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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詮解與文本接受
─ 論明清白蛇女符旨意蘊及隱寓的女教思想
王晴慧*
摘 要
白蛇傳是中國民間四大傳說之一，故事成型與傳播，主要在明清時期。白蛇女的
形象塑造，隨時代不同，人物性格也多方轉變。本文以接受美學及符號學角度思考，
考察白蛇傳在明清時期的接受鍊，聚焦於白蛇女角色，認為明代〈白娘子永鎮雷峰塔〉
雖亦有道德教化的思想存在，然蛇妖符號在此仍是以追求情愛、解放情欲的意涵為符
號底蘊，反傳統的白娘子形象，應是作為對立傳統婦女尊禮教、尚貞節的「符徵」而
存在，是與父權文化下指斥的「妖」
，達成從「符徵」到「符旨」的和諧比附。進入清
代之後，白蛇傳文本在接受主體的美學詮釋下，白娘子由「妖」逐漸蛻變為「人」
，雖
深富人性，賢淑良善又深明大義，然明本中隱喻女性情欲覺醒的「妖性」卻漸趨式微，
轉而代之以儒家社會中期待的賢婦賢母形象示之。爬梳明清兩代的白蛇傳文本，可發
現一條由「情欲禁錮」到「情欲解放」
，再至「道德教化」的文本接受鍊歷程；在此文
本接受歷程中，也隱約展示出一條由「妖性」趨向「人性」再邁向「社會化」的儒家
女教思想於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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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白蛇傳1 是中國民間口耳相傳的故事，蔚為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可知此故事
流傳的普及性及接受度。在白蛇傳形成之前，白蛇幻化成美女以食男子之傳說故事，
於唐傳奇及宋元話本已有記載，有學者視宋元話本〈西湖三塔記〉為白蛇傳故事原型
之發軔，2 亦有主張應上推至唐傳奇〈白蛇記〉為故事雛形者。3
然就目前流傳最廣的白蛇傳（白蛇與許宣人蛇婚戀）故事情節來看，學界大多認
為明代馮夢龍輯錄的擬話本〈白娘子永鎮雷峰塔〉乃是清代以來最廣為流傳的白蛇傳
文本的基本框架，故後代改編作品即便在情節、人物上有所增刪，但並不脫離此基本
框架結構，趙景深〈白蛇傳考證〉追溯白蛇傳故事源頭，即云：「我國最早的白蛇故
事，該是《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雷峰塔〉」。4 就故事基本框架結構
來檢視白蛇傳接受鍊，本文亦認為馮本可視為白蛇傳故事從原始素材發展至基本架構

1

2

3

4

學界對於白蛇女與許宣（仙）人蛇婚戀故事的稱呼，並未統一，本文基於行文方便，將那些以
白蛇、許宣、青蛇、法海為主要角色，以人蛇相戀並遭法海干涉，鎮壓白蛇於雷峰塔下的故事，
稱為「白蛇傳」
；並將唐宋流傳的白蛇化為美女以食男子的故事，稱為「明代以前白蛇故事」
。
宋元話本〈西湖三塔記〉收於明代洪楩《清平山堂話本》
（臺北：世界書局，1995 年）
，頁 18-28。
鄭振鐸云：
「
《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雷峰塔〉一作，蓋即此作（
〈西湖三塔記〉
）
的放大。」
（
《鄭振鐸文集》第七卷〈宋元明小說的演進〉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年）
，戴不凡
〈試論〈白蛇傳〉故事〉
（文藝報，1953 年，11 期）
、譚正璧〈三言兩拍本事源流述考〉
（
《話本
與古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等亦認為就人物、情節乃至文本細節來看，二者多有雷
同之處。
唐傳奇小說〈李黃〉
、
〈李琯〉
，出自《博異志》
，後收錄在宋代李昉《太平廣記》
（北京：中華書
局，1994 年）
，頁 3750-3752；明代陸輯《古今說海》
（臺北：廣文書局，1968 年）則稱其為〈白
蛇記〉
，頁 1-3。〈白蛇記〉記李黃、李琯二人事，情節大致為書生遇美貌白衣女子並留宿於其
住處，然不久便離奇死亡，後家人尋至其外宿之處，女子所居房宅俱已不見，僅見枯樹及大蛇
蟠屈之跡。潘江東認為李黃故事中的白衣女子為孀居寡婦，與馮夢龍擬話本中的白娘子身分相
同，且白衣女子身邊出現的「青服老女郎」，亦令人聯想到後世的白蛇與青蛇，故推論此故事
應為白蛇傳故事雛形，見《白蛇故事研究》（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1 年）
。
趙景深，
〈白蛇傳考證〉
，收於《彈詞考證》
（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 年）
，頁 5-8。專研民間
文學、民俗學的程薔也認為明代〈白娘子永鎮雷峰塔〉乃是白蛇傳成型的重要界碑，見〈一個
閃爍著近代民主思想光輝的婦女形象—白娘子形象論析〉，《民間文學論壇》第 10 期，（1984
年 7 月 15 日），頁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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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的首篇。5 必須說明的是，〈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雖於明代天啟年間問世，然而
《三言》多為馮夢龍輯撰前人作品所成，故就撰著年代而言，學界便有不同看法，大
體分為南宋說、元代說、明代說：
1.南宋說：從話本中所涉典實、名物、坊巷、橋道等描述，判定其為南宋作品，
如趙景深、胡士瑩等。6
2.元代說：從話本中的習慣用語、服飾、地名等，認為應是去宋未遠的元人所
作，如沈祖安、歐陽健、蕭相愷等。7
3.明代說：從文獻紀錄、語言成分、文本內容風格而論，認為係明代作品，如
鄭振鐸、譚正璧等。8
本文綜合前賢研究，認為白蛇傳基本架構定型於明末馮夢龍輯錄潤飾而成的〈白
娘子永鎮雷峰塔〉，時代則涉及南宋至明末，故下文探究此篇話本時，會納入宋元明
時期婦女觀一併對照討論，以求更完善地瞭解故事意涵。此外，白蛇傳故事更臻成熟
豐富並廣為盛行是在清代，故亦取清代主要文本來探究此接受鍊所透顯出的訊息。
文化符號學家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認為人是生活在人類所創造的文

5

6
7

8

對於白蛇傳源流考證，學界提出許多不同看法，由於文獻依據不同，觀點亦紛呈，約可概分為
古圖騰信仰與民俗志怪說、唐代傳奇說、宋元話本說、明代擬話本說、外來說，其主要論據大
體已建立於趙景深〈白蛇傳考證〉及潘江東《白蛇故事研究》
。因本文篇幅所限，無法一一羅列，
意者可再參考秦女、凌雲〈白蛇傳考證〉
《中法大學月刊》2 卷 3、4 期合刊（1933 年）
，頁 107-124、
譚正璧〈三言兩拍本事源流述考〉
（收於《話本與古劇》
，頁 132，原出版於 1955 年，上海古籍
出版社於 1985 年再版時，由譚正璧之女譚尋作補正）
、胡士瑩〈白蛇故事的發展—從話本〈白
娘子永鎮雷峰塔〉 談起〉
（浙江日報，1956 年 12 月 16 日）
、錢靜方〈白蛇傳彈詞考〉
（收於《小
說叢考》
，臺北：河洛出版社，1979 年）
，頁 195-196、陳建勤〈五四以來《白蛇傳》研究概況〉
《民間文學論壇》
，第 3 期（1984 年）
，頁 40-43、朱眉叔《白蛇系列小說》
（瀋陽：遼寧教育出
版社，2000 年）
、林麗秋《論雷峰塔白蛇故事的演變》
（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范金蘭《
「白蛇傳故事」型變研究》
（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等。
趙景深一文見註 4。胡士瑩，
《話本小說概論》
（中華書局，1980 年）
，頁 227-228。
沈祖安，
〈真元浩浩理無窮—戲曲〈白蛇傳〉縱橫談〉
，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浙江分會所編《
〈白
蛇傳〉論文集》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
。歐陽健、蕭相愷編訂，
《宋元小說話本集･
白娘子永鎮雷峰塔附記》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鄭振鐸《鄭振鐸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年）
，頁 367。譚正璧《話本與古劇》
（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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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而文化乃是符號的體現，所以人是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中，因此，符號化的思
維乃是人異於其他動物的特徵。9 以符號學角度而言，任何符號必有其符旨意義；換
言之，符號之所以為符號，必然以有意義為前提。10 在符號世界裡，語言、藝術、文
學、神話等都是組成這個符號宇宙各部分的絲線，敘事文本的形成，是情感符號的建
構過程，當我們在構築一個符號世界時，其實是在放進彼此間的關係。11 由此角度切
入，白蛇傳將「白蛇妖」與「女性」結合為一符號，成其為「白蛇女」
，實應有文化心
理投射的象徵意蘊。12
以符號學角度思考，唐宋時期流傳的白蛇故事，對蛇的態度趨向負面，故事中的
白蛇總是化為女子來魅惑男子並取其性命；明清時期的白蛇傳文本，雖然已無色誘男
子以奪其性命的刻畫，但為何仍持續將「蛇」與「女性」作連結？「蛇」作為符號，
在中國文化發展中，自有其象徵意涵；然女性在古代社會的性別文化裡，為何以「蛇」
來詮釋或象徵？這與古代以父權思想運作的社會是否有關？
在古代儒家思想的道德框架中，父權文化對女性的情愛自主權是有所壓抑的，如
唐傳奇〈鶯鶯傳〉的女主角崔鶯鶯，即被元稹譏為妖孽，13《封神演義》的故事雖精
采，卻也將妲己視為魅惑亡國的狐妖化身；似乎凡容貌美麗且追求愛情自主、不遵循

9
10

11
12

13

恩斯特‧卡西爾著，甘陽譯，
《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
（上海：譯文，2013 年）
，頁 43-45。
趙毅衡：
「我們之所以接收一個符號，是因為它的『本質』即是有意義。」
《符號學》
，
（臺北：
新銳文創，2012 年）
，頁 64。
陳振濂，
《空間詩學導論》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 年）
，頁 80。
以符號學分析白蛇傳故事之研究，如徐之卉〈白蛇故事與白蛇戲曲的流變〉
、徐磊〈歷史語境下
東西“蛇”意象之文化解讀—《白娘子永鎮雷鋒塔》
、
《蛇性之淫》
、
《拉彌亞》中蛇女形象之比
較〉及余紅艷〈鎮江金山寺“高僧降蛇”符號的敘事體系〉等，然各家論述角度及課題不同。
余文主要是就白蛇傳高僧降蛇的景觀符號來談，聚焦在金山寺，與本文論述課題不同。徐之卉
文主要著墨於白蛇傳從傳奇小說、說唱話本到戲曲的流變，符號學觀點則主要採用林河所提出
的「馴性文化」與「野性文化」說，認為白蛇傳文本在情節、人物與主旨的嬗變，呈現「馴性
文化」與「野性文化」互為主客的消長過程；然就白蛇傳文本核心要角白娘子的符徵與符旨意
涵，並未細論，且對於文本接受鍊所映現的女教思想，亦未涉及。徐磊文則是比較〈白娘子永
鎮雷鋒塔〉、日本《蛇性之淫》與英國的〈拉彌亞〉的同異處，談蛇女意象在不同歷史語境下
的文化解讀，偏重於東西文化差異之處，與本文論述重心不同。
元稹於〈鶯鶯傳〉中，藉張生之口譏諷美麗多情、主動獻身的崔鶯鶯為「妖」
，其云：
「大凡天
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不為雨，為蛟為
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
、
「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
，李昉等著，
《太平廣記》
，卷 488，頁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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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權社會體制運作規則的古代女性，往往被隱喻為「妖」
，其貶抑意涵不言而喻。那麼，
追求婚戀自主、不掩情欲的女性，以「蛇妖」作為比附，是否亦是父權思想投射下的
諷喻符號？
再者，明清時期是白蛇傳文本發展與成熟興盛的關鍵時期，白蛇女作為白蛇傳文
本的核心符號，是否其符旨意蘊皆是相同？或隨時空不同而有所嬗變？對白蛇女的符
號詮解，是需要放在明清文本接受鍊上來檢視的，文本接受鍊牽涉到作者、文本及讀
者（閱聽者）
，屬於接受美學的課題，故借鑑接受美學理論以探討白蛇傳白蛇女符號在
接受交流鍊上的更迭變化，有助於更瞭解符號意旨及其時代意義。
接受美學理論揭示文本並非具有獨立客觀性完足意義的客體，文本的意義是在讀
者與文本的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故沒有讀者存在，則文本的意義亦無由顯現。14 在
「作者—文本／作品—讀者」的三端交流鍊中，「讀者」是此總體活動中的能動
主體，姚斯稱其為「歷史的能動創造力量」
。15 作家產出的文本，唯有經過讀者的閱
讀和闡述後，文本的意義方能具體實現，也才能從文本轉換為作品。在創作過程中，
作者會不自覺地調整自己所寫的內容，以適應讀者的「期待視野」
；16 讀者閱讀文本
的能動性，其接受活動亦受到文本意向的制約與引導；故交流鍊的三端是互動交流的
。
辯證關係，是相互作用的共同發展（如下圖17）

14

15

16

17

德國‧沃爾夫岡‧伊瑟爾（Iser，Wolfgang）著，金元浦、周寧譯，
《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
，
頁 180-183。
H‧R‧姚斯〈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
：
「讀者並不是被動的部分，並不僅僅作為一種反
應，相反，它自身就是歷史的一個能動的構成。」德國‧H‧R‧姚斯、美國‧R‧C‧霍拉勃
著，周寧，金元浦譯，滕守堯審校，
《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
，
（瀋陽市：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年）
，頁 24。
H‧R‧姚斯於〈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所提出的「期待視野」
（德文 Erwartungshorizont，
英文 Horizon of expectation。或譯「期望的疆界」
、
「期待視界」
）
，係指在文學接受過程中，讀者
原先具備的各種經驗、素養、知識、理想等，將綜合而形成一種對文學作品的欣賞要求和水平，
並在具體閱讀中，表現為一種潛在的審美期待，這一期待視野會在閱讀中不斷變化、修正、改
變，甚至再生產，從而豐富文本的意義。H‧R‧姚斯〈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
，
《接受
美學與接受理論》
，頁 26-44。
接受美學的概念圖為筆者按姚斯接受美學的作者、作品/文本、讀者之結構關係所繪製的概念
圖，
「←→」代表二者關係是互動的，非單一性的輸出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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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作為三端交流鍊的接受端而言，我們稱其為接受主體，意指接受歷程中，能
對文本予以詮釋的閱聽者；而在接受歷程中，能將原文本轉化演繹為新文本的接受主
體，自又成為創作主體。事實上，每一位接受主體無不在既有的期待視野與文本相遇，
受到「文本召喚結構」18 吸引，進一步參與並建構文本的補白歷程，進而轉化、輸出、
豐富文本的本有與延伸意涵。以接受美學視域來看，白蛇傳是在民間集體意識創作下
逐步形成的，而後在文人筆下成型為文字文本，在文本接受鍊中不斷演化、補白，獲
得接受主體新的反響，而這也是白蛇傳廣為流傳的主因，因為它始終活在當代的闡釋
中。19
基於上述認識與問題意識，故本文以接受美學及符號學的角度探勘文本意義，著
眼於明清時期白蛇傳主要文本，聚焦於文本核心角色白蛇女的符號意蘊，期能對此符
號所映射的文化心理與符旨底蘊，有更深入的分析。同時，藉由梳理明清文本的白蛇
女符號意蘊嬗變，進一步勾勒明清白蛇傳文本接受鍊所映射的女教思想。

二、符號詮解：蛇性與人性／妖性與女性
符號的解讀與文化息息相關。
「蛇」作為符號而論，在遠古時代，即有「傷害」
、

18

19

伊瑟爾銜接波蘭學者羅曼‧英伽登（Roman Ingarden）的現象學理論，提出「文本召喚結構」
此一概念，此意指文本包含許多「不確定性」或「空白」
，它們將吸引讀者介入到文本所敘述的
事件中，為其進行補白。見沃爾夫岡‧伊瑟爾（Iser，Wolfgang）著，金元浦、周寧譯，
《閱讀
活動—審美反應理論》
（The Act of Reading）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頁 162-181。
本文第三小節將援引此理論分析白蛇傳接受鍊。
姚斯認為一部文學作品並不是向每一個時代、每一個讀者均提供同樣觀點的獨立客體，而更像
是一部管弦樂譜，在其演奏中不斷獲得讀者新的反響，使文本處在不斷變化、修正、改變中，
甚至再生產之中，故文本始終是一個當代的存在，在當代的闡釋中與當代思想接軌，H‧R‧姚
斯〈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
，
《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
，頁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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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蟲」
、
「禍患」之意。蛇的本字是「它」
，在甲骨文中意味「傷害」之義，
《說文解
字》即云：
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20
先民逐水草而居，擔心有蛇相擾，見面即相問有無蛇的蹤跡？可見在先民心中，
蛇是與危險、禍患、恐懼等意涵聯繫在一起的，此時的「蛇」是當「獸性」看待的。
但恐懼往往伴隨著敬畏，先民由恐懼之情轉而生發敬畏之情，遂產生蛇的圖騰崇拜，
此時的「蛇」卻是當「神性」看待的，如《山海經》所云：
「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
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21 及至漢魏六朝隋唐，仍沿此說：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
：伏羲麟身，女媧蛇軀。22
曹植〈女媧贊〉
：古之國君，造簧作笙。禮物未就，軒轅纂成。或云二皇，人首
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23
王延壽所說的鱗身即是蛇軀，唐代李善注《文選》引〈玄中記〉云：
「伏羲龍身，
女媧蛇軀」，24 龍、蛇在古代乃為同類。曹植所說二皇即伏羲、女媧，女媧於一日之
中出現七十種變化亦是上承古代傳說。伏羲、女媧的傳說，至少可溯自春秋之際，而
流行於兩漢時期。漢王逸《楚辭章句‧天問》說女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
；
25

唐司馬貞補闕《史記》〈三皇本紀〉亦云伏羲蛇身人首有聖德、女媧蛇身人首有神

聖之德，可知對「蛇」的崇拜已在先民的圖騰信仰中成為鮮明的文化符號。但或許是
受到儒家重男輕女思想的影響，先秦典籍中記載女媧者極少；關於女媧的記錄，較見
於兩漢魏晉詩詞文賦中，後世文人亦偶有詩詞文墨讚頌。
伏羲、女媧的神話，敘述他們是兄妹關係，在特殊情況下結為夫妻並繁衍人類。
漢墓出土畫像石中，女媧常與伏羲連體交尾，二者都具有人首蛇身的形象：伏羲持日，

20

21

22
23
24
25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
頁 678 上。
東晉‧郭璞注，袁珂校注，
《山海經》
（臺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
，卷十六〈大
荒西經〉
，頁 402。
梁‧蕭統編著，
《昭明文選》
（臺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十一卷，頁 650。
曹植著，趙幼文校注，
《曹植集校注》
（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頁 70。
梁‧蕭統編著，
《昭明文選》
，十一卷，頁 650。
漢‧劉向編，王逸章句，
《楚辭章句》
（臺北：世界書局，1989 年）
，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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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媧持月，合稱二皇。26 「人首蛇身」成為先民崇奉的圖騰神，可看出先民對「蛇」
的敬畏與崇拜，也意味「蛇」在文化符旨中，由純粹的「獸性」轉而趨向「神性」
，再
進而注入「人性」
（如人類始祖般撫育先民）的符旨流變。
蛇也被稱為小龍－龍的前身，蛇、龍之間，關係密切。《左傳》所說「大暤氏
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
，27 即指伏羲氏族以龍命名，龍成為伏羲部落的圖騰。從
這些線索可知伏羲、女媧在神話中，被視為華夏民族的始祖，人首蛇身（龍身）的形
象構造，即投射出先民對蛇由恐懼轉為崇敬的文化心理。28
綜上可知，任何故事及箇中形象的發展，都不是憑空產生的，往往存在著遠古神
話的投影，沉澱著民俗信仰、圖騰崇拜於其間。所以，蛇屢屢出現於古典文本中，並
作為一個重要的母題，是映現著先民集體意識型態的，在符號意蘊上，它意味著危險、
恐懼、禍患，但也相對意味著強大、變化莫測之意，在內涵上是集褒貶於一身的符號，
這或也是白蛇傳文本中，許宣對白蛇女又愛又畏的緣由。 試看馮夢龍所輯〈白娘子
永鎮雷峰塔〉
：
那白娘子篩一杯酒，遞與許宣，啟櫻桃口，露榴子牙，嬌滴滴聲音，帶著滿面
春風，告道：
「小官人在上，真人面前說不得假話，奴家亡了丈夫，想必和官人
有宿世姻緣，一見便蒙錯愛。正是你有心，我有意。煩小乙官人尋一個媒證，
與你共成百年姻眷，不枉天生一對，卻不是好？」許宣聽那婦人說罷，自己尋
思：
「真個好一段姻緣。若取得這個渾家，也不枉了。」……白娘子取出銀兩，
央王主人辦備喜筵，二人拜堂結親。酒席散後，共入紗廚。白娘子放出迷人聲
態，顛鸞倒鳳，百媚千嬌，喜得許宣如遇神仙，只恨相見之晚。正好歡娛，不

26

27

28

漢代畫像石中的伏羲女媧圖，可參見下列資料：南陽漢代畫像石編輯委員會編《南陽漢代畫像
石》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收西漢中期至新莽時期，東漢初到順帝時期伏羲、女媧圖；
徐州市博物館編《徐州漢畫像石》
（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85 年）
，收東漢中、晚期伏羲女
媧圖；山東省博物館編《山東漢畫像石選集》
（濟南：齊魯書社，1982 年）收西漢晚期至東漢
中期左右伏羲、女媧圖。
左丘明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編，
《左傳‧昭公十七年》
（臺北：師大出版中心，2012
年）
，頁 351。
關於伏羲、女媧的研究，近現代學者的論證極多，可參聞一多，
《神話與詩‧伏羲考》
（臺中：
藍燈，197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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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金雞三唱，東方漸白。29
上述所引，將許宣對白娘子傾城姿容的眷戀之情表露無遺，同時也充分刻畫出白
娘子異於傳統女子，展現不忌言辭、大膽表愛的主動性格。
但必須注意的是，
〈白娘子永鎮雷峰塔〉的白娘子，一見許宣即表白身份是孀居，
且又風情無限地主動靠攏許宣，表達允身婚配之意，這與宋明婦女的形象，顯然有落
差。儒家傳統文化制約下的古代女性，言行舉止被要求要懂得矜持與含蓄，在宋明理
學的強調下，恪守貞節更成為良家婦女的標誌，程頤即認為賢媛淑女「餓死事小，失
節事大」
，極力強調婦女守節的重要性，朱熹亦主張婦女應從一而終。30 從中國婦女
史的角度來看，宋代可說是婦女貞節觀念的一個轉型期，宋初承前代風俗民情，寡婦
再嫁尚是常有的事；然宋中葉以後，節婦觀念為士大夫所倡，民間亦多所奉行。31 研
究中國婦女史的董家遵即就《古今圖書集成》的閨烈部及閨節部來統計節婦人數，指
出宋代以前的節婦人數僅佔 0.26%，宋代以後的節婦人數竟佔 99.74%。32 這應與宋儒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漸漬人心，造成婦女貞節觀的轉變有關。33 前輩學者陳
東原亦說：
宋代出了一班儒者，遂使宋代為中國學術思想以至於風俗制度的一個轉變時
代。……女子不能再嫁，男子可以出妻，二重道德的觀念，到了程子，才正式
成立，從前雖有這種說法，卻不如是嚴格。……朱子也是看重貞節的，陳師中

29

30

31

32

33

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訂，繆天華校閱，
《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雷峰塔》
（臺北：三民書局，
2001 年）
，頁 309-311。
程顥、程頤，
《二程遺書》卷二二下，收於《文津閣四庫全書》第二三二冊，頁 79。朱熹，
《朱
子文集》
（臺北：德富文教基金會，2000 年）
，頁 128。
董家遵，
〈從漢到宋寡婦再嫁習俗考〉
，原載《中大文史月刊》三卷一期（1934 年）
，頁 193-213，
收入包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
（臺北：稻香出版社，1999 年）
，頁 139-164。
董家遵，
〈歷代節婦烈女的統計〉
：
「從數十大冊的書籍裡，逐一計算，……如果單招宋代一朝和
全上古比較，則更明顯。我們知道全上古的節婦總共只有九十二人，而宋代一代卻有一百五十
二人，假定全上古為周秦至五代約有二千餘年的歷史，宋代一代則只有三百餘年的時間。以三
百比二千餘年，其節婦人數反將多至一倍，可知宋代貞操觀念突飛猛進的程度了。」原載《現
代史學》三卷二期（1937 年）
，頁 1-5；收入包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
，頁 111-117，引文
見是書 113-114。
聶崇岐，
〈女子再嫁問題之歷史的演變〉
，原載《辛己文錄初集》
，頁 161-170，收入包家麟編著
《中國婦女史論集》
，頁 12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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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妹婿死了，他寫信給陳師中，叫他設法使其妹守節，……婦女應重貞節的觀
念，經程朱的一度倡導，宋代以後的婦女生活，便不像宋代以前了，宋代實在
是婦女生活的轉變時代。34
宋中葉以來婦女貞節觀之轉變，遂影響女性的言行趨於保守。進入蒙古人主政的
元代之後，婦人貞節觀念更趨嚴格，
《元典章》即云失節不封贈、命婦夫死不許改嫁，
35

對於守節婦女，元皇帝更特別獎勵：
大德十一年五月，欽奉登寶位，詔書內一款節，該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具實
以聞，別加恩賜。36
從這些文獻資料可知宋代中後期極度提倡的貞節觀，到元代已經起了更深的作

用。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文學是反映社會樣態、投影社會意識的，以話本而言，
所敘述的內容雖不見得是真實的，但卻是以社會生活為基礎而創作的，可說是最能反
映社會現象的作品，所以如果視〈白娘子永鎮雷峰塔〉為宋元時期的話本，那麼話本
中所述白娘子的言行，顯然與宋代中葉以後婦女貞節觀的保守，有極大的反差性。如
果視〈白娘子永鎮雷峰塔〉為明代才出現的擬話本，然連結明代社會來看，社會對女
性的道德要求，並不亞於宋元時期，故仍有其極大反差性。明太祖為獎勵貞婦守寡即
頒佈詔令說：
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
家差役。37
民間寡婦守節，不但本身得到旌表的光榮，還可以藉此免除本家的差役，這自然
造成社會上對寡婦守節的期待，提倡貞節最極致的時代，在明代可謂達到前所未有的
高峰，在法律上對於旌表節烈婦女的詳細規定，也是之前各朝代不曾出現的。

34
35

36
37

陳東原，
《中國婦女生活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
，頁 101-108。
元闕名撰，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
（據光緖三十四年修訂法律館據杭州丁氏藏鈔本校刊本影印。
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 年）
，詳見卷十一〈吏部五‧封贈〉
、卷十八〈戶部四‧婚姻‧官民婚〉
。
元闕名撰，見《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聖政‧旌孝節》
。
明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明行等奉敕重修，《大明會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 年），詳
見卷 79〈旌表〉
，頁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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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論，明代是個複雜多樣貌的社會，在藝術與美學上追求解放；然在女性的
禮教要求上，實是更為嚴峻的，綜觀明代女教書對婦女貞節的提倡，多充斥女子貞烈
形象的刻畫，士人對有智婦女的推崇，集中於嚴守貞節與延續夫族為主，
《列女傳》所
輯錄當朝貞孝節烈的典範傳記，亦皆標榜烈婦為上，反映出統治階層的保守女教觀。38
以貞節旌表制度而言，地方上貞節牌坊的設立、鄉里中流傳的貞節故事，皆營造出一
股「守節為上」的社會期待；儘管表揚貞節烈女的制度，是父權社會體制教化女性的
制約手段，但上行下效的政教氛圍，確實使得社會對女性的道德要求，達到一個前所
未有的高標準。39
檢視宋元明時期的婦女史，再反觀〈白娘子永鎮雷峰塔〉對白娘子的形象刻畫，
則白娘子的言行自是透顯出異於尋常女子之處。話本中，白娘子一見許宣即表白身份
是孀居，且又風情無限地靠攏許宣，主動表達允身婚配之意，這主要的關鍵，便是白
娘子的身分設定是「妖」而非「人」
。人的身份，方寸之間自有禮教尺度的丈量；妖的
身份，可以使她顛覆傳統、解脫束縛、超越禮教，也解套了女性在傳統文化設定下的
賢淑貞德形象。再者，白娘子在話本中，並非真的是夫死守寡的孀居者，但她卻和許
宣說自己是寡婦，有意與其婚配，隱然藉此角色之言說挑戰宋明儒者及統治階層認同
的節婦觀。從歷史面向及文本的人物、情節發展脈絡來看，
「妖」的角色設定，應是作
為對立傳統婦女守禮教、尚貞節的「符徵」而存在，故白娘子言行的異於傳統、大膽
表愛、挑戰節婦觀，也就可以理解了。
再者，以符號意蘊來看，蛇的柔軟委曲，可以比附女性柔情、柔媚及柔軟體態的
特徵；蛇的濕黏纏繞，亦隱喻男女情欲與交歡之意。40 就情欲的自主性而言，前文提

38

39

40

《明史‧后妃傳》中記載明太祖嚴於內教，認為「治天下者，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
婦」
，故於洪武元年命翰林學士朱升等「纂《女誡》及古賢妃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
仁孝文皇后即撰《內訓》
，於永樂五年頒行天下，成為教化萬民的女教書之一。
《內訓》反映統
治階層的女教觀，要求女子以德行為首，謹言慎行、勤儉積善，強調孝行、貞烈等傳統女德。
上行下效，士子一一撰作《女誡》之類的女教書，書旨皆在宣揚女子需依循的三從四德教育，
朝野間瀰漫對女子的德化教育規範。
《明史》卷 113，頁 2395。張福清編註《女誡──女性的枷
鎖》
（河北：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 年）
，頁 58。衣若蘭，
〈史學與性別：
《明史．列女傳》
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
費斯言，
《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
（臺北：臺大出
版委員會，1998 年）
。
張柟，
《蘋果密碼－性別社會學》
（臺北：秀威資訊，2012 年）
，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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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敢於追求情愛自主、不遵循父權社會體制運作規則的女性，往往被隱喻為「妖」
，如
〈鶯鶯傳〉的崔鶯鶯被元稹譏為妖孽、
《封神演義》的妲己也被視為狐妖，但細究之，
文本裡頭這一類的女性被譏為「妖」
，往往是因其主動追求情欲或擁有令男性難以抗拒
的魅惑行為，有別於傳統婦德形象，因而稱其為「妖」
。故若以馮本中對白娘子的形象
刻畫，疊加上蛇的特徵與文化隱喻來看，
「蛇」之為符號，不啻是將「女性」與「妖性」
的特質整合為一。因此，在文本中，常見許宣對白娘子是迷戀卻又存疑、害怕的：
許宣拜謝了法海禪師，同蔣和下了渡船，過了江，上岸歸家。白娘子同青青都
不見了，方才信是妖精。……李募事教許宣共白娘子去一間房內去安身。許宣
見晚了，怕這白娘子，心中慌了，朝著白娘子跪在地下道：
「不知你是何神何鬼？
可饒我的性命？」……白娘子圓睜怪眼道：「小乙官，我也只是為好，誰想到
成怨本？我與你平生夫婦，共枕同衾，許多恩愛，如今卻信別人閒言語，教我
夫妻不睦。我如今實對你說，若聽我言語喜喜歡歡，萬事皆休；若生外心，教
你滿城皆為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腳踏渾波，皆死於非命。」驚得許宣戰戰兢
兢，半晌無言可答，不敢走近前去。41
引文中描述許宣在法海禪師的保護下，已知白娘子是妖非人，當他離開鎮江住
處，回到杭州姊夫家中，卻驚見白娘子已在那裡等候。從對白中，可清楚地看見許宣
內心無比的恐懼，不同於前幾次兩人重逢時，許宣總對著白娘子叫罵，埋怨其害他官
司纏身；此時的許宣，因已知白娘子的身份是妖，遂雙膝跪地，苦苦哀求白娘子斷了
夫妻情分。然深怕許宣離異的白娘子，也以言語恫嚇許宣，她清楚地承認自己有能使
滿城化為血水的法力，也等於承認其為妖的身份。
人與異類婚戀，42 在中國禮教倫理上，不合常情與法度，此亦等同暗示或宣示人

41
42

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訂，繆天華校閱，
《警世通言》
，頁 323-329。
有關異類姻緣相關研究成果頗多，可參看洪順隆，
〈六朝異類戀愛小說芻論〉
，
《文化大學中文學
報》創刊號（1993 年 2 月）
，頁 25-81。張清榮，
〈談「異類姻緣」的「民間童話」質素〉
，
《中
國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1994 年 1 月）
，頁 13-33。顏慧琪，
《六朝志怪小說異類姻緣故事研究》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
。劉耘，
〈中國古典小說人
仙妖鬼婚戀母題初探〉
，
《北京教育學院學報》第 14 卷第 1 期（2000 年 3 月）
，頁 19-23。林岱
瑩，
《唐代異類婚戀小說之研究》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 年）
。周怡，
〈人妖之戀
的文化淵源及其心理分析—關於《聊齋誌異》的兩個話題〉
，
《明清小說研究》
（2001 年 3 期）
，
頁 261。劉苑如，
《身體･性別･階級──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
（臺北：中研院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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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不兩立、婚姻難以百年的意涵。異類姻緣終了皆須分離的結局設定，其深層義理亦
關乎「常」與「非常」的逾越母題，李豐楙對此有精闢論述，他由「常」與「非常」
的理論架構解說白蛇傳的結構問題，認為白蛇是會變化的精怪異類，乃是「非常」
；在
「常世」中，事件是依照常態秩序進行，人與異類婚戀是破壞常理、常道的大秩序，
故終究得讓白蛇回到他界，而不能停留在此界（人間界）
，人蛇婚戀的分離結局，乃是
人類對生存秩序的堅持。43
在此尚必須留意的是，文本中白娘子僅是以言語威脅許宣，意欲阻止他離去，但
始終並未加害許宣生命。且藉由青青的口，也道出白娘子對許宣的戀慕，在於其「生
得好」
、
「恩情深重」
，意欲與其「共成百年姻眷」
：
青青勸道：
「官人，娘子愛你杭州人生得好，又喜你恩情深重。聽我說，與娘子
和睦了，休要疑慮。」44
青青口中的「娘子愛你」
、
「喜你」的話語，間接說明白娘子對情愛的主動與自主
性。
當法海收服白娘子時，怒喝其為何纏住許宣時，白娘子回道：
禪師，我是一條大蟒蛇。因為風雨大作，來到西湖上安身，同青青一處。不想
遇著許宣，春心蕩漾，按納不住，一時冒犯天條，卻不曾殺生害命。45
白娘子明白地坦承自己是「春心蕩漾」而戀慕許宣、欲結連理，連結文本上下文
意脈絡來看，所謂的春心蕩漾正是「情」的勃發，但這乃是宋明理學所批判的「情」
，
亦是道學家為維護孀婦宜守柏舟之節而排斥的「情」
，更甚者，直斥為「淫情」
。宋代

43

44
45

所，2002 年）
。莊戰燕，
〈男性視野中的異類女子—《搜神記》婚戀小說中神女鬼女妖女形象文
化透析〉
，
《語文學刊》第 6 期（2002 年）
，頁 27-30。簡齊儒，
〈中日「異類妻」故事之詮釋──
女性「自主」與「從屬」的拉扯〉
，收錄於《東華中國文學研究創刊號》
（2002 年 6 月）
，頁 169-196。
蔡其蓉，
《異類婚戀故事類型與性別文化研究》
，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
楊艾甄，
《中國人蛇婚戀故事研究》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
李豐楙，
〈白蛇傳說的「常與非常」結構〉
，
《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96 年 3 月）
，
頁 413-431。
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訂，繆天華校閱，
《警世通言》
，頁 328。
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訂，繆天華校閱，
《警世通言》
，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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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即主張人不可因情之陷溺而流於邪淫，必須涵養其心，以歸於道德之正。46
然而，宋明話本中的白娘子，卻是率真地坦言「春心蕩漾，按納不住」
，這無法
克制的「春心」
，即是白娘子的「情」
，是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象徵，也是宋明儒家或
理學家意欲圍堵與防範的女性情愛自主權。白娘子因按納不住春心而「冒犯天條」
，這
「天條」若應對當時社會文化來看，即意指禮教社會規範婦女的法規與風氣。由此看
來，齊聚「孀居、春心蕩漾、主動言愛、自主婚姻、冒犯天條、不掩情欲」等特質於
一身的白娘子，不啻是挑戰傳統禮教的隱喻符號。對照「常」與「非常」的理論架構
來看，挑戰傳統的符號，也意味創作主體對「非常」的嚮往與對「常」的反叛；接受
美學理論認為多數文本的內容具有向讀者所處生活時代的種種現存規範挑戰或打破的
功能，它讓讀者那些失效的標準重新發展出新的期待視野，為讀者的世界創造了一種
，在
新視界。47 故深受晚明尊情思潮48 影響的馮夢龍，其以「情」為重的「情教觀」
，認為「天地若
此亦不可完全忽略。49 馮夢龍在其《情史‧序》中強調自己重「情」
無情，不生一切物」50，他認為情是萬物本源，若世間無情，則親者亦疏、人倫世綱
不正，他亦批判程朱理學對人性與情欲的壓制，肯定「情」是一切義行的憑藉，其云：
「人而無情，雖曰生人，吾直謂之死矣」，51 他對於女性自我的情欲追求與婚姻自主
也是持支持態度的，如《情史》中他對於文君私奔相如，非但沒有用道德眼光譴責他，
反而認為她深具自擇佳偶的膽識；52〈賣油郎獨佔花魁〉中，花魁女原本想找個官宦
人家好弟子從良，卻因賣油郎秦重的溫厚與真心而讓她自贖從良與之白首偕老。53 對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宋‧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
（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年）
，頁 2067
伊瑟爾，
《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
，頁 255。
晚明文學界強調「情」的理論與文藝創作，馮夢龍深受影響。夏咸淳，
《晚明士風與文學》稱為
尊情思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陳萬益，
〈馮夢龍「情教說」試論〉稱為晚
明情論，
《漢學研究》第 6 卷第 1 期（1998 年）
，頁 297-308。
張璉，
〈
《三言》中的婦女形象與馮夢龍的情教觀〉
，
《漢學研究》第 11 卷第 2 期（1993 年 12 月）
，
頁 237-250。
明‧馮夢龍評輯，周方、胡慧斌點校，
《馮夢龍全集‧情史》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
頁 1。
見註 50，
〈情通類〉
，卷末總評，頁 932。
見註 50，
〈情俠類‧卓文君〉
，頁 121。
明‧馮夢龍編刊，魏同賢點校，
《馮夢龍全集‧醒世恒言‧賣油郎獨佔花魁》
，頁 31-70。

138
138

符號詮解與文本接受─論明清白蛇女符旨意蘊及隱寓的女教思想

於寡婦再嫁，他也是贊同的，
〈惠士玄妻〉54 刻畫寡婦守節的辛酸，認為婦女守節是
克制情欲，違反人的本性，
〈韋英〉一篇55 亦認為再娶再嫁是情之自然。綜合來看，
這些有自主意識、勇於追求情愛的女性，在馮夢龍筆下並不少，可以看出他對婦女婚
戀自主是持肯定態度的，因此白娘子角色的形象刻畫，與晚明尊情思潮或馮夢龍的情
教觀，在一定程度上，應有所相應。
在符旨內涵上，潘江東認為白蛇傳故事中，白蛇代表「色」
、許宣代表「慾」
、法
「美貌」確實是
海代表「法」
。56 從許宣或父權文化的角度來看，白蛇精幻化為美女，
「色相」
，當其由美女現形為白蛇時，也呼應了佛教所謂「色即是空」
。然而，若就白
蛇的視角來看，其一心一意在乎的，僅只是許宣，文本中所述「與你共成百年姻眷，
不枉天生一對，卻不是好？」
、
「與你平生夫婦，共枕同衾，許多恩愛」
、
「春心蕩漾，
按納不住」等，皆形塑出白娘子主動追求情愛、自主婚姻的個性，即使最後白娘子被
法海施法現出原形，仍「兀自昂頭看著許宣」，其對許宣的用情與依戀之深，溢於言
表。以接受主體的視角來看，人性之所以可貴，在於有「情」
，而非無情無感的存在。
故與其說白蛇象徵「色」之符號，不如說其象徵「情」之符號。
此外，中國人蛇婚戀故事中的蛇妖，大多為白蛇，化為人形皆穿白衣，如《集異
記‧朱覲》的白蛇男著白衣；《博異志》
〈李黃〉
、
〈李琯〉的白蛇女皆著白衣；《夷堅
志》
〈孫知縣妻〉的白蛇妻著素衫、〈池州白衣男子〉的白蛇男著白衫；《清平山堂話
本‧西湖三塔記》中的白蛇女著白衣，《情史‧白蛇精》中的白蛇男著素練衣，〈白
娘子永鎮雷峰塔〉的白蛇女亦是「穿一領白絹衫兒，下穿一條細麻布裙」。這些故事
中的白蛇，皆是修煉成妖者；化為人形後，雖未說明是什麼身份，但由文本裡的情節
來看，應屬中下階層身份，而非王侯貴族階級。從顏色來看，白衣自古乃百姓或奴僕
所穿，朱衣則為古代顯貴者服色，如朱門亦象徵古代尊貴府第。57 有別於前揭書中的

54
55
56
57

明‧馮夢龍評輯，周方、胡慧斌點校，《馮夢龍全集‧情史》〈情貞類‧惠士玄妻〉
，頁 12。
明‧馮夢龍評輯，周方、胡慧斌點校，《馮夢龍全集‧情史》〈情報類‧韋英〉
，頁 585。
潘江東，
《白蛇故事之發展》
（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1 年）
，頁 35。
唐白居易〈偶吟〉
：
「久寄形於朱紫內，漸抽身入蕙荷中」
，朱紫即朱衣紫綬，即紅色官服、紫色
綬帶，指顯貴朝官。唐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
「朱門酒肉臭」
、唐李約〈觀祈雨〉
：
「朱
門幾處看歌舞」
，朱門本指古代王侯貴族的府第大門漆成紅色，以示尊貴，後泛指富貴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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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朱蛇記〉中的朱蛇乃身份尊貴的「龍王之子」，58 或因象徵身分故以朱
蛇示之。朱蛇與白蛇之別，似乎寄寓身份地位之別。若依此角度來看，〈白娘子永鎮
雷峰塔〉的白蛇女化為民間婦女，自稱寡婦向許宣求婚配，在符號意蘊上，應有意指
在封建社會大家長權威下，缺乏自主權的民間婦女渴望衝破禮教規範，追求自由情愛，
自主其婚姻的內涵。
綜上所述，蛇的形象被神化，出現在神話中；蛇的形象被妖化，則出現在小說、
話本中。
〈白娘子永鎮雷峰塔〉的白蛇女，
「噬人的妖性」被刪除；但大膽表愛、魅惑
所愛、柔媚繾綣的妖性／媚態仍被保留。結合文本敘述及符號隱喻意涵來看，所謂的
妖性，即意指顛覆傳統、解脫束縛、超越禮教的女性，因此以「蛇」比附女性，於文
本中指斥其為「妖」
，應是寄寓古代父權及儒家思想隱喻這一類「不端言行」
、
「不守婦
道」的女性之意。
以現今角度來看，保留在白娘子身上的「妖性」
，僅是還原女性對情的召喚，對欲
的無掩；然在父權文化及儒家禮教視角下，這些卻是需被鎮壓或教化的緣由。在古代
社會，主動言愛是男性的權利，而非女性的能動權，故以爬行幽處、委曲盤旋於暗處
的蛇，來象徵女性情欲的化身，而帶有貶義的「蛇妖」符號，自是禮教文化對不符合
傳統社會價值觀之女性的嘲諷；且白娘子不能現出原形的禁忌，也正如同在禮教社會
中，難以言說的女性情欲般，是不能現形的，故以蛇妖／蛇精為符號，實有其歷史語
境下的文化解讀。

三、文本接受：從空白到補白
德國接受美學大師伊瑟爾提出「文本召喚結構」（德文 Die Appellstruktur der
Texte）
，此意指文本具有一種召喚讀者建構意義的結構機制。59 其理論認為文本結構
本就包含不確定性（德文 Unbestimmtheitsstellen）
、空白（德文 die leere Stelle）及否
定（德文 die Negation）於其間。所謂“不確定性”即是文本中暗隱未明、交代不清

58

59

宋劉斧撰，施林良校點，《青瑣高議》後集卷九〈朱蛇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頁 188-190。
沃爾夫岡‧伊瑟爾（Iser，Wolfgang）著，金元浦、周寧譯，
《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1991 年）
，頁 20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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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沒有說明的地方，它包含“空白”及“否定”：60“空白”是文本中未寫出來或被
懸置的部分，61 它是文本「整體系統中的空白之處」
，它召喚讀者對敘事之間的空白
進行補白；62“否定”意指讀者原本的期待視野被文本打破，讀者被迫刪除原先所形
成的識見，並由文本交流中重新建構新視野的歷程。
「不確定性」或「空白」在閱讀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們吸引讀者介入到文
本所敘述的事件中，為「不確定性」或「空白」提供闡釋和想像，賦予確定的意義和
填補空白，63 它們是文本存在的基本結構，是連接創作意識與接受意識的橋樑，也是
召喚讀者進一步閱讀與賦予文本意義的引動因子，故在讀者與文本的交流過程中，
「補
白」成為連接不確定性、空白及否定的必然歷程。補白也可說是一種文本意義再創造
歷程。朱立元對此現象有詳細說明：
由於文學作品中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與空白，讀者在閱讀時如不用想像將這
些不確定因素確定化，將這些空白填補滿，他的閱讀活動就進行不下去，他就
無法完成對作品的審美欣賞與“消費”。缺乏（空白、不確定）就是需要（在
西文中這兩個詞就是一個詞，也提供了某種語義學上的證據）
，需要就會誘發、
激起創造的欲望，就會成為讀者再創造的內在動力。所以，不確定性和空白便
是文學作品具有召喚性的原因。64
從引文中可知，
「文本召喚結構」是吸引讀者進行文本詮解與再創造的內在動力，
也是文本既有的結構。當讀者未進入文本前，文本只提供某種可能實現意義的潛在結
構，只有當讀者受文本召喚引動，對不確定性與空白加以確定與補白，文本意義才能
由潛在性成為具體性。
從接受美學的視角來看，敘述白蛇女與許宣愛情故事的敘事文本，在清代仍持續
60

61

62

63
64

伊瑟爾，
《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
：
「本文中的未定性有兩個基本結構—空白和否定。這是交
流的基本條件，因為它們建立在本文與讀者相互作用的運動之中。」
，頁 220。按：該書所譯的
「本文」即文本，
「未定性」即不確定性。
伊瑟爾，
〈文本與讀者的相互作用〉
，見張廷琛編，
《接受理論》
（成都：四川文藝，1989 年）
，
頁 51、55。
R. C. 赫魯伯（Robert C. Holub）著，董之林譯，
《接受美學理論》
（高雄：駱駝，1994 年）
，頁
220。
伊瑟爾，
《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
，頁 162-183、222。
立元，
《接受美學導論》
（安徽合肥市：安徽教育，2004 年）
，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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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產出，如黃圖珌《雷峰塔傳奇》
、方成培《雷峰塔傳奇》
、玉山主人《雷峰塔奇
傳》等名作，都是據白蛇傳基本架構定型篇－白娘子永鎮雷峰塔－加以鋪陳演化
而成，它們都屬於白蛇傳文本接受鍊的成員，也都是白蛇傳文本意涵的體現，展現出
文本從「空白」到「補白」的接受歷程。
比較明清時期白蛇傳若干文本與明代以前白蛇故事，即可發現此口傳文學在發展
過程中，有很大的轉變，最大的區別即接受主體對白蛇女的態度，由厭惡轉向同情的
明顯轉變，這可見之於文本對白蛇女形象刻畫的演變。唐宋文本中的白蛇，是幻化成
美人的噬人蛇妖，如同常人所云之「蛇蠍美女」
，蛇與人之間，並無涉及情愛或報恩的
元素，65 此與明清白蛇傳故事主題－人蛇相戀、遭遇重重阻礙、努力克服、爭取情
愛、維護婚姻等－是有很大距離的。66
明代馮夢龍輯錄並潤色的〈白娘子永鎮雷峰塔〉
，故事主軸不再聚焦在蛇女色誘
害人或男子因貪戀美色而枉送性命的道德訓誡上，而將故事主線設定在人蛇相戀成婚
及人妖難以並存的價值觀上。以接受美學角度來看，作品的意義是作者、讀者、文本
三端共構交流而產生的，故〈白娘子永鎮雷峰塔〉不僅體現了宋明時期的意識型態，
編撰者馮夢龍的思維，亦當鎔鑄於此文本中。在馮夢龍筆下的白蛇女，帶有妖性卻又
頗具人性，勇於追求愛情與婚姻，呈現古代女子反傳統的反叛意識與強烈自主性，此
和他以「情」為重的「情教觀」應有所呼應，且與現今對白蛇傳故事的認知，亦有較
深的連結關係，故不少學者認為白蛇傳的成型文本，實應始自馮夢龍〈白娘子永鎮雷
峰塔〉
。
至清代，對於白蛇傳的闡釋、再造仍是流傳不輟，這現象顯示此故事深具文本召
。清代所出的傳奇劇
喚結構，吸引眾多民眾與文人對其「空筐結構」67 進行「補白」
本，故事情節較馮本更為曲折，白娘子身上的妖氣褪去不少，更趨人性化，這顯示接

65

66

67

〈李黃〉
、
〈李琯〉
、
〈西湖三塔記〉中的白蛇精，皆是以美色攝取男子魂魄精氣，妖性兇殘而無
人性，意欲致人於死。
元時期話本〈西湖三塔記〉
，故事主題與唐傳奇〈李黃〉
、
〈李琯〉較為相同，與明代擬話本〈白
娘子永鎮雷峰塔〉有較大的差異性，但仍有許多學者視〈西湖三塔記〉為白蛇傳故事雛形。洪
邁《夷堅志‧孫知縣妻》所敘述的蛇妻人夫故事，及南宋〈雙魚扇墜〉話本中所敘述的鬼女與
人相戀情節，與後世白蛇傳之故事主題，反而較為類似。
龍協濤，
《文學讀解與美的再創造》
：
「文本所包含的空白或未定點愈多，讀者便能愈深入、愈自
由地參預再創造。」
（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1993 年）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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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主體以各自的人生經驗與價值觀，對原文本進行二度創作。
清初黃圖珌《雷峰塔傳奇》
（看山閣本）為現存第一篇改寫白蛇傳故事為戲曲，
並搬上舞台的傳奇。黃本只寫到白蛇女被鎮壓在雷峰塔下即結束，並沒有「產子」
、
「祭
塔」的情節，因為他認為白娘子仍只是條「妖蛇」
：
余作《雷峰塔傳奇》
，凡三十二齣，自〈慈音〉至〈塔圓〉
。乃已方脫稿，伶人
即堅請以搬演之，遂有好事續「白娘生子」得第一節，落戲場之窠臼，悅觀聽
之耳目，盛行吳越，直達燕趙。……白蛇，妖蛇也，生子而入衣冠之列，將置
己身於何地耶！我謂觀者必掩鼻而避其蕪穢之氣，不期一時酒社歌壇，纏頭增
價，實有所不可解也！68
引文意指當時廣為流傳的梨園舊抄本，已有「白蛇生子」的情節，黃圖珌批評好
事者剽竊其作，顛倒了原作故事精神，認為此乃「狗尾續貂」
，因為白娘子是蛇妖，怎
能生子而晉升「衣冠之列」？從上述引文可看出黃圖珌在馮本的「補白」上，主張人
妖有分際，妖不得逾位至人的位階、不得「冒犯天條」
，否則社會秩序的穩定性也將有
所顛覆，這與儒家思想以人為本、重視倫理位階次第、維護社會秩序是有所關連的。
然黃本突出之處，是在文本的補白上更具層次性描寫，如加入許白之間的前世宿
緣及白娘子內心層面的刻畫，使蛇妖的形象不再僅只是單純地追求愛欲之滿足，而有
了對至愛溫柔且執著的人性化描寫，這無疑弱化其妖性層面，同時為加深人格化取向，
並添加白娘子的自我衝突與掙扎，使「白蛇女」的符號意蘊由情欲濃厚的妖轉化為更
具人性化的女性形象，如〈回湖〉
：
（旦）青兒，我和你為著許郎來到此間，事有七八，奈因誤攝邵太尉庫銀，與
伊為聘，致被首拘訊追，昨公差到來，我若深藏不出，只恐許郎負屈難伸，是
以獨坐樓中，交還銀錠，眾人畏懼，不敢苛求，將銀而去，必直陳當道，知我靈
威，想那許郎亦無甚大害。但有此一番，未知何日與許郎重敘舊好也？69
再如〈妖遁〉
：

68

69

黃圖珌，
《看山閣集》
，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十七冊〈南曲〉卷四，據清乾隆刻本（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0 年）
，頁 641。
傅惜華，
《白蛇傳合編》
（臺北：古亭書屋，1975 年）
，據清乾隆三年看山閣刻本校印，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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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上）我想許郎既已生離此地，此地亦難安身矣！仔細思量，好痛心也！這
姻緣怪哉，這姻緣怪哉，方喜得和諧，何期又分折？70
引文刻畫白娘子並非有意使許宣官司纏身，她擔心許宣「負屈難伸」
，並且期盼能
與許宣重修舊好。黃氏所增加的補白，正是〈白娘子永鎮雷峰塔〉所遺留的「空白」
，
但補白之後的「變形」
，也產生藝術審美上的華彩效果，71 使閱聽者更加理解白娘子，
為其深掬同情。
黃本對白娘子的補白，也影響了後續之作。黃本中的白蛇女，尚是蛇妖，但方成
培《雷峰塔傳奇》中的白蛇女，則將其上升至仙界人物，成為王母娘娘蟠桃園中修煉
的「白雲仙姑」
。方本中補白情節如白蛇懷孕、產子、端陽現形、盜草救夫、率水族鬥
法海、水漫金山寺救夫、白蛇子高中狀元等，皆為黃本中所無。在方本中，白娘子為
救夫婿，冒死上嵩山盜取還魂仙草，呈現其對許宣的一往情深，也使白娘子被塑造成
深具人性、情深意重的女子，並具有對命運不屈服的強烈抗爭精神，故方本中的白娘
子更加贏得群眾廣泛同情與認同。
此外，方本將之前文本中白蛇女因發怒而威脅許宣的話語盡皆刪除，將其塑造成
善良溫婉的個性，且在其子痛斥法海離間骨肉時，更賢淑明理地開解兒子當以報國恩
為重：
你今身受國恩，當為皇家宣力，不要苦苦思念我，做娘的雖在浮圖之下，亦得
瞑目矣！72
「深受國恩，當為皇家效力」的忠君思想，不曾在馮本、黃本之中出現，白蛇傳
發展至此，可以看見白蛇女在方本的塑造下，不再僅是追求婚戀自主的個性化角色及
情深意重的人性化角色，而是將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倫理思想帶入，
70
71

72

傅惜華，
《白蛇傳合編》
，頁 316。
接受美學理論認為文本具有空白、不確定性的因子，讀者在閱讀文本時，將對其進行補白，在
一定程度上，可能比原作增衍了些詮解而成為所謂「變形」
，但接受本就不在於「複製」
，接受
後的作品與原作相比，必然會發生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變形，文本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讀者主
觀想像的補充，產生華彩的效果，並以全新的、適合各人需要的口味的面貌出現，因此接受在
本質上是一種再創作。林一民，
《接受美學—文本‧接受心理‧藝術視野》
（南昌市：江西高
校出版社，1995 年）
，頁 13。
方成培，
《雷峰塔傳奇》
（臺北：明文書局，1981 年）
，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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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忠臣之道」置於「情愛」與「孝道」之前，展現白蛇女深具「社會化」的形象。
可以看出，白蛇女在方本的塑造下，已由「妖性」蛻變為「人性」
，成為一位賢淑的婦
女典範，更展現從「個性化」走向「人性化」
，再邁向「社會化」的塑形歷程。方本於
書序中自言：
因為更定，遣詞命意，頗極經營，務使有裨世道，以歸於雅正。73
此即說明方成培修改白蛇傳時，於遣詞用句及主題情節上，極為留心，以其對社
會的責任感對原文本進行補白，務使命意趨歸於儒家社會所期待的雅正方向。他創造
性的增設白娘子產子的情節，使白娘子褪其妖性，坐實身為女人的根本，在其筆下，
白娘子不僅一心愛夫護夫，更為其傳宗接代，同時是個端莊賢淑、深明大義的女性，
徹底翻轉馮本、黃本中尚有的「妖」性，為其塑形成能生兒育女、相夫教子的儒家理
想婦女典範。
中國儒家人倫思想中，傳承子嗣被視為至關重要的婚姻行為，
《禮記》云：
「昏禮
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濟後世也。」74 指出生兒育女在婚姻中的重
要性。在「水鬥」一折中，法海本要收取白娘子，卻因白娘子腹中有孕而無法收取，
此即意謂即便是號稱正義的除妖行為，也不能凌駕於繁衍子嗣傳宗接代的人倫觀念
上。以歷史角度來看，如此重塑的白娘子角色，著實更符合古代父權文化及儒家社會
所期待的深明大義、賢淑良善且能傳承子嗣的婦女形象；然而，原初馮本中坦率直言
其「情」其「欲」的白蛇女形象，自不復存在了。
其後，玉山主人《新編雷峰塔奇傳》將白蛇傳改寫成中篇小說，敘述白蛇女（珍
娘）為報恩情而入世，以身相許、續其宗嗣，以報許漢文（即原文本之許宣）前世救命
之恩。玉山本的白蛇女形象，與前揭文本相比，著重於強調前世宿緣及因果報應思想：
妾身原是四川青城山清風洞白蛇是也。在洞修行年久，只因遊玩，醉臥山下，
夢中露出本體，被一乞丐所拿，攜往市中要賣。卻值官人看見，用錢取買，放
生山中，妾感佩在心。因官人本世命該乏嗣，因此下山與官人締結朱陳，為他
73
74

蔡毅編著，
《中國戲曲序跋彙編》
（濟南：齊魯書社，1989 年）
，頁 182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
《禮記注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93 年）
，
頁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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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嗣，接續宗枝，以報他救命之恩。75
白蛇女誠信與善良的面向，在此藉由報答前世救命之恩及為恩人傳承子嗣而突
顯。與前揭文本相比，玉山本更著重於強調白蛇女感恩圖報與善心傳嗣的面向，並敘
述白蛇女因其善良而獲得人、天、菩薩之助。至此，白蛇女不再僅是因「情」而與許
宣遇合的「妖」
，其對許仙的「情」
，也轉而趨向以「義」為主的敘事走向，如白蛇向小
青說：
非是別處沒有俊秀郎君，一來我受他大恩未報，二來既與他訂盟，豈有再嫁別
人之理？76
如此這般不執著於自我情愛而能知恩報恩、篤守誠信、深明大義的白蛇女，其顛
覆傳統、解脫束縛、超越禮教的「妖性」原特質退場，轉而以知恩圖報、信守承諾的
「德性」形象登場，這顯然更接近儒家思想所讚許的賢淑婦女形象。
從接受視角解讀，明代以前的白蛇故事，蛇妖兇殘，致男人於死，含有警戒好色
者及對未知自然界的恐懼投射；馮夢龍所輯錄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是白蛇傳故事
系列的基本框架定型本，對於女性的婚戀自主與自我欲求已有所突顯；黃圖珌所著《雷
峰塔傳奇》
，白蛇女的形象不再僅只是單純地追求愛欲之滿足，而有著對許宣更多內心
戲的人性化描寫，然黃氏怒斥梨園舊抄本旁生「白蛇生子」情節，則映現作者重視人
間秩序高於自我情愛的創作宗旨；方成培所著《雷峰塔傳奇》
，增設白蛇產子、教子情
節，將白蛇女定格為儒家理想的女性、賢妻、慈母之化身，含有以角色教化人心，形
塑婦女典範形象的意味；玉山主人所著《新編雷峰塔奇傳》
，在白蛇女身上注入更多道
德性元素，白蛇女雖仍是對男主角情有獨鍾，但依敘事走向來看，更強調的是突顯其
知恩報恩的誠信義行。
從明清白蛇傳文本接受鍊的演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白蛇傳故事廣受閱聽者喜
好，因而文本的補白在不同時空中未曾中斷，而這當中，白蛇女乃是文本的核心符號，

75

76

清‧玉山主人，
《新編雷峰塔奇傳》收入於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古本小說集成‧雷峰
塔奇傳》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頁 227-228。
白蛇向小青說：
「非是別處沒有俊秀郎君，一來我受他大恩未報，二來既與他訂盟，豈有再嫁別
人之理？」
《古本小說集成‧雷峰塔奇傳》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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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白蛇女角色形象的改動，顯現出社會文化在「情」與「理」兩端的對峙與消長，同
時也顯現在父權體制與儒家禮教規約的傳統文化下，人們渴望突破傳統卻又不得不依
從傳統的一條文本接受歷程。

四、結論：由「情欲禁錮」至「解放」再至「道德教化」
符號學始祖弗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認為符號的結構有兩大
元素：符徵／能指（signifier）和符旨／所指（signified）
。符徵和符旨是一體兩面，符
徵是可察覺的、聽得到或看得到的信號，是一個透過實物、聲音的文化性宣示 (the
acoustic image of the spoken word as heard by the recipient of a message)；符旨則是符徵
背後所承載的概念(the meaning called forth in the mind of the recipient resulting from the
stimulation of the signifier)，意指抽象的心靈意象。77 從符號學來看，可知白蛇女符號
是由現實符號轉化生成的，既保留了現實符號的能指，也產生了審美作用中的新的所
指。
本文認為解析白蛇女符號意蘊，需結合歷史語境進行文化心理解讀，蛇女在文本
中是蛇妖，故於第二節「符號詮解」中，除了對蛇／妖同步進行歷史符號意蘊的考察
外，因文本是聚焦在白蛇女的愛情與婚姻上，且白蛇女在白蛇傳中並非真是孀居者卻
以此自稱，故為更清楚地瞭解文本淺層結構下的深層意涵，本文對明清時期與婦女婚
戀關連甚深的節婦觀亦有所探討，以作為探究白蛇女符號意涵的對照分析。
此外，為探究白蛇女符號在明清接受交流鍊上的更迭變化，以更瞭解符號意蘊及
其時代意義，故本文第三節「文本接受」中，援引接受美學理論以探析。以接受美學
視域來看，白蛇傳是在民間集體意識創作下逐步形成的，而後在文人筆下成型，在文
本接受鍊中不斷演化，展現文本從「空白」到「補白」的接受歷程，故明清文本白蛇
女形象刻畫之嬗變，有著創作意識與接受意識的集體投射，白蛇傳在清代贏得群眾廣
泛同情與認同，即在於文本中深刻映現接受主體的審美意識及價值觀，故藉由梳理明
清文本的白蛇女符號意蘊之嬗變，我們得以進一步發現文本的潛在意義，探掘在文本
接受鍊下所映射的婦女觀。

77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著，
《普通語言學教程》
（臺北市：弘文館，1985
年）
，頁 36-38。按：符徵或譯為能指或意符，符旨或譯為所指或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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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學及接受美學理論都具有普世價值，故本文以二者作為文本研究的方法論，
考察白蛇傳核心要角白蛇女的符號意蘊及文本接受鍊所映射的女教思想。現綜合前揭
討論，歸納研究結果概述於下：

（一）從歷史語境中尋找白蛇女符號意涵
1.「妖」象徵顛覆傳統、超越禮教的婦女
〈白娘子永鎮雷峰塔〉的白娘子，並非真的是夫死守寡的孀居者，但她一見許宣
即表白身份是孀居，且又風情無限地主動靠攏許宣，表達允身婚配之意，這與宋明婦
女的形象，顯然有些落差。從中國婦女史的角度來看，儒家傳統文化制約下的古代女
性，言行舉止被要求矜持與含蓄，在宋明理學的強調下，恪守貞節更成為良家婦女的
標誌，明代對婦女的守節要求，更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標準。故檢視宋明時期的婦
女史，再反觀〈白娘子永鎮雷峰塔〉
，白娘子的言行自是透顯出異於尋常女子之處。但
文學是投影社會意識的，馮夢龍的三言，是從大量古今通俗小說中「抽其可以嘉惠里
耳者」而成，可說是反映宋明中下層人民生活思想的話本小說，故話本中的白娘子，
其言行舉止超越傳統，應非偶然。在儒家思想的道德框架中，對女性的情愛自主權是
有所壓抑的，如唐傳奇〈鶯鶯傳〉的女主角崔鶯鶯，即被元稹譏為妖孽，妲己亦在《封
神演義》中，被視為是魅惑亡國的狐妖化身；細究之，文本裡頭這一類的女性被譏為
「妖」
，往往是因其主動追求情欲或擁有令男性難以抗拒的魅惑行為，有別於傳統婦德
形象，因而稱其為「妖」
。白娘子的身分設定是「妖」而非「人」
，人的身份，方寸之
間自有禮教尺度的丈量；妖的身份，可以使她顛覆傳統、超越禮教，也解套了女性在
傳統文化設定下的賢淑貞德形象。所以，白娘子符號，正是在古代儒家或理學觀念下，
無法言說情欲、嚮往情愛自主的婦女縮影，這與宋儒及明代統治階層標榜的貞節婦女
形象，恰是極為對比的存在；白娘子非寡婦而自稱寡婦，又主動向許宣示愛求婚配，
隱然藉此角色之言說，挑戰宋明儒者及統治階層倡導的節婦觀；由符號意蘊來看，文
本中藉法海之口擯斥、鄙視的「妖性」
，也正是反映統治階級之外的人民對「情」
、
「欲」
的正視與解放。故以「妖」為符徵，自有象徵解放傳統婦德的深層寓意。
2.蛇性與人性／妖性與女性／顛覆傳統與捍衛禮教
敘事文本的形成，是情感符號的建構過程，任何符號必有其符旨意義。白蛇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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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煉千年的白蛇妖」與「女性」結合為一符號，成其為「白蛇女」
，實應有文化心理
投射的象徵意蘊。從「白蛇」的符徵來看，魏晉至明代的人蛇婚戀故事中，蛇妖大多
為白蛇，化為人形後皆著白衣；從顏色來看，白衣自古乃百姓或奴僕所穿，朱衣則為
古代顯貴者服色。〈朱蛇記〉中的朱蛇乃身份尊貴的「龍王之子」，或係如此，故以
朱蛇示之。朱蛇與白蛇之別，似乎寄寓身份地位之別；故〈白娘子永鎮雷峰塔〉中修
煉千年的白蛇，化為民間婦女，主動向許宣求婚配，在符號意蘊上，應有意指在父權
社會體制下缺乏自主權的民間婦女渴望追求自由情愛、自主婚姻的思想投射。且從蛇
的身形符徵來看，蛇的柔軟委曲，亦有比附女性柔情、柔媚及柔軟體態的特徵；蛇的
濕黏纏繞，亦有隱喻男女情欲與交歡之意；蛇的爬行幽處、盤旋隱匿於暗處，也彷若
象徵女性情欲的難以言說，這些都與白娘子不能現出原形的禁忌，達成從「符徵」到
「符旨」的和諧比附。故結合文本敘述及符號隱喻來看，白蛇女的角色設定，應是作
為對立傳統婦女尊禮教、尚貞節的「符徵」而存在，白娘子言行的異於傳統、大膽表
愛、挑戰節婦觀，實有其歷史語境下挑戰權威的文化心理投射。
綜上，
〈白娘子永鎮雷峰塔〉體現的是人與妖相交的原型，人是社會化的符號，
象徵道德、禮教與禁錮；妖是與人對立的符號，象徵獸性、原欲與禮教的解放。由符
號意涵的相對性來看，白蛇傳中的人蛇交媾與人妖殊途，乃是象徵道德與原欲衝突的
原型，象徵「捍衛禮教」與「顛覆傳統」的符號意蘊。

（二）由「情欲禁錮」至「解放」再至「道德教化」的文本接受鍊
1.從「空白」到「補白」的接受歷程
從接受美學的視角來看，敘述白蛇女與許宣愛情故事的敘事文本，在明末成型為
擬話本，在清代仍持續演化，黃圖珌《雷峰塔傳奇》
、方成培《雷峰塔傳奇》
、玉山主
人《雷峰塔奇傳》等作品，它們都是據白蛇傳基本架構〈白娘子永鎮雷峰塔〉加以演
化而成，屬於白蛇傳文本接受鍊的成員，展現出文本從「空白」到「補白」的接受歷
程。
明代馮夢龍輯錄的〈白娘子永鎮雷峰塔〉，故事主軸設定在人蛇相戀成婚及人妖
難以並存的價值觀上。在馮夢龍筆下的白蛇女，帶有妖性卻又頗具人性，勇於追求愛
情與婚姻，即使最後白娘子被法海施法而現出原形，仍「兀自昂頭看著許宣」，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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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子反傳統的反叛意識與強烈自主性，此和馮夢龍以「情」為重的「情教觀」應
有所呼應。黃圖珌《雷峰塔傳奇》中的白蛇女，不再僅只是單純地追求愛欲之滿足，
而有著對許宣更多內心戲的人性化描寫，然黃氏怒斥梨園舊抄本旁生「白蛇生子」情
節，則映現作者重視人間秩序高於自我情愛的創作宗旨。方成培《雷峰塔傳奇》
，增設
白蛇產子、教子情節，白蛇女在方本的補白下，坐實生兒育女、相夫教子的婦德之美，
同時也是端莊賢淑、深明大義的母親，當兒子怒斥法海拆散夫妻、離散骨肉時，她亦
能開導兒子將「君臣之道」置於「情愛」與「孝道」之前，展現從「個性化」跨越至
「社會化」的儒家理想婦女形象。玉山主人《新編雷峰塔奇傳》與前揭文本相比，著
重於強調白蛇女報恩、誠信與善良的面向，至此，白蛇女不再僅是因「情」而與許宣遇
合的「妖」
，其對許仙的「情」
，也轉而趨向以「義」為主的敘事走向，這顯然更接近儒
家思想所讚許的賢良婦女形象；然原初馮本中坦率直言其「情」其「欲」的白蛇女形
象，自不復存在了。
2.文本接受鍊所映現的女教思想：妖性→人性→社會化
綜觀明清兩代的白蛇傳文本，可看見一條由「情欲禁錮」到「解放」
，再至「道
德教化」接受歷程。78 明代〈白娘子永鎮雷峰塔〉雖亦有道德教化的思想存在，然蛇
妖符號在此仍是以追求情愛、解放情欲的意涵為符號底蘊，反傳統的白娘子形象，是
與父權文化下指斥的「妖」
，達成從「能指」到「所指」的和諧比附。然進入清代之後，
白蛇傳文本在接受主體的美學詮釋下，白娘子由「妖」逐漸蛻變為「人」
，雖深富人性，
溫婉賢淑又情深義重，然明本中隱喻女性情欲覺醒的「妖性」漸趨式微，轉而代之以
儒家社會中期待的賢婦賢母形象示之，這或許與清代儒家禮教思潮的再興有關。79 綜
上，透過白蛇女形象的嬗變，我們實可看見一條由「情欲禁錮」到「解放」
，再至「道
德教化」的白蛇傳接受鍊，在此文本接受歷程中，也隱約展示出一條由「妖性」趨向
「人性」再邁向「社會化」的儒家女教思想於其間。

78

79

《繡像義妖傳‧序》
：
「蛇形畜類，尚有多情敬夫如天；何況人生化教之下，反失倫常，能不自
愧！藉此箴規凶悍，得以回心；庶幾風氣挽回，有益於世也。」見譚正璧、譚尋蒐輯，〈義妖傳
八則〉
，
《評彈通考》
（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1985 年）
，頁 131。
于本源，
《清王朝的宗教政策》論述清代表面上是儒釋道三教合一，但其實是獨尊儒家，佛、道
沒落；社會中以儒家思想為尚，故曾多次禁絕三教廟，不允許佛、道與儒家並列。
（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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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文本的意義是多元的，以接受美學角度來看，白蛇傳是眾聲喧嘩所打造而
成的經典，它的文本意義是在讀者的闡釋與建構中完成的，只要有讀者繼續閱讀文本、
闡釋文本，文本的意涵就永不會定格於一隅，所以，
「白蛇女」是與時俱進的符號，它
還沒有被定型，其豐富意涵仍持續被解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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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otic Interpretation and Textual Reception:
The Symbolic Analysis White Snake Wom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Confucian Ideology of Female
Education
Chin-hui Wang*
Abstract
The Tale of the White Snake is one of four great Chinese folk legends. The formation and spread of the story mainly occurre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during this time the image of White Snake Woman has undergone many chang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White Snake Wom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and semiotics, and focuses
on “White Snake Woma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White Snake Woman” in the
Ming Dynasty story, who actively pursues love and marriage, should be viewed as a
rebellious symbol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women’s emphasis on ethics and education
and their advocacy of chastity. In the Qing dynasty, “White Snake Woman” took on
the image of the virtuous woman and became the mother of Confucianism. The
stud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f the White Snake Story, shows the characters evolving from “the desire not awakened” into “the awakening of desire,” and
then into “moral rigor.” Studying the tale of “White Snake Wom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 can find that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changes
from “desire not awakened” to “awakening of desire” and then to “blocking of desire.” Looking at the texts of the White Snak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
can find a text-accepting chain that evolves from lust to liberation and then to moral
education. In this process of textual reception, the evolution is from “monstrous nature” to “human nature” and then to “socialization” into confucian ideas about female’s education.

Keywords：Tale of the White Snake, White Snake Woman, Symbol,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Confucian ideology of femal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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