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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論文站在讀者的立場，運用決爾夫岡﹒伊瑟爾（ Wolfga時 I ser ）的接受美學理論

(Reception Theory ） 來析論 〈霍小玉傳〉閱讀過程可能越含的「否定性」 (Negat i vity ) 
從而詮釋小說的意義 。

在閱讀過程中，讀者察覺小說本文 （ text ，亦譯為「文本」 ） 與唐代史實之間的差異，並

適時調節自己對愛情故事的主觀期望 。 「空白」 ( Blank ） 和「否定」 ( Negation ） 激起讀者

的想像力，使其對李益與霍小玉兩人行為及性格的「變形」 ( Deformation ） 提出問題並尋找

答案，進而促成本文意義的具體化。以是，李益負心背約、霍小玉為愛執著乃至兩人愛情不圓

滿的結局，都成為讀者必須聯結的本文圖式。唐代社會重視出身門第、進士浮華放浪成習、唐

人假小說以攻擊政敵等實質性問題，則是「否定性」產生的根源，它們為讀者的「第一級否

定」概括表明，被「第二級否定」所實現。

〈霍小玉傳〉 的本文經由閱讀而被建構成一個生動的藝術客體，此刻，讀者原本懷疑、憤

慨、恐懼、憐憫等閱請情緒，將轉化為崇敬或驚羨的快感 （ pleasure ） ，昇華成意味深長的、

「崇高」 ( Sublime ）的審美感受 。

關鍵字：霍小玉傳、伊瑟崗、接受美學理論、空白、否定、否定性

This paper stands in readers’ position, uses Wolfgang Is哎，s Reception Theory to analyzing the 

“Negativity” when we read “A Biography of Huo Xiao-yu", and inte叩rets the meanings of this novel. 

Readers find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fact in Tang Dynasty when they read, 

and adjust the subjective expectation for love story in good time. “Blank” and “Negation” arouse 

readers' imagination, and make them to ask questions and find out answers at the same tim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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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formation” in Li Yi’s and Huo Xiao-yu’s actions and characters, and promote the concret巴

meanings. Therefore, Li Yi's ungrateful, Huo Xiao-yu's inflexible for love, and not perfect ending all 

become the plot that readers have to connect by themselves.The actuality like the family status, the 

boo km姐，s debauching fashions, and attacking political opponents by writing novels, are all the origin 

of “Negativity’'. They are pointed to by readers,“The First Negation”, and are carried out by “The 

Second Negation’,. 

An lively artistic production is built of the text through reading. At this moment, readers' feelings 

like doubts, anger, fear, and sympathy will change into respectful or admiring pleasure, and then 

evolve into the deep and “Sublime" vibrations. 

Keywords: A Biography of Huo Xiao-yu , Wolfgang Iser, Reception Theory, Blank, Negation, 

Negativity 

一、別首

德國學者決爾夫同﹒伊瑟爾（ Wolfgang Iser ）是當代頗富盛名的接受美學

(Reception Aesthetics ）理論家之一，他特別強調本文（ text ，即「文本」）與讀

者之間的相互作用，認為小說的意義是閱讀過程中本文與讀者雙向交流的結果，

讀者必須參與、體驗本文所敘述的事件，才能獲得新的經驗和審美感受，本文也

才能作為現實的藝術作品而存在。在伊瑟爾看來，「空白」 (Blank ）、「否定」

(Negation ）和「否定性」 (Negativity ）等不確定性結構都是促成本文與讀者互動

的基本要素， 1而伊瑟爾的接受美學理論（ Reception Theory ）實為一種審美反應或

審美效果之理論。

「空白j 是存在本文的語段或規範中的一種空間，它導致本文的不確定性。伊

1 j天爾夫岡﹒伊瑟爾（Wolfga時 Iser）認為：「不確定性就從文學的交流功能中產生出來。．．．．．．在本文中，不

確定性有兩種基本結構一空白和否定。這些空白和否定是文學交流的基本結構，因為它們引起了在本文和

讀者之間發生的相互作用，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們也調節這種相互作用。」又指出：「作為文學交

流的一種基本要素，否定性是一種促進結構。．．．．．．否定性同樣也提供了潛在於本文和讀者之間的相互作用

之中的結構。」參見決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薯，霍桂桓、李寶彥譚，〈閱讀活動：審美響應理

論〉 (The Act of Reading : A Theorv of Aesthetic Resoonse)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8年），頁

248 、 316 。按：霍、李二氏所譯之「審美響應理論」，一般常譯為「審美反應理論」。此外，必須說明的

是，伊瑟爾亦強調：當文學評論家關心讀者反應的歷史時，會引出「真實的讀者」 (The Real Rβader），他
們有根有據的反應可以協勘評論家辨識閱讀群體是如何理解文學作品的。當評論家著重文學本文的潛在效

果時，則引出「隱含的讀者」 (The Implied Reader），它是作者像創造他的第二自我那樣創造出來的、假
設的、虛構的讀者，是透過讀者的心靈想像才能存在的東西。它同時扮演本文結構的讀者角色和構造活動

的讀者角色，作者的意向與讀者對本文的實現經由它而得以聯繫。進一步說，「隱含的讀者」為讀者提供

一個參照模型， 使讀者有可能描述文學本文結構的效果，亦即為讀者建立一個立場，使讀者能夠在這個位

置上聯結本文視野曾經引導他去尋找的意義。參見﹔天爾夫岡﹒伊瑟爾著，霍桂桓、李寶彥諱，〈閱讀活動

：審美響應理論〉，頁35～51 。質言之，本論文即著重析論〈霍小玉傳〉閱讀過程中本文與讀者互動的情形

，據以解讀小說的意義，民伊瑟爾所謂「真實的讀者」和「隱含的讀者」兩種概念均有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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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爾指出：「我們不應當把這些空白解釋成為一種缺陷，而是應當解釋成為一種關

於讀者必須把文學本文的圖式聯結起來的指示。」 2小說的情節線索突然被打斷，

或是朝著讀者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諸如此類的變化即是小說本文希望讀者填補

「空白」、聯結本文圖式、對本文進行具體化活動的召喚，召喚讀者來確定甚至創

造小說的意義。讀者的想像力為「空白」所激發，從而填補「空白」’賦予本文連

貫性，才能建構出小說的意義，使其成為一個完整的審美對象，亦即一個生動的藝

術客體。 3

伊瑟爾將「否定」分成兩種：讀者填補「空白」、聯結小說本文圖式的同時，

會察覺自己先前熟悉的、外在世界的規範（包括社會、歷史、文學等典籍背景資

料）遭到部分的「否定」，因為本文劇目（ repertoire of the text) 4已經將這些規範

重新安排、非現實化成為一個實質性的閱讀主題，造成了讀者的「第一級否定」

(The First Negation ）。此外，當小說本文被讀者聯結起來的意義和讀者的習慣性

傾向發生衝突時，即引發「第二級否定」 (The Second Negation），讀者必須調適

自己的習慣性傾向來理解這種新的經驗。 5伊瑟爾強調，這兩種「否定」是不可分

割的。因為本文的實質性主題（例如：思想、道德、社會的主題）需要「第一級否

定」來概括表明﹔而「第二級否定」則實現了這些主題，修正了讀者原先的主觀期

望，並且把本文的主題轉化成讀者的審美經驗， 6對讀者的認知具有引導、啟蒙的

作用。 7

2 見j天爾夫岡－伊瑟爾薯，霍桂桓、李寶彥譚，〈閱讀活動 ： 審美響應理論〉，頁250 。

3 伊麗莎白﹒弗洛恩德（Elizabeth Freund）說明「空白」的作用 ： 「使讀者的參與和創造性想像處於有利的地

位，以致於可以說他們是文學作品的共同劃造者 。 」參見伊麗莎白﹒弗洛恩德（Elizabeth Freund）蓄，陳燕

谷譚，〈讀者反應理論批評〉 (The Return of the Reader : Reader-resoon田 Criticism) （板橋：駱駝出版社，

1994年），頁144 。填補「空白」的過程促使讀者成為小說本文主動的、劃造的合作者。

4 伊瑟爾解釋：「劃目由存在改本文之中的所有為讀者所熟怒的成分組成。這種劇目可能以參考以前的作品，

參考社會規範和歷史規範，或者參考本文從其中顯現出來的整個文化的形式出現。」參見決爾夫岡﹒伊瑟爾

薯，霍桂桓、李寶彥譯，〈閱讀活動：審美響應理論〉’頁的 。

5 伊瑟爾提到j ：「讀者會發現自己的規範和文本（按：即「本文」 “t巴xt”之另一譯名）中重新形成的規範有

不合之處。 ．．．文本的方向顯得與被個人習性主掌的個別讀者意識中的盼望不同。」前者造成了讀者的「第

一級否定」，後者引發了讀者的「第二級否定」。參見伊琶（按：即「伊瑟爾」 “Wolfgang Iser”之另一譯

名）薯，單德輿譚，〈讀者反應鈍評的回顧〉﹒〈中外文學〉 （盡北），第19卷第12期， 1991年5月，頁的

。 單德興進一步闡述伊瑟爾所謂的「否定」說：「換言之，第一層否定在正典的背景資料中產生空白．第二

層否定在讀者立場中產生空白 。 」參見單德興，〈試論小說評點與美學反應理論〉’〈中外文學〉 （臺北）

，第20卷第3期， 1991年8月，頁86 。 總而言之，「第一級否定」涉及文學史、文化史的問題，「第三級否定

」則與讀者個人的主觀期望有關 。

6 參見j天爾夫岡﹒ 伊瑟爾蓄，霍桂桓、李寶彥諱，〈閱讀活動﹒晉美響應理論〉，頁303 。

7 羅勃C ﹒赫魯伯 （ Robert C. Holub）指出：「如果我們只遇到『已經熟恕的」’文學就是『淡而無味』﹒另

一方面，我們在閱讀時對熟恕的領域『感興趣」，只是由於「它要引導我們到陌生的方向』﹒由參考這種指

令系統，伊瑟爾指出，虛惜的本文以令人意想不到的組合將各種元素帶給我們，『於是它們開始裸露它們的

確定性』。」可見「否定」的產生是引領讀者將小說本文的意義具體化並使小說意味深長的契機。參見羅勃

C ﹒赫魯伯（Robert C. Holub）著，畫之林譯，〈接受美學理論〉 (R成叩tion Theorv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 （板橋 ： 駱駝出版社， 1994年），頁I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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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性」是閱讀過程中尚未得到本文系統表述的要素，而「空白」與「否

定」可謂「否定性」抽象的表現形式。 8伊瑟爾表示，「否定性」使「被作者選擇

出來的規範以及小說中的人物及其行動，經常以一種十分可疑的面日出現」戶造

成小說本文中的「變形」 (Deformation ）一指小說本文提出的根本問題：包括人

物行為的失敗、扭曲和一切痛苦、災難 IO以此令讀者產生質疑或認知衝突，激發

讀者對本文進行具體化的想像活動，探究這些明顯的「變形J 背後所隱藏的原因。

就審美效果而言，「否定性」涵蓋了問題的提出和答案的研判， II伊瑟爾認為：

「這個過程給文學的意義塗上了主觀的色彩，但是同時也造成文學意義的意味深

長。．．．．．．意味深長的意義在性質上是審美的。」 12

蔣防的〈霍小玉傳〉主要敘述霍小玉和李益不圓滿的愛情故事一起自李益思求

佳偶，承以李益與霍小玉相識而歡愛並相約再會之期，轉為李益遵母命娶盧氏女，

再轉至二人重逢之日小玉揚言報復後竟悲慟而逝，結以李益猜忌成性、妻妾不得安

寧之下場一文中引入若干曲盡真實的人事，著意鋪陳一種虛實相映的本文劇目，是

一篇含有現實意義、涉及悲劇（ Tragoidia ）情節13的唐代小說。

本論文將站在讀者的立場，運用伊瑟爾「本文 護者相互作用」的審美反應理

8 參見j天爾夫岡﹒伊瑟爾薯，霍桂桓、李寶彥譯，〈閱讀活動：審美響應理論〉，頁310～31 l 。

9 見j天爾夫岡 伊瑟爾薯，霍桂桓、李寶彥譯，〈閱讀活動：審美響應理論〉’頁312 。

10 伊瑟爾指出：「文學中充滿了關於不幸和失敗，被瓦解了的抱負，崩潰了的希望對人的努力的否定，以

及對人的扭曲等方面的例子。失敗和扭曲是表面的符號，它們指出一種被隱藏起來的根源。在文學本文中

，這些符號的出現是為了警戒讀者，讓他注意那沒有得到系統表述的原因。．．．．．．文學本文給定的位置代表

了 種變形（從人類行為的失敗開始，一直到把悲慘的苦難、痛苦和災難全都包含在內）。這個事實曾經

使某些文學評論家（他們過於從字面意義上來理解模仿了）經常得出這種假定，即這些本文只不過是對

個已經墮落的世界的摹寫。但是，如果變形是關於隱藏著的變形原因的符號，並且，如果讀者有意識的心

靈必須根除這種原因，那麼顯而易見，本文的功能（以及它的否定性的功能）就遠遠超出了它單純地摹寫

現實的功能。」參見j天爾夫岡﹒伊瑟爾著，霍桂桓、李寶彥譯，〈閱讀活動：審美響應理論〉’頁312-314

1 l 伊瑟爾說：「否定性不僅是制的變形的原因，同時也是對這些變形的潛在的補償。．．．否定性不僅包含了閏

題，而且也包含了答案。它是使讀者能夠以問題一答案形式為基礎建立本文意義的條件。」參見決爾夫岡

－伊瑟爾著，霍桂桓、李寶彥譯，〈閱讀活動：審美響應理論〉，頁3凹凸 14 。

12 詳見j天爾夫岡﹒伊瑟爾著，霍桂桓、李寶彥譯，〈閱讀活動：審美響應理論〉’頁316 ° 

13 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說：「悲劇（T間的1dia）是對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它的

媒介是經過「裝飾』的語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別被用於劇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動，

而不是敘述，通過引發憐欄和恐懼使這些情感得到疏洩。」參見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著，陳中梅譯注

〈詩學〉 (Peri Po出1kes)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1年），頁的。亞里斯多德亦指出悲劇的情節包

括「錯誤」 ( Hamartia）、「苦難」 (Pathos）、「突轉」 (Peripeteia）和「發現」 ( Anagnorisis）。四個

情節成分中， 「錯誤」是產生「苦難」、「突轉」和「發現」的原因，但「苦難」、 「突轉」和「發現」

則無一定次序 ，這些成分的最終目的是引發觀眾憐憫及恐懼的情緒，並使之得到清H臻 、宣i曳。而憐憫的對

象是遭受了不該遭受之不幸的人，恐懼則是因為觀眾對劇中人物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而引起的。參見亞里

斯多德蓄，陳中梅譯注，〈詩學〉，頁的～92 、 97～ l 11 °以戲劇的眼光來觀照〈霍小玉傳〉這篇小說，則霍

小玉的不幸遭遇在某種程度上關涉到上述的悲劇元素，牽動著讀者閱讀情緒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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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配合小說情節及閱讀時程之推進，從李益和霍小玉兩人身分與心態的失衡、對

社會現實的妥協與抗爭、性格之變異三方面來探究（霍小玉傳〉中的「否定性」

俾能剖切地詮釋這篇小說的意義。

二、身分與心態的失衡

小說本文首先介紹李益，這也是讀者閱讀的開端：

大歷中，朧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摧第。其明年，拔萃，俟試

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嘉

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翁然推伏。 14

小說的作者蔣防及其所安排的本文劇目都屬中唐時期，大歷詩人李益的文名又

具見於史冊 如《舊唐書﹒李益傳》即載：「李益，肅宗朝宰相接之族子。登進士

第，長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路求取，唱為

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屏障﹔『迴樂室前沙似雪，受

降城外月如霜』之旬，天下以為歌詞。」 15 因此，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自然會將小

說的男主角李益與史實中的李益聯想在一起，認為兩者是同一個人。史實中的李益

是宰相李撰的族子，檀長寫詩，作品流播傳唱，名聞天下。小說中的李益確與史實

相仿，他出身隔巴西李氏，族望清貴，才華洋溢，頗受前輩推重﹔加上新中進士，在

長安等候吏部的考試，璀燦的前程即將展開。

雖然李益在族望和才華方面皆具備了優越的條件﹔但是，接下來的小說本文

顯示，他的行為似乎難登大雅之堂：「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

未諧。」 16一聽見鮑十一娘描述霍小玉的形象為：「有一仙人，誦在下界，不邀財

貨，但慕風流。」 17李益的反應是：「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守︱鮑手且拜且謝曰：

14 見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3年），頁77 。

15 見劉昀等，〈舊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97年），冊II ，卷137 ＇頁3771 °《新唐書 ﹒文藝傳下〉亦載

「李益，故宰相撲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坪。每篇成，樂工爭以賠求取之，被聲

歌，供奉天子 。 至〈征人〉、〈早行〉等篤，天下皆施之圖繪。」參見歐陽修、宋祁﹒ 〈新唐書〉 （北京

：中華書局， 2003年），冊的，卷203 ，頁5784 。

的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77 ° 

17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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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作奴，死亦不憬。』」 18顯見他受到唐代文士押妓之風的薰染， 19讀者在他

身上看到的是一個自命風流、亟思有女相伴以慰寂寥的輕薄男子形象，不禁對李益

「思得佳偶」的居心產生疑慮， 20李益「一生作奴，死亦不↑單」的話更成為讀者觀

察的焦點。在讀者的感覺裡，雖然能理解李益是為了讓對方相信他的誠意﹔但是，

這樣的表達方式似乎言重了，顯得有點突兀，因此便引動讀者對李益這個小說人物

作進一步觀察的想望 。

接著，小說本文由鮑十一娘來介紹霍小玉的身世和遭遇：

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玉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

玉之寵碑也。玉之初凳，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

遣居於外，易姓為鄭氏，人亦不知其玉女。姿質樣豔，一生未見，高情逸

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 21

根據鮑十一娘的說法，霍小玉是已故霍王的女兒，出身王家貴胃，卻是牌妾所

生，在霍王死後即遭弟兄冷遇，流落在外 。 她儀表出眾，風度高雅，多才多藝，是

一個才貌兼備的女子。先前讀者既將小說中的李益與史實中的李益視為同一個人，

難免也想在史實中尋找與霍小玉對應的人事。小說中的霍王所指何人？本文沒有表

述，留下「空白」給讀者填補。讀者依此線索考之史書後發現：小說本文裡的霍王

不論指史實中的霍王李元軌或是他的曾孫繭霍王李暉，都與霍小玉之間存在著年歲

18 見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頁77 。

19 〈開元天寶遺事﹒風流數澤〉載：「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 。 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

紅臆名紙遊竭其中 。 時人謂此坊為『風流寶寶j軍』 o 」參見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 （北京 ： 中華書局，

2006年），卷上，頁25 。 〈北里志－序〉亦云：「諸妓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

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 。 」參見孫槳，〈北里志〉 （盡北﹒世界書局， 1991年），頁22 。 由此可見唐

代文士押妓風尚之一斑 。

20 許建崑直指李益「博求名妓」的作為說：「他的出發點並不是要選擇婚姻伴侶。」參見許建廈，〈〈霍小

主傳〉深層心理結構探析〉﹒〈東海學報〉 （臺中），第37卷第I期， 1996年7月，頁97 。 賴文君亦認為﹒

「李益年少得意，自命風流，求佳人非以正經態度視之，只是想藉此排解京城生活的寂寞 。 」參見賴文君

〈愛的代價 敘說〈任氏傳〉、〈霍小玉傳〉、〈步飛姻〉中為愛就死的執著女性〉 ’〈東吳中文研究

集刊〉 （臺北），第12期， 2005年7月，頁1”。皆凸顯李益「患得佳偶」的動機頗為可議 。

21 詳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77 。



論〈霍峙傳〉中的「否定性」 一以伊友肅的接受美學理論我依據 。

差距甚遠的不合理現象。 22因此，霍小玉身世的真實性便引發讀者的質疑，造成了

「第一級否定」，同時也揭示出唐代社會重視出身門第的實質性問題。霍小玉若真

出身王家，其鬥第高貴自不待言﹔她在身世零落之後改姓鄭氏，亦可擠身「五姓

女」 23之一，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聲望。然而，隱藏在這些可疑面目背後的「否

定性」卻提醒讀者：如同霍小玉可以改姓鄭氏一樣，她的身世應該也是假托的。 24

換言之，「否定性」告訴讀者：霍小玉的社會身分與李益其實是不相稱的。她畢竟

是李益「博求名妓」的對象，是一名娟妓，即使小說本文刻意凸顯霍小玉王家貴胃

的出身，仍然無法改變她和李益相識之時已經流落在外、淪為娟妓的事實。

根據唐代的婚姻制度，婚配男女雙方的社會身分必須相同，人們只能在各自隸

屬的階級中擇偶嫁娶。女昌妓的社會身分等同於賤民階級的奴牌，皆不得成為良人的

妻室，否則就是淆亂良賤、破壞社會階級制度的行為，為法律所不容，勢必遭受刑

罰。 25李益和霍小玉相識之時尚未娶妻，他若與霍小玉論及婚嫁，即違反唐代的法

律。再者，唐代社會既重視出身門第，與「五姓女」結婚乃成為一般士人的核心價

22 〈舊唐書﹒高祖三十三子〉載：「霍王元軌，高于且第＋四子也。少多才藝，高祖甚奇之 。 武德六年，封蜀

王 。 八年，徙封吳王 。 ．．．．．．雲拱元年，加位司徒，尋出為重建州刺史，事專青，ill 0 四年，坐與越王貞連謀起兵

，事覺，徙居點。1111 ’的令載以拖車，行至陳倉而死。有子七人 。 長子緒最有才墓。上元中，封江都王，累

除金州刺史。垂拱中，坐與裝承光交通被殺。神龍初，與元軌並追復爵位，的封緒孫暉為前建王 。 景龍四

年，加銀青光線大夭 。 開元中，左干牛員外將軍。」參見llJ昀等，〈舊唐書〉 （北京：中孽，局， 1997年

），冊7 ，卷64 ，頁2429-2431 。若以小說中的「霍主」為史實中的霍王李元軌，則自李元軌死時的垂拱四

年（688）算至霍小玉所處的「大歷中」 （約771 ）已有八十餘年，霍小玉即使是李元軌的遺腰子，「大歷

中」也已經是個老過了 。 若以「霍王」為史實中的桐撞王李暉，按「大歷申」霍小玉＋六歲推算，她出生

之時已經是李暉的晚年 。

23 唐人重視族望、門第，有「七族五姓」之稱。所謂的「五姓女」是指太原王氏、范陽盧氏、發陽鄭氏、清

﹔可與博陵三崔氏、朧西與趙郡二李氏等五個高門大族的女兒。

24 陳寅＇I~ ＜讀鶯鶯傳〉一文即學霍小玉為「唐世倡侵往往謬託高門」之例 。 參見陳寅格﹒〈元白詩隻證稿〉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年），頁l 15~l 16 。 王夢鷗亦謂霍小玉與賓主之關聯蓋鮑媒妄引

以增其身價。參見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 （臺北正中，局， 2002年），冊上，頁203 。

25 〈唐六典﹒司農寺〉云：「凡官戶、奴姆男女成人，先以本色縷偶．若給賜，許其妻、子相隨 。 」參見李

林南等，〈唐六典〉 （北京：申孽，局， 2005年），卷19 .頁525 。 〈唐律疏議﹒戶婚﹒奴娶良人為妻〉日

「人各有禍，色類須同 。良賤既殊，何宣配合。 」又云： 「以奴若姆，妄作良人，嫁娶為良人夫婦者，

所妄之罪，合徒二年。奴姆自妄嫁娶，亦徒二年。」屬於賤民階級的奴姆與良人結為夫妻，不論自主人主

婚、奴嬋自行嫁娶、奴姆假冒良人身分與良人嫁娶，都是違法行為。參見劉俊文，〈唐律疏言語筆解〉 （北

京：中華書局 ， 1996年），冊下，頁1063～1064 。劉開榮也指出唱妓社會身分的低落說： 「她們可以被人買

賣贈送或佔為私有，身分與奴姆幾相等。她們一生只有三條出路：就是老後為假母，續操舊棠，嫁與人為

妾蜓，或入空門為道士或女尼 。 」參見劃開榮，〈唐代小說研究〉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7年）

頁81～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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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和共同理想， 26在這樣的風尚影響之下，「門族清華」的李益很難不以「五姓

女」為婚配的首選對象。如此一來，進士李益與自昌妓霍小玉相約歡愛、廝守的本文

劇目，顯然與讀者熟悉的規範（包括唐代的法律和社會風尚）相互怯觸，再度造成

讀者的「第一級否定」。讀者不禁懷疑：在婚配當求「五姓女」的普遍認知下，李

益是以什麼樣的心態來看待他和霍小玉之間的遇合呢？霍小玉明知自己的社會身分

配不上李益，又為何要委身於李益呢？這些問題的解答，在小說本文後來的表述中

可以理出部分端倪，而李益與霍小玉社會身分失衡所透露的「否定性」 預留兩

人愛情不圓滿結局的決定性伏筆 將會被讀者證實。

且看李益在與霍小玉相見之前的表現：

鮑既去，生使備行計。進令家偉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

曬駒、黃金勒。其夕，生滸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井，通夕不寐 。 遲

明，巾績，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 。 道命駕疾驅，

直抵勝業。 27

可見李益心中十分在意與霍小玉的初次見面，排場、容儀各方面都慎重其事，

想要給霍小玉一個好印象，深怕準備不夠周至iJ 。 這時的李益表現出認真、喜悅、急

切、又有些缺乏自信的態度，令讀者乍然覺得他相當有誠意想要成就與霍小玉的姻

緣。

李益剛進霍小玉居處時，還會和他熟悉的鮑十一娘開玩笑。 28接著，小說本文

寫道：「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即語曰：『有人入來，急

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 29這時的李益驚愕

疑懼，顯露他面對新環境的不安全感，雖然有其樸實的一面，但也向讀者預示了他

性格中猜疑和懦弱的成分，為往後小說情節裡的「否定性」引出了線索。

當霍小玉的母親淨持欲將霍小玉許配給李益，李益拜謝說：「鄙拙庸愚，不

26 〈階唐嘉話〉載：「替中，元超講所親曰 ： 『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 ： 始不以進士建第，不得

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 」薛元超貴極人臣，仍然以不能娶「五姓女」為憾。參見劉膀，〈惰唐嘉話〉

（北京 ： 中華書局， 2005年） ，卷中，頁詣 。 〈朝野買賣載〉又單位 ： 「太常卿盧崇道．．．． ．．為男娶崔氏女未成

，有內給便來取充實人，崇道乃賠給便，別取一崔家女去入內 。 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

車L提，敕杖各決一百﹒俱至喪命 。 」盧崇道為了替兒子娶崔氏女，不t陪欺君瞞上，甚至招致殺身之禍 。 參

見張驚，〈朝野買賣載〉 （北京：中華書局， 2005年） ，卷l ﹒頁的。凡此，皆可看出「五姓女」在唐代士人

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27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77 。

28 〈霍小玉傳〉 云：「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E尚未辜 ，弓︱入叩門 。 」可

見入門之時的李益仍未改先前的輕悅。參見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頁77-78 。

29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78 。



論〈吾︱時〉中的「否定性」 以伊是肅的接受吳學理論絲撐 。

意顧盼，倘垂採錄，生死為榮。 J 3。這般浮誇的表態，再次讓讀者見識到李益輕易

以死來加強語氣的性格，由於不合常理（即不合讀者的習慣性傾向）而萌發「第二

級否定」。 31讀者的立場中產生「空白」，因而開始反向思考，推敲這種可疑面目

背後的「否定性」，甚至認為「這些都不過是好色之徒急於獵取美色的謊言」刃而

已。換言之，李益的話也許能夠蒙蔽小說中的淨持，使她相信他是誠意十足的﹔但

是，就讀者的審美感受而言，李益的話卻適得其反，容易給人一種言語衝動、不假

思索、「歇斯底里」 (Hysteria）可句印象。當讀者已經逐漸意會浮誇式的言語背後

欲蓋彌彰的動機﹔李益愈是動輒言死，便愈失去護者的信任。

霍小玉初見李益，曾經挑剔他的相貌說：「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

貌？」 34李益不但不以為件，反而輕桃地表達了自己「思得佳偶」的心意：「小娘

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映，才貌相兼。」 35直接道出他對霍小玉美色的貪戀，

並揭示郎才女貌、各取所需，本是兩人相會的主要誘因。 36霍小玉之所以成為李益

企求的「佳偶」’是由於她具備了「姿質模豔」的個人特質，李益既是「博求名

妓」，美色自然成為他的主要考量。李益以這種「重色」的押遊心態來看待他和霍

小玉之間的邂逅，與讀者主觀意識中的盼望發生衝突，使讀者對他的信任感急邊下

降，「第二級否定」又被挑起，不得不懷疑：除了貪戀美色之外，李益會真心喜愛

30 見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頁78 。

31 吳俐雯即云：「李益動輒以「死』來強調語氣，顯得＋分輕率。」此一說：去符合讀者普遍的認知。參見吳

俐雯，〈飽蕪血淚寫平康 〈霍小主傳〉探析〉，〈大陸雜誌〉 （臺北），第85卷第5期， 1992年I l月，頁

44 。

32 見吳志達，〈唐人傳奇〉 （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1993年），頁54 。

33 弗里茲﹒李曼（Fritz Riemann）曾舉例說明「歇斯底里（Hysteria）人格」的特徵：「在事件發生的當兒，

杜撰藉口也屬於歇斯底里人格的特質，他將需要更多的藉口與謊言來提高自己的可信度，於是理由愈來愈

薄弱，離事實也愈來愈遠。」又說 「歇斯底里的人活在謊言築成的城堡中，無時無刻不說謊。真實性是

他們最根本的問題，扮演的角色正反映出他們內心對真相的排拒。」參見弗里茲﹒李曼（Fritz Riemann) 

蓄，楊夢葫譚，〈恐懼的原型：分裂、憂鬱、強迫、歇斯底里人格深度探索〉 (Grundformen der An!lst : 

eine Tiefenosvcholo!l. Studie)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3年），頁206 、 247 。

34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78 。

宛兒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78 。

36 劉慧英指出： 「才貌是青年男女互相吸引和愛慕的關鍵，這是沿龔了幾千年直至今日仍具有 定影響的文

化心理。這種表面的『相映J 和「相兼」潛存著一種極不平等的男女關係：它直接將外在的美貌作為衡量

女性自身價值的 個重要扭碼，作為女子取得幸福愛情和美滿婚姻的根本性條件。」 由此可見李益「思得

佳偶」心態的膚淺以及他對女性的不尊重。參見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變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

>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6年），頁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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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小玉嗎？ 37以美色為基礎的愛情能夠維持長久嗎？ 38 「否定性」的探究，促使讚

者傾向李益和霍小玉無法長相廝守的答案，對李益始亂終棄的作為已有心理準備。

此外，霍小玉 「不邀財貨 ，但慕風流」’「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

,I匯」’”「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 。 物足見她對李

益的詩才仰慕已久，小說本文的表述讓讀者有理由推論：是愛才之心促使霍小玉對

李益託付終身 。 41

然而，當兩人一夜歡愛之後，小說的情節卻出現令讀者意外的發展。霍小玉悲

從中來地向李益表明：

妾本倡家，自知非匹 。 今以色愛，托其仁賢 。 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

替，使女蘿無托，秋扇見捐。桂歡之際，不覺悲至。 42

霍小玉直言自己的娟妓身分配不上李益，她固然以美色得到李益的愛慕﹔但

是， 一旦美色不在，恐將見棄 。 霍小玉在「極歡之際」沉重地道出對李益可能「恩

移情替」的憂慮，恰正反映她內心想要與李益長相廝守的渴望，她很在意和李益之

間的愛情。然而，霍小玉的純真對照李益的逢場作戲勢必凸顯兩人心態失衡的嚴肅

問題。換句話說，承載兩人情感和認知的天平無疑是傾斜的。小說本文出人意表的

安排，使讀者的主觀期待出現「空白」，再度引發「第二級否定」 。 此時的「第二

級否定」實現了先前「第一級否定」所概括表明的主題，亦即唐代社會重視出身門

第的問題。此一實質性的主題，可以說是霍小玉情緒起伏的催化劑 。 在玩味霍小玉

樂極生悲的可疑面目後，預示她和李益之間的情緣不能持久的「否定性」逐漸為讀

者所理解。

霍小玉突如其來的告白，對沉醉在歡愛中的李益造成極大的震撼。小說本文寫

37 朱昆愧即認為李益「才貌相兼」的說法：「完全一付對妓女調侃的口吻，毫無半點真情在內 。 」參見朱昆

愧， 〈一篇不平凡的唐朝小說一 〈霍小玉傳〉 試評〉 ，收入柯慶明、林明續主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

刊﹒小說之部（二）〉 （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1977年），頁147 。 許建崑亦云：「此時李益心中真有 「愛

』鳴中歡場中以言詞相互挑刺，以遂情欲，誠意安在 ？ 」參見許建晨，〈〈霉小主傳〉 深層心理結穗探析

〉，頁98 。在在反映出讀者對李益的不信任。

38 黃雅莉斷言：「這樣單薄而脆弱的感情基礎當然、經不起任何的考酸 。 」參見黃雅莉﹒ 〈 〈霍小玉傳〉之主

題思想與人物性格〉，〈據湖月刊〉 （臺北），第25卷第12期， 2000年6月，頁17 。

39 見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 ，頁77 0 

40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78 ° 

41 劉開榮評論史責中的李益說：「他是故相李模的族子，少年登進士第，長為歌詩，作品都被教坊編為歌詞

﹒供奉皇宮， 這自然是當時社會上最風流理想的人物，為 般上等妓女所追逐的對象。 」參見劉開榮，〈

唐代小說研究〉’頁86 。 以劉開榮的說法對照〈霍小玉傳〉的描述﹒我們可以說，李益的才華不僅令教坊

歌妓傾倒，亦打動了霍小玉的芳心 。

42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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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

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拾。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練，著之盟約。」玉因

收淚，命侍兒櫻桃案握執燭，授生筆研。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僅箱筆

研，皆王家之舊物。這取繡囊，出越姬，鳥絲欄素嫌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

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的

這段文字有兩個重點：其一 ，作者藉由霍小玉的日常用品，「僅箱筆研，皆王

家之舊物」，再一次強調霍小玉出身不凡。其二，李益援筆為誓，「粉骨碎身，誓

不相捨」’「引諭山河，指誠日月」，看來好不感人。這時讀者對李益浮誇式的言

語不再覺得奇怪，反而開始疑惑：作者為何要特別凸顯李益的這種輕率許諾、發誓

的形象呢？史實中的李益真的是這樣的人嗎？顯然，李益的輕浮形象在史書裡並沒

有表述，亦即在典籍的背景資料中留下「空白」，此一發現激發出讀者的「第一級

否定」。對於潛藏在這種輕浮形象下的「否定性」’讀者的理解是：作者有意為李

益日後負心背約的行為留下伏筆及對照，誠如傅錫圭所說：「〈霍小玉傳〉中，對

男主角的刻畫。’是第一步先留給譚者一個李益輕浮的形象，接著就故事的發展中，

再點化出李益的負心與絕惰。而作者在技巧上更運用了前後對比的寫法﹔他先以李

益的輕於濫發誓言，以烘托出李益的日後必然負心。」 44一個諷刺唐代進士浮華放

浪之習氣的實質性主題隨之成形，可寄被讀者的「第二級否定」漸次實現。

三、對社會現實的妥協與抗爭

盟約之後，李益和霍小玉「自爾婉變相得，若弱翠之在雲路也」。“幸褔的生

活暫時消解了讀者對李益誓言的疑慮，姑且相信他有意和霍小玉長相廝守﹔但是一

連串的「第二級否定」很快隨著小說本文的進展而發生，它們在在實現了先前「第

一級否定」揭示的唐代社會重視出身門第以及進士浮華放浪成習等問題。

的見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頁78～79 。

44 見傅錫王，〈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84年），頁219 。

的陳寅t格即指出 「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張經學為正宗、薄進士為浮）台者，大抵出於北朝以來山東士族之舊家

也。其由進士出身而以浮華放浪著稱者，多為高宗、武后以來君主所提拔之新興統治階級也。其間山東舊

族亦有自進士出身，而放浪才華之人或為公卿高門之子弟者，則因舊日之士族既已淪替 ，乃與新興階級漸

染混同，而新興階級雖已取得統治地位，仍未具舊日山東當族之禮法門風，其子弟逞才敢浪之習氣猶不能

改易也。」參見陳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北京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年），頁261 。

作者蔣防很可能有意將唐代進士浮）台之習氣直接呈現在罔為進士的李益身上而加以諷刺 ，作為他撰寫〈霍

小玉傳〉的蓄力點之一 。

46 見汪辟遍編，〈唐人傳奇小說〉 ’頁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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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之後，李益拔萃登科，即將就任鄭縣主簿，先赴洛陽省親，必須與霍小

玉分離。這個小說本文裡的「突轉」 ( Peripeteia ），重新燃起讀者對李益的不信任

感，甚至揣測李益的離去可能暗示著小說主角之間的愛情即將遭受衝擊 。 當讀者思

考到這一層面，便又涉及到「否定性」

霍小玉送行時向李益說：

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婿，固亦眾矣。況堂有嚴親，室無

家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

陳。．．．．．．妾年始十八，君繞二十有二，造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

愛，願畢此期。然後鈔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為晚。妾便捨棄人事，剪

髮披緒，夙昔之願，於此足矣。 47

面對良賤不能通婚的法律規定和娶「五姓女」為貴的社會風尚，霍小玉深切

地體認到她與李益的愛情無法持久， 48早已將李益先前的盟誓看作「虛語」。讀者

原先以為她被李益的誓言所惑而堅信不疑，沒想到她其實是十分清醒的，這個新

發現造成讀者的「第二級否定」。霍小玉希望李益在三十歲以前的八年裡能和她歡

愛與共﹔八年之後，李益可以婚娶高門女子，而她自己則願出家為尼 。 為什麼霍

小玉不求與李益長相廝守 ，卻只是懷此「短願」呢？這樣的疑問，促使讀者嘗試將

這本文尚未表述的「否定性」揭示出來，認為：霍小玉向李益提出的「短願」，其

實是她對社會現實適可而止的妥協﹔ 49應允李益「妙選高門，以諧秦晉」，更可看

出她對社會階級和門第觀念有條件的讓步。換言之，她一開始並不想和社會現實正

面衝突，愛情的長久既不可圖，霍小王只好退而求其次，寄希望於歡愛八年的「短

願」

聽完霍小玉的話，李益既慚愧又感動，安慰霍小玉說：「咬日之誓，死生以

之，與卿偕老，猶恐未↑區素志，豈敢輒有二三。 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

必當卻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 50李益向霍小玉重申自己的誓言，雖然缺

47 詳見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 ，頁79 ° 

48 劉燕萍說：「小主的聰慧令她在戀情開始的時候已洞察自己的悲劇命運，她不只如克魯克所說是有意識地

接受痛苦，而且她在經歷痛苦之前便已經能夠預知自己將要面對的處境。 」 參見劃燕萍，〈愛情與夢幻

唐朝傳奇中的悲劇意識〉 （盡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6年） ，頁151 。這從霍小玉對李益可能「恩移情替

」的憂慮以及 「必就佳姻」的推測可見一斑。

49 劉燕萍即指出 ：「這個建議是她企圖與現實妥協，避免與不可規避的力量發生尖銳衝突的做法 。．．．．．．是小

玉希望在實際環境及與李益相戀的兩者申求取協調的方法。」參見劃燕萍，〈愛情與夢幻一唐朝傳奇中的

悲劇意識〉， 頁142 。自剖開榮亦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可憐的妥協辦法，希望歡度幾年愛情生活以後，再遁

入空門，以保全對方的事業興地位 。 」參見自剖開榮﹒〈唐代小說研究〉，頁87 ° 

50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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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可信度，但是「尋使奉迎」的保證，還是為霍小玉維繫了一絲希望，期待與李益

的重逢和廝守。讀者也暫時一廂情願地期許李益能說到做到，使他和霍小玉的愛情

真能有美好的未來。

接下來的小說本文卻使霍小玉和讀者的期望迅速破滅。李益回到家中，竟與

表妹盧氏定下了婚期 。 51此舉又使讀者的立場中產生「空白」’引發「第二級否

定」 。 李益和盧氏的婚約是母親商定的，這是娶「五姓女」為貴的社會風尚使然，

「迎娶盧氏是令李益在仕與婚的問題上可能獲得利益的安排」。但李益沒有表示反

對，多半肇因於自己怯弱的性格：「太夫人素嚴毅，生邊巡不敢辭讓」， 53母親

的嚴正剛毅已經足以讓李益退卻，更何況唐代法律對婚配不從尊長之命者亦有刑

罰，

抗的妥協對李益而言是一種失敗的行為，倘若他真的曾經喜歡霍小玉，曾經想和霍

小玉偕老，那麼，「這破壞了他追求自由戀愛的渴望」， 55導致他後來對霍小玉難

辭其咎的負心與絕惰。反之，如果李益肯試圖去改變母親的安排而解除婚約，或者

考慮納霍小玉為妾， 56就算不成功，至少也為他與霍小玉長相廝守的誓言盡力了﹔

但是，他卻選擇隨波逐流，終究沒有掙脫社會現實束縛的勇氣。 57

51 李益有〈贈內兄盧綸〉詩云：「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 。 卻將悲與病，來對朗陵翁 。 」可見李益婚娶盧

氏是歷史上實有的事．這也是作者引入本文的外在現實，目的在增加小說的真實感 。 參見彭定求等編， 〈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 1996年），冊9 ＇卷283 ＇頁3222 。

52 見劉燕萍，〈愛情與夢幻一唐朝傳奇申的悲劇意識〉 ’頁149 。 據唐傳奇 〈櫻桃青衣〉 ，主角盧子的「再從

姑」即為「五姓女」 （范囑盧氏），她嫁入崔家（亦為五姓之一），後來憑藉姻親的關係幫助「在都應舉

，頻年不第﹒漸窘迫」 的.子中學和出仕 。 此為「五姓女」對士人前途有實際助益之一例 。 參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40～41 ° 
53 見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頁79 。

54 〈唐律疏議－戶婚－卑幼自娶妻〉云：「諸卑幼在外，尊長後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

成者從尊長，還者杖 百 。 」李益對母親作主的牆姻表示服從，與社會現實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 參見劉俊

文，〈唐律疏讀簧解〉，冊下，頁I。” 。

55 見劉坤（義，〈論〈霍小玉傳〉悲劇結局的必然性〉，〈中外文學〉 （臺北）第15卷第9期， 1987年2月，頁

151 ~152 ° 
56 〈全唐詩〉中錄關盼盼詩四首並云 ： 「關盼盼﹒徐州妓也 。 張建封納之 。 張殼，獨居彭城故燕子樓，歷十

餘年 。 白居易贈詩讀其死﹒盼盼得詩﹒泣曰： 『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從死之妾，站清範耳 。 』 乃和白詩

，旬日不食而卒 。 」參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冊封，卷802 ，頁9023 。 又〈太平廣記﹒鬼三十六．韋

氏子〉 亦載：「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閱甚盛 。 當納妓于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 。 」參見李日方等編，

〈太平廣言己〉 （北京：中華書局， 2003年），冊8 ＇卷351 ﹒頁2780 。 可見唐代不乏納妓女為妾之事例 。

57 馮明惠感慨地說：「社會時尚影響人心、約制人心的力量，是普通而深刻的，要突破這層束縛，需要太多

的勇氣與膽力 ，隨波逐流，順水推舟總比逆流而上來得容易：全然能任性適意而生活的人，古來有幾？．．．

．〈霍小玉傳〉裡對李益的指責，也只不過是對嚴重的不合理的制度與習尚作一個微弱的反響 。 再者，古

代男子與女子生存的方式與目的並不相間，女子要求的，可以全部是愛情，男子要求的 ﹒卻是實際的生活

。 」參見馮明惠，〈唐代傳奇中緝妓的悲劇性〉，收入葉慶炳編，〈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愛情〉 （臺北：時

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 1985年），頁的。劉燕萍亦認為李益「一旦與現實正直接觸﹒ 便被現實原則所支自己

」 。 參見劉燕萍，〈愛情與夢幻一唐朝傳奇中的悲劇憲章龜〉﹒頁150-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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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小說本文描述了李益籌備婚事的情形：

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為約，不滿此數，義在不

行 。 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准，自秋及夏。

生自以狐負盟約，大想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

在﹒－ 58 
乞，

為了迎合盧氏這一高鬥大族的要求，李益奔走告貸，終於籌措了百萬聘財，

卻也耽誤了他對霍小玉「尋使奉迎」的保證。李益不敢違逆母命之外，積極籌措聘

財一事更透露出他對高門大族的嚮往，此二者都是隱藏在李益的失敗行為（即與社

會現實妥協）背後的「否定性」，也是他不試圖扭轉困境，反而努力促成婚事的主

因。”當然，李益因此辜負了他對霍小玉許下的盟約。背約之後的李益，不敢面對

霍小玉，對霍小玉避而不見，甚至「遙託親故，不遣漏言」，設法不讓霍小玉得知

他的音訊，想要藉此斷絕她的想望 。

其後，李益請假到長安迎娶盧氏，為了隱瞞、逃避霍小玉，更是「潛←靜居，

不令人知」、 ω 「慚恥忍割，終不肯往」。 61聯結小說本文，護者不難發現，李益

背約之後，對於他和霍小玉之間的感情問題，採取消極的、逃避的、不負責任的態

度。他為何不為自己背約的行為向霍小玉作出解釋？為何放任自己一錯再錯呢？

李益因應過失的態度與作為，和讀者的習慣性傾向大相逕庭﹔李益拋棄霍小玉

的心思與手段更令讀者憤慨而且恐懼 。 此時讀者對霍小玉的認同感已然深化，「第

二級否定」油然而生。仔細玩味其「否定性」，可以暸解逃避、不負責任這種涉及

個人道德意識的失敗行為之形成和李益的怯弱性格有關 。 由於背約允婚， 辜負了霍

小玉， 李益內心不免愧疚，只好選擇逃避霍小玉。他既不敢違逆母親的安排，又拒

絕不了高門大族的利益誘惑，所以不敢負起應負的責任而面對霍小玉。李益負心、

絕惰的失敗行為，對比他之前對霍小玉的信誓旦旦、輕易允諾，形成了極大的諷

東︱卜誠如龔鵬程所指出，（霍小玉傳〉這類作品：「表現了人在社會中的處境和社

58 見汪辟週編，〈唐人傳奇小說〉﹒頁79 。

59 吳志還說：「李益的思想性格，不可能抗拒母命﹔何況盧氏是甲族，完全符合士族婚姻制度的要求。．． ．，．．

李益忍心拋棄霍小玉，不只是 『禮法』 上需要俯從母命的問題，最根本的還是出於門閥等級的考慮 。 」參

見吳芳、達，〈唐人傳奇〉 ﹒頁56 。傅錫王亦云．「李益竟為了湊足巨額的聘金，為迎娶表妹﹒而到處求貨

，以致誤了與小玉的的期（其實根本沒放在心上） 。 這段描寫從表面上看，似在替李益的遺棄小玉脫罪，

而實際上卻點明了娶表妹盧氏，也非僅是太夫人之命而已 。 若非李益有意攀附，豈會如此用力 。 」參見傅

錫王， 〈牛李黨員爭與唐代文學〉，頁220～221 。 可見使李益妥協的社會現實不全然只是外在壓力，也是左右

他內在價值判斷的誘因 。

60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80 。

61 見汪辟迺編， 〈唐人傳奇小說〉 ’頁80 。



論（空︱、王傳）中的「否定性」 以伊是肅的接受美學理踹阱 。

會對人的要求與限制，人為了勝任其社會功能，自我遂常不斷流失。 J 62李益即是

個中一例。如果李益背約允婚、「寂不知聞」之舉是小說人物行為的「變丹紅，那

麼，潛藏在他內心深處對高門大族的嚮往、因為辜負霍小玉而萌生的愧疚，則是讀

者所要探尋的「否定性」

老玉工與延先公主對霍小玉的憐憫接濟，崔允明對霍小玉的其誠以告，韋夏

朋p63為霍小玉向李益發出的不平之鳴：「傷哉鄭卿，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

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為思之！」“還有黃衫豪士挾持李益與霍小

玉相見的強勢作為，都是小說本文裡用來對比李益個人道德淪喪、行為失敗的安

排。值得注意的是，李益對母親主婚、娶「五姓女」為貴等社會現實採取了毫無抵

抗的妥協態度﹔但他在面對「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

f于」 65的社會輿論時，卻展現出一種看似消極逃避、相應不理，其實宛若負蝸頑抗

的可疑面目，此種可疑面目之形成正與「否定J︱生」互為表裡。

自從李益沒有依約定前來迎接霍小玉後，霍小玉就費盡心思尋訪李益的下落。

由於李益早已「遙託親故，不遣漏言」，霍小玉打聽到的都是「虛詞詭說，日日不

同」，“只好「博求師巫，遍詢←益」， 67自己也陷入「懷憂抱恨，周歲有餘，贏

臥空閏，遂成沉疾」俗的困境。但她餵而不拾，不惜「路遺親知，使通消息、」， 69

卻導致「尋求既切，資用屢空」， 70必須變賣服玩之物（包括足以印證她出身王

家貴胃的紫玉釵）來度日。對獲知李益婚訊前的霍小玉而言，她內心對李益還抱

持著一絲希望﹔得知李益迎娶盧氏的真相後，失望的霍小玉仍「遍請親朋，多方

召致」， 71不放棄見李益一面。更在李益避不見面的打擊下，「日夜涕泣，都忘

寢食」， 72 「冤憤益深，委頓林枕」。 73追求愛情的連番挫敗，使霍小玉「發現」

62 見龔鵬程，〈唐傳奇的性情與結續〉，收入龔鵬程、張火塵，〈中國小說史論叢〉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1984年），頁104 。黃雅莉亦指出李益行為的矛盾：「他的行為意志完全是自家庭和社會所支配，關係到

他的個人品質，卻又不全決定於他的個人品質。他是在門閥觀愈的軌道上，由庸懦軟弱終至於絕惰寡義、

冷酷殘忍，這完全符合生活的邏輯。」參見黃雅莉，〈〈霍小玉傳〉之主題思想與人物性格〉，頁17 ° 

的韋夏卿是作者引入本文的史實人物，他是李益的密友，又是元積的岳父。〈舊唐書﹒韋夏卿傳〉即載：「

韋夏卿字雲客，杜陵人。．．．．．．夏卿有風韻，善談諦，與人間處終年，而喜＇I~不形於色。撫孤佳，恩逾己子

，早有時稱。其所與游辟之賓佐，皆一時名士。」參見劃昀等，〈舊唐書〉，冊的，卷165 ，頁4297-4298 ° 

64 見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頁80 。

的見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頁80 。

66 見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頁79 ° 

67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79 ° 

68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79 ° 

69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79 ° 

70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79 。

71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80 。

72 見j王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80 。

73 見汪辟讀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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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悍的risis ）現實與理想難以兩全，逐漸走向自毀的境地。 74

小說本文一幕幕表述霍小玉悲慘的遭遇，令讀者感同身受而為之恐懼、動容，

不禁產生哀憐之心 。 然而，在自毀的表象之下，霍小玉的行為展現出一種為愛執

著、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決心，也因此使她必須承受精神上與身體上的種種「苦

難」 (Pathos ）。誠如樂葡軍所說：「也許我們以為霍小玉是情感陷執的自我摧

毀，其實，由頭至尾，霍小玉睹見一切真實。我們納悶，為什麼她不能在了解了李

益的為人以後跳出這痛苦深淵？她可以嘲弄人世，她可以遊戲感情，以化解內心的

悲傷，但是霍小玉卻不，她另外選了一條路，那條路只是個斷崖，可是她自由選擇

了它 。 」叮當讀者正對霍小玉為愛執著而不惜走向自我毀滅的行為產生「第二級否

定」時，「否定性」的探究已指引讀者注意到她的自由意志。與李益對社會現實毫

無抵抗的妥協不同，霍小玉對她早已認清的社會現實一開始就只想有條件的讓步，

不想在自己的自由意志所構築的愛情樂土上全盤棄守。李益的負心和絕情固然對她

造成莫大的打擊，卻也激發出她與社會現實抗爭而不恤生死的頑強意志。這種頑強

意志已然超出了常規，在讀者的主觀意識中產生「空白」’是讀者難以想像的 。 76

即使霍小玉與社會現實的抗爭行為最後失敗了，「以志率情，最後是折辱在無

情的現實人生之中，不兔令人惋痛」’”甚至被視為一種用情太痴、佔有慾太強的

「錯誤」 ( Hamartia ）﹔ 78但是在自由意志的層次上，比起接受社會現實支配的李

益，霍小玉顯然是勝利的。 79有了這一層體認，讚者因為霍小玉悲慘的遭遇所引發

的恐懼、憐憫等消極情緒，可望提昇為德國哲學家伊瑪努埃爾﹒康德（ Immanuel

74 柯慶明 〈論「悲劇英雄」 一個比較文學的觀念之思索〉 文指出 ： 「悲劇英雄們，如絢伯的不以自己的

過失等等來解釋他的不幸，而繼續他的天問：如伊狄帕斯既不停止追查於前，在發現真相之後，則雖以刺

瞎雙目及要求放逐自懲，卻並未率爾輕生，而選擇了忍受合唱隊所謂的『寧可死掉」 的悲痛，繼續走完艱

難的生之旅途：正都是這種尋求自覺、清醒、而真實且充分的去生活的範例。」參見柯慶明，〈境界的探

求〉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77年），頁的～66 。 讀者對霍小玉發現真相後的自毀行為雖然具備罔惰

的了解 ： 但也不難察覺，霍小玉與西方所謂悲劇英雄的形象的然存在著境界上的差異 。 換句話說，悲劇元

聚在這小主的不幸遭遇中已見雛型：可是當我們以嚴格的標準檢視畫小玉這個小說主角人物，她很有可能

僅被理解為悲劇英雄的未完成品 。

75 見樂積軍，〈意志與命運 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 （臺北：大安出版社， 1992年），頁72 。

76 樂哥哥軍認為：「霍小玉 『之死靡它」 情感之矜貴超凡，完全是由 『意志』 這不朽而超絕乏力雕鑿而成的 。

」又指出霍小玉：「在意志上用力之強，而致超出了常規，好像一個跳遠選手，拚力之下竟跳過了沙坑以

致于斤臂斷肢一樣 。 」參見樂吾吾軍， 〈意志與命運一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頁36 、 41 ° 

77 見樂吾吾軍， 〈浪漫之愛與古典之情〉 ﹒ 收入葉慶炳編，〈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愛情〉，頁147 。

78 朱昆愧評霍小玉：「若說她有錯誤，那便是她性格上的弱點一她的用情太痴，她佔有的慾望太強，她愛與

恨的情感太劇烈，以致於落入不能自拔的地步。」參見朱昆愧，〈一篇不平凡的唐朝小說一〈霍小玉傳〉

試評〉，收入柯慶明、林明德主編，〈中團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小說之部（二）〉﹒頁151-1泣 。

79 劉燕萍即云： 「她的敢愛敢恨，以個人薄弱的力量，決不肯向現實低頭的頑強，卻令她在忍受痛苦的過程

中獲得提昇﹒ 並在精神的層次上撞勝 。 」所謂精神上的勝利，亦即自由意志獲得伸張的勝利 。 參見劉燕萍

，〈愛情與夢幻一唐朝傳奇中的悲劇意識〉，頁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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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所謂的「崇高」 (Sublime ’亦譯為「壯美」），對霍小玉勇於抗爭的悲壯

精神給予崇敬或驚羨的迴響，從而獲得一種愉悅的審美感受。 80

四、性格之變異

黃衫豪士的出現，雖然打破了李益與霍小玉無由相見的僵局﹔但是，小說本

文對兩人突如其來的重逢並沒有給予祝福，霍小玉「既合而解，亦當永訣」 81的夢

﹛致，向讀者預示她即將死亡。

霍小玉再見李益，先是「含怒凝視，不復有言」，也再貝lj 「乃側身轉面，斜視

生良久」’的進而舉酒酬地說：

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

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

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 84 

這番控訴表露出霍小玉對於李益負心、絕情的強烈譴責，死後化為厲鬼作祟

的詛咒，更蘊含弱女子在無法抵抗社會現實的情況下轉藉超自然力量報復背約之人

的悲憤。 85此外，由離別之時的想望到病中的失望、絕望，乃至死前的悲憤，讀者

的閱讀情緒不兔被霍小玉性格的激烈轉折所震撼，繼續引發「第二級否定」，朝向

80 伊瑪努埃爾﹒康德（Immanuel Kant）將「崇高」 (Sublime）分為兩種：一為「數量的崇高」 （按：或譯

為「數學的崇高」），特點是對象體積的無限大，一是「力量的崇高」 （按：或譯為「力學的崇高」）

特點是對象引起令人恐懼又令人崇敬的巨大力量或氣魄。他在〈審美判斷力的批判〉第28節闡述「力量的

崇高」說：「高聳而下垂威脅著人的斷岩，天邊屢屢堆壘的烏雲裡面挾著閃電與雷鳴，火山在狂暴肆虐之

中，聽風帶著它摧毀了的荒墟，無邊無界的海洋，怒濤狂嘯著， 個洪流的高j暴，諸如此類的景象，在和

它們相較量裡，我們對它們抵拒的能力顯得太渺小了。但是假使發現我們自己卻是在安全地帶，那麼，這

景象越可怕，就越對我們有吸引力。我們稱呼這些對象為崇高，因它們提高了我們的精神力量越過平常的

尺度，而讓我們在內心裡發現另 種類的抵抗的能力，這賦予我們勇氣來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較量

一下。」參見伊瑪努埃爾﹒康德（Immanuel Kant）蓄，宗日華、童車民譯，〈判斷力批判〉 （旦旦益區旦旦

Wilhelm Ernst Ausirnbe. Druck von Breitkoof und Hartel in Leiozi!!) （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7年），卷

上，頁101 °霍小玉與社會現實抗爭的自由意志，將使讀者產生一種力量的崇高感，克服先前的恐懼，進而

對霍小玉不畏艱難的奮門精神產生一種崇敬或驚羨的審美感受。

81 見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頁81 。

82 見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頁81 。

83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81 ° 

84 見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頁81 ° 
的劉坤儀認為： 「這情節的安排也正是李益的這諾而得到合理的懲罰，還是通過小玉許下的咒詛而表現的。

．．．李益的負心也破壞了他與小玉的口頭保證，故執行懲罰的理應為小玉本人，所以懲罰李益的不只是一種

超自然力量， 更重要的是小玉是這超自然力量的執行者。」參見劉坤儀，〈論〈霍小玉傳〉悲劇結局的必

然性〉，頁152 。動~燕萍也指出：「化鬼之威嚇，更表現了弱女在無力抵抗現實下，竭力反擊的心理。」參

見劉燕萍，〈古典小說論稿一神話﹒心理﹒怪誕〉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6年） ，頁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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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審美境界邁進。細探霍小玉性格變異的原因，讀者發現，李益的失敗行

為自然是極為重要的導火線。是李益的負心與絕情，導致霍小玉性格的「變形」

造成霍小玉的香消玉頰，此即讀者在閱讀中可以體會到的「否定性」

對於霍小玉的死，讀者原以為李益會像之前避不見面那般冷漠以對，沒想到

他卻「為之編素，日夕哭泣甚哀」，“此舉又令讀者產生「第二級否定」，進而疑

惑，李益為何會為有如此異乎往常的表現呢？這個問題同樣涉及到小說本文的「否

定性」 。 李益為霍小玉服喪哀泣，可以說是他性格變異的開始。究其原因，也許是

對霍小玉含恨而死的愧疚與補償心理使然，也可能是厲鬼報復的詛咒令他心生恐

懼而不得不然。他的哀泣，或許有幾分真實感，以致能感動霍小玉的鬼魂顯靈說：

「規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 87但是，李益的真情流露能維持

多久呢？他在霍小玉下葬之日，「至墓所，盡哀而返」’”讀者彷彿看見一個因為

霍小玉之死而誠心悔過的李益。

令讀者驚訝的是，李益「後月餘，就禮於盧氏」， 89霍小玉抨土未乾，李益已

迎娶盧氏，令人匪夷所思，再度造成讀者的「第二級否定」。為什麼李益有如此可

議的作為呢？他先前的哀泣是真是假呢？小說本文對這些問題均留下「空白」。在

填補「空白」、探究「否定性」的過程中，讀者除了質疑李益先前哀泣的真誠度，

似乎也能感受到李益所面對的、比小說本文裡的社會輿論更令他無法抗拒的外在壓

力，即唐代社會重視出身鬥第的現實，李益終究無法擺脫其間的侷限與誘惑，這種

現實的壓力暫時掩蓋了他好不容易被喚醒的良知。王夢鷗曾根據史實評論李益：

「這可說是在正史上有門有戶的人物了。他自稱『身承漢飛將，束髮即言兵』，又

自謂『涼國世將之後，乃西州之遺民』。顯然，他很以其族望自豪。」”即使讀者

願意相信李益對霍小玉的死真的感到悔恨、悲傷﹔但是，在延續門第興盛的利益考

量下，李益卻不敢也不想因為霍小玉的死耽誤他與盧氏的婚事。

李益實現了攀附高門大族的世俗理想，但是隱藏在他內心深處的罪惡感卻逐漸

泛濫，轉化成為婚後「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圳的低落情緒以及一連串猜忌妻妾的

行為。小說本文的末尾寫道：

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虛氏寢，忽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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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告︱、閥門的「否定性」 一以伊是肅的接受美學理論林撮 ＼。

屯。匕作聲。生驚視之，貝1j 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自英慢，

連招盧氏。生惶遮走匙，遠慢數臣，快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

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句日，生

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床，忽見自門拋一斑犀如花合子，方園一寸餘，

中有輕緝，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 。 生間而視之，見相忠于二，叩頭蟲

一，發殺賞一’，噓駒媚少許 。 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對虎，引琴撞擊其

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

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啤膳妾之屬，贊同枕席，便加晶石忌。或有

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

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 。 」

日日陳說，欲令懼己，以肅清閉門。出則以浴斜覆營於株，週迴封署，

歸必詳視，然後乃間 。 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蟀曰：「此信州葛溪

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

焉。”

李益婚後，離奇的事件層出不窮，致使他猜忌、虐待妻子盧氏，兩人因而離

異。但是，李益猜忌的性格未嘗稍滅，反而轉移到侍牌駿妾的身上，甚至因此殺

人，更藉這些事例來惘嚇寵姬營十一娘不得出軌。婚後的李益顯露出猜疑過甚、殘

暴不仁的性格缺陷，儼然構成一種「妄想型」的疾患’”使他一直無法有正常的夫

妻生活。起初，讀者由霍小玉死後化為厲鬼作祟的詛咒，很容易聯想到這是霍小玉

對李益的復仇行動所致，或將其視為李益背約負心的失敗行為造成的因果報應 。 94

不過，厲鬼作祟畢竟太超現實了﹔讀者寧可認為李益所見的鬼祟以及他的疑心病都

92 見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頁81 ～82 。

的由變態心理學的研究得知，妄想型人格疾患患者的主要特點是猜疑、高度敏感、刻板、嫉妒與妞辯 。 「他

們不易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歸之於別人過失一甚至歸因於別人不良的動機。」參見羅勃C ﹒ 卡森（Robert

C. Carson）、詹姆士N ﹒布奇（James N. Butcher）著，游恆山諱，〈變態心理學〉 (Abnormal Psvcholo2v 

and Modem Life) （臺北 ：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3年），頁276～277 。 阿佛瑞德﹒阿德勒（ Alfred Adi叮）

亦將「猜忌」列為「侵略性的性格特徵J 說：「猜忌有千百種形式 。 對人不信任而採取窺伺態度﹔對人加

以吹毛求疵的估量：不斷地擔心自己被冷落，這些都是猜忌的表現 。 ．．．．．約束他人的自由以期使之屈從於

己﹒這些都屬此一特性的平變萬化的形式 。 給別人定下一套規則以約束其行動，是猜忌者最愛耍的 種把

戲 。 當一個人要把一套 『愛的法律』 加諸對方身上，要在愛人的四周築起一堵圍牆，或者規定其應往那兒

看，應做些什麼，應怎麼想之時，他便是按此一特殊的精神模式行事 。 猜忌心亦可見之於對他人之加以貶

抑與責備：這些無不是達成目的的手段：剝奪他人的意志自由 ， 置於一定的轍窩 ， 加予極倍 。 」參見阿佛

瑞德﹒阿德勒 （ Alfr吋 Adler）茗，歐申談譯，〈人性入門（下） ：性格學〉 (Understandin!! Human Nature 

)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1993年），頁的。很據以上的說法，比對李益婚後之性格變異以及他防範妻

妾的行為，多有若合符節之處 。

94 -F孝萱指出： 「蔣防描寫李益拋棄霍小玉，小玉的冤魂化為 「厲鬼』 ，作祟，使李益猜忌妻妾， 「終日不

安』 。在今天看來，這是不科學的，無人相信。但在佛教盛行、因果報應之說蠱惑人心的唐代，這種說法

還是能贏得讀者的 。 」參見下孝董，〈唐人小說與政治〉 （廈門 ： 鷺江出版社， 2003年） ，頁3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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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內心罪惡感的反映，仍是由「壓倒性的憂傷或失望」乃至沉重的壓力所促發。 96

王夢鷗更直指鬼祟之說「似是別有用意的捏造」。”可見李益婚後的性格變異亦引

發讀者的「第二級否定」，殘暴不仁的性格畢竟與李益先前給人的懦弱印象截然不

同。即便他的性格中含有「疑懼」的因子，但為何會在婚後轉化為如此強烈的妒

忌猜疑，令他產生種種醜惡、脫序的行為呢？讀者不僅要找出李益婚後性格變異的

可能原因，甚至想瞭解李益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從閱譚初期的輕浮形象到之後負

心、絕惰的作為，再到尾聲凶殘、醜惡的行徑，作者為何要對李益進行一連串深刻

而負面描寫呢？在比對典籍資料以後，讀者察覺〈霍小玉傳〉的本文劇目與史實存

在著某程度的反差，因而造成讀者的「第一級否定」，想探究隱藏在這種反差背後

的「否定性」

《舊唐書﹒李益傳》指李益：「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

而有散灰扁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姑癡為『李益疾』﹔以是久之不調，而流輩皆居

顯位。」”可見李益年少之時即有疑心病，防範妻妾過於嚴苛，甚至對他的仕進產

生不利的影響。李肇《唐國史補》對李益的疑心病敘述較詳：「散騎常侍李益，少

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靈府也，為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

乃疾之本也。」”王夢鷗雖然懷疑《舊唐書》 「散灰扁戶」及《唐國史補》 「為物

所中」的說法可能受到〈霍小玉傳〉的影響，但他也指出：「李益與盧氏的婚姻

破裂，是出於妒痴的毛病，甚有可能。」 100誠然，讀者進一步要問：李益早有疑心

病，作者又為何要將之描繪成負心、絕情後的厲鬼報復，極力凸顯他的性格缺陷

呢？典籍資料裡其實透露著一些「否定性」的頭緒。

《舊唐書﹒李益傳》說李益：「自負才地，多所凌忽，為眾不容，謙官舉其幽

的劉燕萍認為：「受到超我的責備，李益產生罪惡感是必然的事，小玉鬼魂的出現，便是一個證明。．．．．．．他

曾經對小玉不忠，但他卻嚴懲可能對他不貞的妻妾。李益的「疑病』亦是他的罪惡感的投射。」參見劉

燕萍，〈愛情與夢幻一唐朝傳奇中的悲劇意識〉﹒貢157～159 。 許建崑亦云：「論者多以小玉為『惡靈』

的化身﹔但如果從潛意識心理考量，李益施暴於妻妾，是一種反向作用。當他個人抉擇錯誤，又受到環

境強大的壓力﹒無法保有對撞小主的情愛時﹒身旁的妻妾反而視如草芥。 ．．這個「慈靈」，應該是生

自李益的內心深處 。 J 參見許建崑，〈〈霍小玉傳〉深層心理結構探幸的，頁憫 。

96 據變態心理學的研究：變態行為的促發起因（precipitating cause) 「是指某個狀況超出個人的負荷，因此

引起某種疾患，例如壓倒性的憂傷或失望。」此外，「大多數的情況是個人先具有某種心理疾憊的素質

（按：即容易引起某種疾患的傾向），然後在壓力的運作下引起該疾患。」參見羅勃C ﹒卡森、詹姆士N

﹒布奇著，游恆山譚，〈變態心理學〉，頁l 12 、 l 15 。辜負霍小玉而產生的愧疚感、霍小玉之死所造成

的悲傷情緒乃至鬼祟詛咒如影隨形的壓力，皆成為李益生活申難以承受的負荷，因而促發他婚後的性格

變異。

97 見王夢鷗’ 〈唐詩人李益生平及其作品〉，買21 ° 

98 見智~間等， 〈舊唐書〉，冊l I ’卷 137 ，賣3771 ° 

99 見李肇’〈唐團史補〉 （臺北：世界書局， 1991年），卷中，頁38 。

100 見王夢鷗， 〈唐詩人李益生平及其作品〉，頁25 。



論（容︱叫〉中的「否定性」－J,,;lff閥的接受美體制阱。

州詩旬，降居散秩。」 JOI王夢鷗據此推論李益「自負」、「凌忽」的行徑可能引發

當時文士乃至作者蔣防的不滿，憤而撰寫〈霍小玉傳〉以毀謗李益。他的說法反映

了讀者對「否定性」的一種認知。 102

另一方面，根據史實，〈霍小玉傳）的作者蔣防與李益的政治立場是不同的。

《舊唐書﹒敬宗本紀》載：

癸末，貶戶部侍郎李紳為端州司馬。丙戌，貶翰林學士、駕部郎中、

知制詩龐嚴為信州刺史，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措蔣防為汀州刺

史，皆紳之引用者。 103

在中唐時期著名的牛李黨爭中，李紳是李黨的重要人物，蔣防既為他所提攜，

自然也屬李黨中人。唐敬宗即位後，李黨失勢，李紳旋即被貶，蔣防亦不能倖免。

又《新唐書﹒牛僧孺傳》云：

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閩、皇甫逆俱第一，條指失政，

其言骰訐，不避宰相（按：指李吉甫）。宰相怒，故楊於陵、鄭敬、韋貫

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誦去。 104

李益曾因拔躍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是等人而遭誦去，與李益同時被貶的楊於

陵，就是牛黨要員楊桐復的父親。李益的政治立場雖不明確，但至少他拔攘的牛僧

孺、李宗閔都是後來牛黨的中堅，李益此舉顯然不為李黨的宰相李吉甫所喜。在黨

派利害的態蔥、下，李黨的蔣防如果藉由撰寫小說來攻擊沾染牛黨色彩的李益，並不

會令人意外。

以上關於「否定性」的探究，使讀者傾向認為：（霍小玉傳〉中李益婚後的

性格變異以及他先前輕浮、負心、絕情等惡行，極有可能都是作者藉以抵毀、醜化

李益而刻意渲染的結果，著意誇大、扭曲史實中的黑暗面，以造成對李益不利的影

響。小說本文裡的李益蒙受種種負面的描繪，極有可能與中唐牛李黨爭、士人相互

傾車L的政治事件存在著因果關係。換言之，唐人假小說以攻擊政敵，正是讀者在閱

IOI 見劉昀等，〈舊唐書〉﹒冊11. 卷137 ，頁3772 。

102 王夢鷗指出． 「竊謂〈撞小玉傳〉之製作，當在謀官糾彈之前或同時，諸文人為不I甚其「凌忽」’乃激而

出此。但因〈霉傳〉所言者僅為闇閣細故，不足以動其根本，然後乃引其怨望詩句而正式提出彈刻也 0 iS9: 
〈霍傳〉可視為文主因積怨而發憤之作，其性質殆即「謗書』。」參見王夢鷗，〈〈霍小玉（專〉之作者及

其寫作動機〉 ，〈國立政治大學學報〉 （臺北），第I9期， 1969年5月，頁161 ° 

I03 見劉昀等，〈舊唐書〉’冊2. 卷17上，頁507～508 ° 

I04 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冊17 ，卷 I74 ，頁5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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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末了的「第一級否定」中所概括表明的實質性問題。 l的

五、結語

本論文將伊瑟爾「本文 讀者相互作用」的審美反應理論應用於〈霍小玉傳〉

的閱讀過程，進而探究出此一唐代小說可能蘊含的「否定性」

「否定性」的探究，促使讀者把小說本文裡的新發現與唐代的社會、歷史、文

學等規範進行比對，隨著閱讀時程的推進，適時地調節自己主觀意識中對於整個愛

情故事發展的盼望。讀者的想像力被「空白」和「否定」激發出來，於是對李益與

霍小玉之間的互動提出各種疑問，並嘗試研判小說人物行為及性格的「變形」背後

可能潛藏的答案，藉以強化自己對小說本文意義的理解。如此一來，〈霍小玉傳〉

的閱讀過程不再只是單調的本文表述，它包括了讀者想像力對小說本文的建構性反

饋（ constructivist response ），成為一個雙向的、創造的審美活動。

在閱讀過程中，李益的醜惡行徑、霍小玉的悲慘遭遇以及兩人愛情不圓滿的結

局，都成為讀者關注、聯結的本文圖式。唐代社會重視出身門第、進士浮華放浪成

習、唐人假小說以攻擊政敵等實質性問題，則是「否定性」產生的根源，它們被讀

者的「第一級否定」概括表明，進而被許多「第三級否定」所實現。當讀者把〈霍

小玉傳〉的本文聯結成一個整體的審美對象，他們原本懷疑、憤慨、恐懼、憐憫等

消極的、情緒化的閱讀反應，將被崇敬或驚羨的快感（ pleasure ）所取代，昇華為

意味深長的、「崇高」 (Sublime ）的審美感受，從而體現這篇唐代小說作為藝術

作品而存在的人文價值。

105 傅錫王即謂： 「蔣防與李益，一為李黨， 為牛黨，在政治立場上是絕對對立的。自然蔣防杜撰〈霍小玉

傳〉以攻擊李益的薄倖，揭發他的醜間，是極有可能的。」參見傅錫王，〈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頁

230 。王夢鷗 〈〈霍小王傳〉之作者及故事背景〉一文亦言明：「李吉甫時代之有〈霍小玉傳〉，猶之乎

其子李德裕時代之有〈周秦行紀〉。二者雖皆假手硨官，然前者為牛李黨爭之先聲， 而後者則為牛李黨爭

之尾聲而已。 」參見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3年），集2 ，頁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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