-feeling system 

and philosophical ideas distinguish it from other fiction in the tragedy genre. Moreover, the 

simultaneous existence of the object and its image are used to express the interplay between 

reality and fiction, as well as the emptiness of material form. In addition, by presenting the 

image of the sword of the mandarin duck given as an engagement present—a substitute for a 

mirror—the author abandons his hidden satisfaction and begins to describe death, moving 

away from the depiction of material objects and into the consideration of abstract 

metaphysical concepts. 

Keywords:Jingyi Tale, Ming and Qing Dynasty Fiction, Mirrow Theory, 

Materi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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