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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典人的交涉
一談〈搜神記，〉中的鬼故事類型及其意泊

陳怡伶

【提要】
志怪小說萌芽於先秦，形成於兩漠，繁榮於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中的
珍貴資產。魏晉的紛亂時代造就了澎濟與轉變的文化思潮，加上佛教傳入、玄

風盛行及傳統道教的漸趨成熟，使得志怪小說得以興盛。其中平寶《搜神記〉
一書內容豐富而多樣，堪稱魏晉志怪小說的代表作，在中國志怪小說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而志怪小說中叉以描寫鬼故事為最多，也最精采，鬼故事的呈現不
僅是寫作上的重要題材，也可以從中看出作者所想要表達的內在涵意。本文試
就〈搜神記〉一書中的鬼故事類型為研究對象，企圖藉由分析其中的鬼故事類
型，進而探索出隱藏在故事背後的深層意義，希望能對魏晉南北朝的社會背景

與文化思想有進一步的認識。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搜神記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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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世界各地的許多民族中，鬼魂崇拜都是一種較普遍的宗教現象。中國古

代也有靈魂不滅的觀念，古人認為，人死後軀體葬於地下，而「精神」則不滅，

這便是鬼1 。根據考古發掘資料顯示，在殷商時期就具有鬼魂崇拜的觀念，而且
當時的人普遍認為鬼魂不僅能感恩報答，還可以懷怨復仇，而先秦典籍中對於
鬼魂事件的記載，說明了鬼魂崇拜真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民俗導向。

如果說先秦兩漢時代，充斥在小說領域的是仙風道骨，那麼魏晉以降，則

游弋著冥鬼幽魂2 ，其承襲秦漢神仙小說〈山海經》及《穆天子傳〉發展而來的
志怪小說，其內容不外乎神、鬼、仙、妖四大故事類型，而其中以鬼故事所佔
比重最大，各種鬼形象紛紛登台亮相，其形成的原因，與原始的鬼神信仰、宗
教思想的介入以及生命的憂患意識有關，而鬼故事的產生真有它特殊的社會作

用，如厚葬風氣的興盛、占←吉凶的觀念以及文化藝術的創作等都跟鬼魂信仰
的觀念有闕，而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鬼故事，不但為後代的小說戲劇創作提供了

很好的養料，而且對於中國的鬼文化研究真有重要的意義。

在魏晉時期眾多的志怪小說中，東晉初年平寶所撰的〈搜神記〉’是魏晉志

怪小說的代表作，根據平寶〈搜神記〉中的序文提到此書的材料來源有以下兩

個方面：一是「考先志於載籍」、「承於前載者」’也就是輯錄自前人著作﹔二是
「收遺俟於當時」、「採訪近世之事 J 即干寶自行採集編寫而成，其內容多記「古

今怪異非常之事」，而干寶撰寫此書的用意則在於「明神道之不誣」、「游心寓目

而無尤」 3 ，由此可知此書內容廣泛而多元，而且包含了豐富而多樣的思想，是
探討魏晉南北朝時代所不可缺少的重要著作。甘寶在〈搜神記〉成書之後，會

拿給劉梭看，當時劉↑炎稱讚平寶說：「卿可謂鬼之董狐4 」’可見此書在當時是很
受重視的一部著作，此外在〈晉書〉中也提到此書：「博採異同，遂混虛實5J ’
說明了它在志怪小說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從〈搜神記》可以發現其中有關
鬼的故事著墨不少，對於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風氣及民間思想真有一個

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即以《搜神記〉中的鬼故事為核心，分析〈搜神記〉中
的鬼故事類型，希望能從中探討故事背後所蘊藏的時代意義，希望能對藉由〈搜
神記〉的研究而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背景與文化習俗有進一步的認識。

1 如﹛左傳﹒昭公七年〉：「人始化日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 。是以有精爽，
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叉如孔穎達﹛ 正義﹜：「聖王緣
生事死，制其祭肥 ，存亡既異，別為作名，改生之魂日神，改生之魄日鬼。」

2 柳岳梅：（魏晉南北朝志↑圭和古代鬼魂崇拜），﹛北方論叢〉總號第 150 期， 1 998 年 8 月，頁
70 。

3 平實著：〈搜神記﹒序卜收錄於﹛叢書集成﹜，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頁 1 。
4 平實著、黃鈞注譯：〈新譯搜神記〉（台北：三民書局， 1996 年 1 月），頁 5 。
5 平實著、黃鈞注譯，〈新譯搜神記﹜（台北：三民書局， 1996 年 1 月），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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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鬼典人的交涉一〈搜神記〉中的鬼故事類型

甲骨文中，「鬼」字的寫法是「

」’下面像跪著的人，上面是奇形怪狀的

頭，這大概就是遠古時代人們所想像的鬼的樣子6 ，可見人和鬼在古代人的觀念
中是有相同之處的，再加上人們對鬼魂的崇拜與想像，使得人和鬼之間的關係
非常貼近，儘管鬼有時也令人感到恐怖可怕，但從根本上來說，人們並沒有將

鬼排斥在生活之外，因此人鬼並存的觀念，歷經千年而不廢，綿延萬里而不絕，
鬼魂觀念不但是古代先民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鬼魂故事的創作與傳播更

是源遠流長。

根據現代考古學家的說法，認為「以鬼神崇拜為核心的原始宗教起源於幾
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7 」，而在《說文解字》中也提到關於「鬼」字的意義

說：「人所歸為鬼，從人，像鬼頭。」’另外如〈韓詩外傳〉也說：「死者為鬼，
鬼者歸也。」由此可見古人相信人死後會變成鬼8 ，因此鬼魂崇拜在中國的歷史
上是源遠流長的。有了鬼魂觀念後，就產生了對鬼魂的崇拜，所以在《禮記﹒

祭法〉中記載對於鬼神的祭爾巴之禮，祭紀是鬼魂崇拜的主要形式，祭爾巴包括祭
神和祭粗，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表現，同時也是一種鬼魂崇拜，幾千年來，
祭紀逐漸成為我國民間的一種活動，人們通過這種活動，希望能夠得到神靈與

祖宗的庇祐’這種鬼魂崇拜對我國民族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中國傳統的看法，是把萬物的成毀皆視為氣的聚散﹔而表現在人之生命的

生死，則是氣之中精粹部分的變化9 。這一形成人的所謂「精氣」叉由兩大部分
組成，一日「魄」﹔一日「魂」’亦即古人認為人之生是陰陽兩種不同出處的宇

宙元素匯合的結果，陽元素為魂，來自上天，陰元素為魄，來自下地10 ，人之
死亡，這兩種元素也就回歸各自的本源，所以把死看成是「皇帝」 II ，也就是中

國古人將萬事萬物區分出既對立叉統一的陰陽的觀念，在人們眼中，魂屬陽，
魄屬陰，故有陽魂陰魄之稱，當人死之時，「魂」因為是「陽」’故「離形」而

「升天」﹔「魄」因為是「陰 J 故附在人之軀體歸於地 12 ，故古人把升天的精神

6 羅潔清：（“鬼”字的用法與鬼魂崇拜〉，﹛殷都學刊﹜ 1998 年第 3 期， 1998 年 3 月，頁的。

7 宋兆麟，﹛中國神秘文化〉（河北：河海大學， 1992 年 3 月），頁 2 。

s 關於鬼的原型， 根據葉舒憲先生綜合各家的說法認為共有死人說、異族醜人說、類人動物說、
骷髏說、六頭神像說等，其詳文請參見葉舒憲先生的（“鬼”的原形〉一丈， 而本文所採用的
定義是以「死人說 」的看法為主要論述依據。

9 ﹛莊子﹒知北游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10 葉舒蔥，（“鬼”的原形一兼論“鬼”與原始宗教的關係），〈准陰師範學院學報﹜第 20 卷總
號第 78 期， 1998 年 2 月，頁 87 。

II 如〈列子﹒天瑞〉： 「 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叉如〈論衡﹒論死﹜：
「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
12

《禮記﹒郊特牲〉：「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周禮〉：「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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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魂視為神，而將歸士的骸骨即魄視為鬼，由此可知，鬼的原型就是人的屍骨。

鬼是人死後所形成的，所以它們的生活範圍除了冥界之外，也會重回人世，
也許是心中有所眷顧，也許是為了報仇，也許是為了報恩．．．．．．所以人鬼之間擁
有著非常密切關係，正如列原﹒布留爾所說：「對原邏輯思維來說，人儘管死了，

也以某種方式活著，死人與活人的生命互滲13 」’故筆者擬以人、鬼關係來作分
類，故《搜神記〉中的鬼故事類型大致可以分成鬼與親人、鬼與愛人、鬼與仇

人、鬼與友人及鬼與陌生人等五種，以下即就此五種鬼故事類型進行分析，希
望能藉此探討其深層意義。

一、鬼與親人
人生在世，與自己感情最深厚的就是親人，一旦有什麼意外，心中最放心
不下、最難以割捨的也是血濃於水的親惰，所以在志怪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去

世的人透過種種的方式，或表達對親人的思念，或對親人傾訴心中的悲苦，或

希望親人代為完成的遺願等等，縱使幽明阻隔，鬼依然、關懷、想、念世間的親人。

根據《搜神記｝ 14 中的記載，鬼故事中鬼與親人的關係叉可以細分為：
（一）訴冤：

如卷十五第 368 則中記載了一名已死的男子顏截託夢給他的父母說他陽壽

未盡，只因服藥太多，傷及五臟，希望父母不要急於將他下葬。叉如卷十六第
380 條記載了蔣濟的妻子夢見死去的兒子來哭訴自己死後的生活非常困苦，希

望父母能幫助他脫離困境。

（二）請願：

如卷四第 74 則提到胡母班應亡父之求，懇請泰山府君讓他的父親做了社

公。叉如卷十六第 382 條提到了溫序死後向長子托夢「久客思、鄉」’希望見子能
將他的骨骸送回家鄉安葬。

在這些故事中，說明了即使人鬼殊途，但是鬼最信任及最牽掛的就是自己

魄。」

13 郭于華，﹛死的困擾與生的執著一中國民間喪葬禮儀與傳統生死觀〉（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 1992 年 7 月），頁 119 。

14 本文所引用的〈搜神記﹜為中華書局出版的﹛叢書集成﹜初編本，故文中其它關於〈搜神記﹜
之引文，僅標明則數或篇名，不再男行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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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的親人，所以無論是有所請求，或是有所想念，鬼仍然會透過托夢或現形

等方式與親人見面。

二、鬼與愛人

鬼其實和人一樣，也有複雜的感情世界，魏晉南北朝的鬼故事中，關於這

類的鬼故事描寫的非常多，閱讀《搜神記〉之後，可以發現人鬼戀的類型大約

有兩種模式：
（一）露水姻緣

這種類型的故事有的是男子途中巧過女鬼，配得良緣，如卷十六第 395 條

記載辛道度「游學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見一大宅 J ’遇到秦閔王死去的女見，自

稱「亡來己二十三年，獨居此宅 。 今日君來，願為夫婦 。 」但是大多數的故事
到最後都是必須面對分離的痛苦結局﹔另外也有些是女鬼主動上門，成其好事，

如卷十六第 396 條的談生「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
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為夫婦。」在這種模式中，女鬼都是主動求婚，夜

來畫去，舉止或多或少異於常人。
在這類故事中，男主角大多是真實的人，女主角則多是鬼魂，這些看似荒
謬的情節充分地表達了魏晉時期青年男女想要衝破門第界線實現自主婚姻的願

望。
（二）轉世再生

在舊社會中，男女之防甚嚴，往往使得美好姻緣無法締結，因此只能在死

後希望藉著時空的轉換來跨越禮教的束縛，如：卷十六第 394 則記載吳王夫差
的女見紫玉和男子韓重的愛情故事。紫玉為情而死，為情而冥會，為情而救韓

重，她的熱情執著，生死不渝，深刻地表現了封建社會中男女對真摯，情愛的追

求。

生死的隔閔，迫使人間的情愛在莫可奈何中會j捨，而對這無可抗訴的離異，

人們總是冀望有一種銜接與溝通的方式，使情緣可以再績，而此類愛情故事所

散發出來的動人力量，不會因死亡而斷絕、寂滅，反而能使其淒美愛情蔓延於
時空長河中。

如卷十五第 359 條的王道平真情感動天，而能與已死的愛人父喻團團，叉

如同卷次條的河間郡男女因為雙方的真情摯愛得到上天的眷顧，所以女子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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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下嫁他人而病死之後，能夠死而復生與男子再續前緣。這種類型一般都是男

女彼此相愛卻無法相守，女方另嫁他人，後來抑鬱而終，男子精誠所至，彼此
的真情感動鬼神，於是女方還魂與其相聚。
根據以上幾個故事，可以發現這些人鬼相戀的故事都具有幾個類似的特

徵’首先是這些鬼故事中大多是女鬼與人相戀，其次是這些故事中的主角之一
雖然是鬼，但是這些鬼比起傳統認知上的鬼的形象，更顯得人性化了，而其情

節的發展也不再如此的虛幻，而是更趨近於人倫生活了，而這些愛情故事大多
以悲劇告終，其中也反映出當代男女對追求自由愛情的渴望與失望時的無奈之
惰。

三、鬼與仇人

鬼的人際世界也有自己的倫理秩序，所以對於是非觀念也是秉持著有恩報
恩、有仇報仇的理念，雖然自身的生命已不存在，但是在陽闊的一切恩怨，並
不會隨著人的死亡就一筆勾消，對鬼而言，只要是自己的仇人，它都會利用種

種的方式進行報復行動，而通常鬼報復仇人的方式有兩種：

（一）直接復仇

如卷五第 249 則的庚亮因為欺騙了鬼，沒有遵守與鬼之間的約定，所以受
到鬼的報復而暴斃。叉如卷十六第 390 則中的秦巨伯因為曾與鬼結怨，所以鬼

就用計讓他殺了自己的孫子來向秦巨伯報復。
（二）間接復仇

其復仇的方式有向人伸冤來為己報仇者，如卷十六第 384 條中記載了無辜
受害的蘇娥鬼魂向交州刺史何敞訴說自己遭亭長龔壽謀財害命的不幸遭遇，在

陰間投訴無門的情況下，向陽間刺史申訴，何敞訪明真相，緝拿兇犯，「以明鬼
神，以助陽誅。」另外還有一種報復行動主要是透過驅動萬物來訟冤辯屈，如

卷七第 216 條，提到淳于伯死後，冤氣沖天，河東郡地區「遂頻旱三年」。
在這些鬼報仇的故事中，其動機與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懲惡揚善，也許是

受到了佛教六道輪迴的思想所影響，這些鬼故事也具有因果報應的涵義在內，

警惕人們「平生不做虧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門」的道理，希望人們不要存著僥

倖的心態，認為 自己的所作所為是 「 神不知 ， 鬼不覺 J ， 其實一切冥冥之中自有
主宰。

68

鬼典人的交涉一談《搜神記〉中的鬼故事類型是其韋涵

四、鬼與陌生人

除了上述的三種人鬼關係之外，鬼與陌生人之間也是有故事的，這類型的

鬼故事數量頗多，大約可以分成以下幾種：
（一）相助報恩

生前死後受到活人幫助，鬼亦銘刻在心而予以報答，報應說已成為魏晉時
期哲學思想的重要核心之一，隨處可見的人鬼相報故事的流傳便是這一觀念發
展的結果。如卷五第 99 則中的周式因為讓鬼搭乘他的車，故鬼免周晚死來報答

他。叉如卷十六第 383 條記載了文穎因為受到鬼的托夢所以幫助鬼遷移棺木。
（二）相鬥

先民「對待鬼神，一方面崇拜恐懼，將其視為人類的主宰﹔另一方面，在
鬼神面前叉保持著可貴的自信心」悶，所以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許多人鬼門

智的故事，如卷十六第 393 條的「宋定伯捉鬼」，在與鬼的較量中，「人 J 的形
象顯得英勇煥發。當然在人鬼相鬥中，也常會出現鬼愚弄活人的情形，如卷十

七第 400 條的鬼成功的欺騙了張漢直一家人，叉如卷十六第 390 則中的秦E伯
被鬼所愚弄的故事，其中提到有鬼化為秦巨伯的孫子來捉弄他，秦E伯酒醒回

到家中之後斥責自己的孫子，孫子卻極力辯駁，因此他懷疑此事乃鬼所為，後
來他叉醉歸，遇到自己真正的孫子，他卻以為叉是鬼在捉弄他，於是拔劍誤刺
自己的孫子。這一類的故事反映出人們對於鬼神的力量還是十分敬畏的。

（三）生死兩界的溝通

因為人鬼分屬兩各不同的世界，因此人們常會寄望通靈者來作為人、鬼溝

通的使者，渴望藉此來克服空間的侷限，如卷一第 16 條的劉根真有神遇，能夠
過法數召喚死去的人，叉如卷二第 32 條的營陵道人透過通靈能夠讓生者與死去
的人相見。此外在魏晉南北朝有某些故事主要是在宣揚幽明雖殊途，人鬼卻同

理的道理，鬼魂的生活空間不過是人世的翻版，鬼的行為也和人沒有什麼差別，
這種現象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特別顯著，和人世權奸一樣，鬼吏也以權謀私，攤

受賄路，如卷十六第 379 條記載鬼吏接受施續門生哀求，偷梁換柱，轉索他人

性命交差。如此一來，人們對鬼神世界至清至明的幻想破滅了， 陰間成了人世

的王景琳，﹛鬼神的魔力〉（台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2 年 5 月），頁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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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影，人鬼殊途同理。另外也有人巧遇死去之人而與其相談甚歡的，如卷十六
第 378 則中提到阮瞻與鬼大談玄學之理，也可見魏晉時期玄學之風的興盛。

透過以上的分析之後，可以知道在〈搜神記〉中關於鬼故事類型的描寫是

多元而豐富的，也可以知道鬼故事類型的作品是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一大特色，

不同面貌的鬼故事，代表著大千世界的點點滴滴。從鬼故事類型的探討中可以

發現，鬼的形象各有不間，有些鬼的形貌與一般人相似，如卷十六第 385 條所
自

清須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云：「是曹公船。」
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竿笛弦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濤、人

始得眠，夢人趨遺曰：「勿近官仗！ J 相傳云曹功載使船覆於此，至今在
焉。

叉如卷十六第 386 條的記載：

夏侯愷字萬仁，因病死。宗人兒茍奴，素見鬼。見愷數歸，欲取馬，並

病其妻。著平上情、單衣，入先時西壁大床，就人覓茶飲。

在這些故事中的鬼對於人類並不會造成威脅和傷害，這些鬼的言行舉止與平常

人沒有什麼差別，所以有時人冒充鬼、鬼冒充人，連人鬼都弄不清對方是人是
鬼，如卷十六第 393 條記載「南陽宋定伯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

汝復誰，定伯誼之，言我亦鬼。鬼信以為真。 J 叉如卷十七第 400 條則提到有
一個鬼假扮張漢直向其家人謊稱自己已經去世，張家人信以為真，到張漢直的
學堂要去皆喪，卻看到張漢直正在與同學在聊天，起初家人以為見到鬼，後來
才知道原來先前的張漢直是鬼假扮的，誤會一場，人鬼相似到達如此地步，難

怪教人難以分辨。
另一種鬼則不但形象恐怖，而且還會擾民，甚至害人，如卷十六第 387 條
題道阮瞻與鬼辯論的事情，雙方爭論不下，後來鬼自行認輸，就「變為異形，

須與消滅 J 而阮瞻則感到「默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 J 叉如卷十六第 389
條記載楊度遇鬼的情形，「吳赤鳥三年，旬章民楊度至余姚。夜行，有一年少持
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擊目，以佈度而去。」惡

鬼的樣子總是令人毛骨慄然。
而關於鬼的習性，可以發現與人有頗多相似之處，如鬼也是要吃東西的，

除了前面提到的夏侯愷之外，叉如卷十六第 391 條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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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武元年，東某人姓池，家常作酒。一日見三奇客，共持面飯豆，索

其酒飲，飲盡而去。頃之，有人來，云見三鬼甜醉于林中。

此外鬼也會死，如卷十六第 388 條中提到：

晉世新蔡王昭，平積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齋室中，觸壁而出。後

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四面而來。昭乃聚眾，射哥弩戰鬥之備，指聲哥
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枚，皆倒入土中。

還有卷十六第 399 條則記載了鍾都殺女鬼的故事，另外像鬼也是有房子可以居

住的，鬼也渴望婚姻等，這些也許是當時人對於死後世界與生活的一種想像，
這些想像也間接影響了後人對待死者的一些習俗 。

同時在鬼的世界中也與人類的社會一樣是有階級之分的，如卷五第 98 則的

「趙公明參佐」中就勾勒了一個由上而下的冥界等級制度：上帝一鬼將軍一鬼
參佐一眾鬼。而在同卷第 99 則中的「周式」中的鬼吏，就是這個等級制度上的

一員，而其任務就是去取應死者的↑生命，另外在卷十五第 362 則「李娥」’則是
透過被勾魂鬼誤勾的李娥之口描繪了一個由司命一戶曹一門卒一鬼魂的等級之
分，由此可見，在冥界也是存在著門第觀念，強調各司其位，各執其職的階級
制度的。

參、文人的心靈投射一〈搜神記〉中鬼故事所呈現之時代
顯影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紛亂不安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各種思想與文化相互激

盪與融合的時代，中國傳統道教與西方東來的佛教思想、大為流行，使得輪迴觀

念及神仙傳說開始融入人們的生活之中，鬼神的想像更成為人們好奇的題材，
再加上當時的玄風大盛，崇尚「自然」的想法普遍存在於一般人的心中，因此
「萬物皆有靈」的觀念在此時得到最大的迴響。除此之外，因為戰亂不息、朝

政昏暗、民不聊生，使得人民對於生命的不可掌握感到無奈，於是轉而求助於
宗教，來尋求心靈的慰藉，這一想法成為孕育鬼神傳說的最佳溫床 ，民俗中的
鬼神信仰成為百姓安身立命，安頓靈魂的寓所，於是面對頻繁的戰爭與無常的

死亡，使得鬼神信仰在東漢「天人感應」觀念與神仙方術的推波助瀾下興盛起
來。另一方面，由於社會風氣的開放與文化思想的交流，使得原本屬於「街談

巷語」、「怪力亂神」之說的「志怪」’能夠在文學之中突破「禮教」的重要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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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出自己的生命。魯迅先生就會針對志怪小說勃興於魏晉時代，於南北朝時

期蔚為大觀此一現象，作過一段說明：

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然而鬼道愈

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
故自晉迄睹，特多鬼神志怪之書。 16

由上述可知原始鬼神信仰是志怪小說產生的基礎，而宗教思想的介入是志怪小
說發展的動力，而生命的憂患意識則是志怪小說興盛的誘因。

而在魏晉志怪中以鬼故事的數量最多，葉慶炳先生則認為：

鬼小說的風行，表示人們對死後的種種充滿好奇與幻想。．．．．．．魏晉時代

的人相信人都不兔死亡，神仙是不可求的．．．．．．人遲早不兔死亡．．．．．．由於
魏晉之世佛教日漸流行，至南北朝時尤盛，輪迴的觀念漸為人們所接受，

於是不能不無奈的接受死亡命運。既然長生絕望，人都要死，於是只好

轉過頭來想想死後種種了，這就是魏晉南北朝時代鬼小說大盛的原因。 17

葉慶炳先生認為魏晉志怪中之所以出現大量的鬼故事，除了由於秦漢時代的帝
王雖然祈求長生不得，使得人們從求仙的迷夢中驚醒，轉而寄望死後的世界之
外，最重要的是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亂離社會有關。劉苑如先生也認為因為六
朝時代政動盪，戰亂頻仍，在有限的生命歷程中，很早就貼近死亡的威脅，體

認死亡的況味，於是產生多元而深沉的生命思考。

每一個作品的完成，除了字面上呈現出來的文學形式之美外，在文字的背
後都蘊藏著作者想要透露的訊息。關於人鬼之間的關係，法國學者格羅特說過：

在中國人那裡．．．．．．似乎死人的鬼魂典活人係持著最密切的接觸．．．．．．當
然，在活人與死人之間世劃著分界線的，但這個分界線非常模糊．．．．．．這
兩個世界之間的交往是十分活躍的．．．．．．鬼魂實際上支配著活人的命運。

所以人鬼之間有著相當密切關係’而這些鬼故事在魏晉南北朝時代所隱藏的時

代意義，它所呈現出的社會面貌，是我們在閱讀當代歷史時所不能忽視的。根

據歸納，約將 《 搜神記〉中的鬼故事所蘊含的時代意義分述如下：

16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閥士， 1958 年 2 月），頁 27 。
”葉慶炳’（魏晉南北朝的鬼小說與小說鬼），收錄於﹛古典小說評論﹜（台北：幼獅文化， 1985
年 5 月），頁 103 ～ 104 。

18 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台北：商務印書館， 1987 年 9 月），頁 296 ～ 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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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社會現況的反映

從東漢末年大一統帝國在戰亂頻仍中走向崩潰開始，以至永嘉之亂、五胡

亂華，中國陷於南北分裂之局為止的這段期間，是中國在文化及思想上重要的
轉變時期。一連串的政變、兵變、內亂、外患，使得國家遭遇到空前未有的劇

變﹔而執政掌權者的詭詐、殘忍、巧取豪奪、強弱相陵，更是造成戰爭不斷，
死傷無數，使得人民陷入水深火熱的生活之中。這些帶給人民痛苦不堪的天災、

人禍，透過一些鬼故事，迂迴曲折的留下記錄，如卷十六第 381 條記載了伯夷

的弟弟死後，由於海水衝壞了棺木，所以隨波漂流的事情。入土為安應該是人

死後唯一的心願’但是在兵荒馬亂之際，人民連自己的生活都無法保障，所以
也沒有餘力去顧及其他，因此造成了棺木隨水漂流而沒人理會的情況出現，這

是死者的悲哀，也是時代的無奈：

小說從根本上說是多聲音的，或者說是具有對話性質的，而不是一言堂

的：小說的核心在於它呈現了不同的聲音和話語，因此也就表現了社會

上不同想法和觀點的街突。 19

所以從〈搜神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對於社會現況的描寫。此外，社會的
黑暗還表現在統治階級一方面驕奢淫逸，一方面貪贓王法，草膏人命，這些情

形在志怪中也都有反映，如卷十六第 384 條中無辜受害的蘇娥，以及卷七第 216
條淳于伯的冤死。出現在志怪中許多含冤被殺而死的鬼魂，多數正是這種政治
混亂下的受害者，所以志怪中的眾鬼魂，可以視為亂世罹難者的象徵。何況是

魏晉南北朝時代，成千上萬死於戰禍、飢荒、政爭的士人及百姓，他們的滿腹

委屈及怨恨，恐怕即使是到了九泉之下也無法釋懷，獲得安息，人的生命價值
顯得十分卑微，活著的時候無法為自己所受的冤屈作任何的申訴，只有期待死

亡的來臨，借助神秘的自然力量，來替自己報冤。因此，作者以奇幻的筆觸，
描寫許多鬼訴冤，鬼報仇的故事，儘管帶有因果報應的色彩，但卻也反映事件

本質的真相，透露出黑暗政治迫害人命的罪惡，也顯現出魏晉時人對社會、法
治的失望，這正是當時動盪局勢的部分寫照訕。

此外，魏晉南北朝時代是歷史上一個紛亂不安的時代，戰爭頻繁，生靈塗

炭，這正是鬼故事能夠盛行的原因。在不安的時代裡’面對無修止的災難和親
友的亡故，人們對此自然有所不捨，於是希望去世的親人能夠死而復生，或者

19 卡勒著、李平譯，﹛當代學術入門文學理論〉（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5 月），頁 94 。
”李燕蔥，（試論六朝鬼神故事蘊含的時代意義〉吋鵝湖月刊） 1999 年 3 月第 24 卷第 9 期總
號第 285 期，頁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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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透過不同的方式與死者再見一面。於是，談鬼之風大盛，正由於民間盛行談
鬼，士人們也才有可能將種種奇談怪論，蒐集記錄成書，《搜神記〉中有不少真

有神通之人與鬼交手的記載，如夏侯弘能夠見到鬼而與鬼說話，而壽光侯、劉

根等人則可以看見鬼並驅鬼、制鬼，而營道陵人則可以引導死者與親人相見，
這些人的特出之處也形象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心態，可知時人對於去世的親人

心中是充滿牽掛與思念的。

二、對生死憂患的抒發

生死問題一直是人類關注的焦點問題，自原始人類至今天的現代文明，人

們始終沒有停止對生死問題的思考與叩間，於是生命與死亡成為文學作品中永
恆的主題之一，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動盪’使人們更加重視生命和現世的

幸福，門閥制度為士大夫階層提供了張揚個性的可能，人們渴望生命的奇蹟出
現，渴望在死神面前能有力回天。李澤厚認為魏晉時代是思想上最解放的時代，

儒家思想的危機使得人們開始了對人生意義的探求，人們更加關注個體的生存
發展，強調人格的獨立自由21

0

人類最深沉的憂患，大概莫過於死亡了，對生與死的關注，是人類潛藏在
意識深處最重要的東西，對生命的嚮往與對死亡的恐懼，是人類心靈最基本的
情欲，尤其是對死亡的恐懼，更是古今中外所有鬼神傳說的心理來源，從原始

人類崇拜神靈，信巫祭鬼開始，長久以來，人類故故不倦的活動，都是為了爭

取更廣闊的生活空間及獲得更長久的生存時間，這種對生命的憂患，始終在人

類心底深處萌動，故雖然如同《抱朴子〉所言：「凡人之壽命得壽，自有本數。」
魏晉時代的人們對於生死的問題看得十分透徹，他們認為無論如何努力，最後

仍將走向「死亡」’「生命」的長短壽夭，是早已注定的泣。但是細究其深層意
義，其實是在人的價值再次發現後，對「死生無常」所發出的無限感嘆：
神仙思想雖遠在戰園時期既已有素模的倦說，歷經兩漢社會的求仙風

尚，至於魏晉時道教才以其較為體系化、擬科學化的方式綜合成仙道
說。．．．．．．魏晉紛亂的世局，無疑的會更形刺激其潛藏於心靈深處的 l港微

願望，是一種集體的夢：安定和諧的社會與長生不死的壽命。 23

因此這種憂患意識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說，從表層來說，現實的動盪帶給人們威

21 李澤厚，﹛華夏美學﹜（台北：時報出版社， 1987 年 4 月），頁 138 。
22 賴雅靜，〈六朝志怪小說中的死後世界〉（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 1990 年 7
月），頁 81 。

23 李豐懋’﹛憂與遊：六朝階唐遊仙詩論集〉（台北：學生書局， 1996 年 5 月），頁 123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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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感，死亡的恐懼圍繞在左右，秦漢之際，上升的國力曾使人們過著相當平穩
的生活，長笠、神仙之說大興，漢末戰爭頻繁，使得這平穩的幸福被破壞了，
到了魏晉時期，時局更加惡劣，人民往往處在顛沛流離的困境中，強大的落差
迫使人們尋求解脫，於是，關懷生命，探討生死的志怪小說便紛至背來。從深

層來說，代表著人類對生命終將是去懷著永恆的憂慮，人們心中被死亡所困擾，
從另種角度來說，就是「對死亡的哀傷關注，所表現的是對生存的無比眷戀，
並始之真有某種領悟人生的哲理風陳24 」’所以秦漢求仙以避死，魏晉南北朝則
是為鬼而求生，方法雖然不同，但是對人類終極關懷的心願卻是相同的，他們

在承認生命短促的同時，叉費盡心思的尋求「延長」的辦法25 。
因此在志怪小說的鬼故事中，乃至於整個魏晉文學，都可以發現文人不斷

有「傷逝」之嘆詣，可見在當時對於生命的無常是有很深刻的體認的，正如劉
述先先生所說的：
人永恆地追求「境的認識」’「情的蘊發」’永恆地追求「自提其神於太虛
而俯之」，便永恆地有哲學。．．．．．．人們採取了不同的宇宙人生的看法的結

果，卻形成了種種不同的生命情調的表現，決定了生命發展的指向。 27

因為魏晉南北朝正處於戰亂頻仍、社會動盪的時代，所以往往對於生命充滿著

無奈與悲傷之感，再加上當時由於玄學盛行，受到老莊思想的影響，故有些人
對於生命，往往是將其當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就無須對於生命如此執著，
而能泰然處之了，而由於生命不易，所以也就產生的及時行樂的生命哲學，於

是他們放達不羈’追求自我的慾望滿足，企圖在有限的生命裡衝撞出無限的火

花，而這種生存的覺醒，卻也相對地加深了人對死亡的厭惡與恐懼，因此也就

逐步產生了「惡死樂生」的心理內涵泊，正如卷九第 242 條及卷十九第 448 條
中所提到的鬼故事都是在孩子初生之際，就注定了他的年歲以及死法，而且最
後的預言也都完全符合預言，兩則故事都帶有濃厚的「命定論 J 色彩，也可以

知道人們對於死亡的恐懼和對於長生的渴望。

24 李澤厚，﹛華夏美學﹜（台北：時報出版社， 1987 年 4 月），頁 141 。
2S 鄭智繭，〈六朝情境美學﹜（台北：里仁書局， 1997 年 12 月），頁 81 。
“例如﹛世說新語〉有（傷逝〉篇，曹操（短歌行〉中也提到：「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譬如
朝日，去日苦多 。」，又如陸機的〈短歌行）：「人壽幾何，逝如朝霜」及陶淵名的（擬鞭歌辭﹒

其一〉：「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且在鬼錄。」等，可見在魏晉時人對於「死
亡」是有著敏感的認知的。

27 劉述先，〈生命情謂的抉擇﹜（台北：學生書局， 1992 年 3 月），頁 73 。

28 趟有聲、劉明華、張立偉，《生死、事樂、自由〉（台北：雲龍出版社， 1991 年 3 月），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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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自由愛情的追求

愛情的本質，是男女情投意合，自由的追求，自主的結合，然而，由於傳

統門戶觀念的桂槍，使得舊社會男女結合的首要考量條件，竟是雙方身後的家
世背景，而非彼此志願相許的感情，這點誠然危反人的自主意識，卻是古人代
代相治，難以動搖的固有習俗，追求自由戀愛，自由結合，反對壁壘深嚴的門

戶之見，充分而深刻地反映在志怪小說中為數極多的人鬼戀故事中，通過人與

鬼之間的通情故事，迂迴傾訴人間情愛的本質與群眾潛意識的企想”。譬如卷
十六第 394 條的紫玉，以及卷十六第 396 條的談生，他們都像人類一樣，嚮往
著愛情、希望能夠過著幸福的生活，在人間最美好，叉最普通的人倫情感面前，
鬼的陰深、恐怖都褪色了，因為從基本層面而言，自然生命的特色是一種直接

的、感官的、美感的態度30 。魏晉時期由於士人的自我意識覺醒，所以他們更
加重視對自身價值的追求，面對生命的消逝與憂慮，使得他們更加勇於尋求自
由的愛情，這其實也是一種對於生命本身的眷戀與禮讚。

魏晉南北朝時代雖然有士人提倡所謂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J 企圖衝破禮教

的束縛，但是在社會中的階級仍極為森嚴，正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J

0

貴族世家為了維護高貴的血統，嚴禁與庶族通婚，由於門第界限，使得男女之
間大多不能自由選擇自己所傾慕的對象作為自己終身的伴侶，如卷如卷六第 69

條的盛道鬼魂登門斥責了見利忘義的弟婦申翼之將女見下嫁寒門，經過了挫折
與失敗的人們便展開幻想，期望能出現奇蹟來彌補現實中的缺憾。

總之，在這裡，人鬼相戀，實際上都是人的精神寄託與世俗欲望的投射，

在作者筆下，人鬼突破門戶的藩籬，上窮碧落下至黃泉，將一縷縷情絲頻頻牽
向人世，所有這些繫情絲於鬼的愛情故事，其實都是一曲曲人間愛情的頌歌，

普遍附有大眾意義31 。在那個禮教甚嚴的時代，男女之間的愛情交往常常無法
自己做主，因此真摯的情感反而成為難能可貴的表現，因此作者對於這些追求
真情摯愛的舉動往往給予最熱烈的同情與讚賞，所以有許多因愛死而復生的故

事出現，如「，駒，馬都尉」及「紫玉韓重」等故事，透過死亡的過程，使他們能
夠跨越世俗的禮法規範，成就美好姻緣，以一個重生的自己，展開另一段美好

的人生之旅。

29 李燕蔥，（試論六朝鬼神故事蘊含的時代意義），〈鵝湖月刊） 1999 年 3 月第 24 卷第 9 期總
號第 285 期，頁 1 6 。

30 柯慶明，﹛境界的追求﹜（台北：聯經出版社， 1977 年 4 月），頁 138 。
31 李燕蔥，〈試論六朝鬼神故事蘊含的時代意義〉’〈鵲湖月刊） 1999 年 3 月第 24 卷第 9 期總
號第 285 期，頁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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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幸福生活的嚮往

在六朝長期紛亂的年代裡’北方官府為了對外逞武，頻繁征兵，南朝田租
戶調越來越繁重，還有各種苛捐雜稅押在人民頭上，人民幾乎無以為生，種種
加諸在百姓身上的兵役、賦役、力役，終於造成盜賊橫行的局面，於是官府加
緊對民籍制，百姓再造反．．．．．．整個社會就在這種惡性循環下，形成紛亂不堪，

無法從事農作的現象。但是中國人民向來韌性十足，即使面對殘酷的現實環境，
仍能在痛苦中尋求解脫，方法之一是對未來充滿幻想，相信天道尚存，幸福不

達：

致力於創造一個超塵脫俗、美妙絕倫、其勒草草的彼岸世界．．．．．．又常常

流露出對塵世的留戀，在虛幻世界的追求中充滿了世俗的慾望。 32

這既是對未來的幻想，也是對現實的留戀，於是，大家在憧憬美夢的過程中，
暫時忘卻眼前的不幸。

在人們的意識裡，鬼和神有著密切的關係，「神」具有至高無上的靈性，往

往能主宰人類的命運，改變人們的生活，「鬼」也具有非凡的能力和作用，可以
對他人產生或好或壞的影響，甚至決定這些人的命運，基於這一點，人們歷來

對「神」必恭必敬，不敢造次，對「鬼 J 也誠惶誠恐，不敢妄為，這樣，好些
人既熱衷於祭神，叉不宏、祭祖，就是說，在能決定人的命連方面.， r 鬼」和「神 J

是相通的33 。死亡的神秘、化使死帳上了極恐怖的色彩，使生者產生害怕、焦慮
與痛苦的感受，對具有神秘思維者而言，宗教性的解脫是消除死亡焦慮的重要

途徑，中國古人死亡態度的神秘、化容易培養出人們內在敬畏感，從而使人生具
備了一種超越性。人如果能體悟到超驗世界的存在，必能在內心深處湧現出一

種敬畏感，即對超驗之物的畏懼、膜拜和驚嘆。在中國古代廣大地區皆長期流

傳的眾多的鬼神故事，在民間社會就起到了揚善去惡，懲邪扶正的作用，使人
不敢去做虧心之事、違規之事，願意去做善事善舉，以取悅於「鬼神」’獲得當

下超驗之精神的滿足，也為自己將要跨入超驗的世界打下基礎”。
面對社會不合理的現象，反映在人們思想上，常會產生對於忠厚、樸實者

的深切同情和美好願望，希望他們絕處逢生，變貧為富，改變不幸的命運，如

卷十六第 395 條的辛道度娶了秦閔王已經去世的女兒，最後得到金吊、車馬等

32 王宣環，〈輕舉與回歸一魏晉遊仙詩人的心態〉吋國丈夫地＞ 1995 年 1 月第 l 16 期，頁 76 °
33 羅清清，（“鬼”字的用法與鬼魂崇拜卜﹛殷都學刊） 1998 年第 3 期， 1998 年 3 月，頁 81 °
M 鄭曉江，〈中國人死亡態度之探討一死亡的神秘、化），﹛上饒師範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5 期，
2000 年 10 月，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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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賜。在大眾的心理，總認為好人應有善報，這是單純的生活邏輯，普遍的人
情共識，因此，在志怪小說中，就常有鬼奧援凡人，度過難閥，改善生活的故
事流傳著，這也許正如常言所謂「善有善幸恥，古人認為，人死後魂魄一起離開

肉體變成鬼，鬼魂起什麼樣的作用，往往叉取決於他本人在世間的德行表現，
如行善，靈魂則變為善鬼﹔若作惡，靈魂則變為厲鬼。行善者，必為善鬼褔佑﹔

作惠者，定當為厲鬼懲罰。只要是良善之人，必定為有善報，其中也有勸人積
極面對困境，努力向善的意味在內。

男外，在《搜神記〉的鬼故事中也可以看出魏晉時人對死後世界的想像，
甚至可以看出他們對於冥界或神界的幻想，但無論是冥界、神界或者是死後的

世界，不難發現其社會模式、倫理規範和思維模式都和活人的世界類似，可見

對於死後世界的描述，往往是生人社會的移植和投射，也許因為在現實中無法
得到滿足，所以他們期待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也許這個美好的世界，在現實社

會中是存在的，只是因為種種的因素造朝他無褔享受，所以他寄望一個死後的
世界，創造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樂土。

肆、結語

魏晉南北朝盛行的鬼故事，是特定社會環境下的產物，是小說發韌時期的

作品，在張皇鬼神的表相內，多數故事是通過鬼以寫人事的，所描寫的鬼，大

都人格化了，不僅具有人的形體，更具有人類豐富的思想情感，它們之中，有

不少篇章是藉由故事中的鬼，曲折寫人的現實，人的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反
映當時的時代人情和社會動向。

本文關於〈搜神記〉中的鬼故事，根據其人鬼關係可以分成鬼與親人、鬼

與愛人、鬼與仇人以及鬼與陌生人等四種類型，而每一種類型都有不俗的表現
手法與意涵。這些鬼故事蘊含對生死憂患的人生抒發、對自由愛情的欲望追求、

對幸福生活的嚮往等的時代意義。除此之外關於場景安排、人物刻畫、情節發
展，以及關於鬼文化的源流、特徵，還有對後代文學的影響等問題，其實都是

值得再討論的，不過本文在此主要是針對《搜神記》中的鬼故事類型及其所蘊
含的時代意義作一粗淺的分析，至於其他相關的問題，希望能留待以後經過更

多的閱讀及接觸之後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從宗教觀念來看，人死後是鬼，鬼是人死後的存在型態，他們企圖通過這
種生命方式的轉化來解釋死亡，而〈搜神記〉是一部體現魏晉時代士大夫階層
生命意志和生活趣味的作品，由於儒家思想的危機、道教的盛行、社會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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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以及知識份子的個人意識抬頭，因而發展成為對生命和幸福生活的追求，

其中的鬼故事折射出當代人對於人鬼關係的思考智慧，在他們的眼中，鬼不僅

實有，而且作用於人，對於未知的事物，人們總是既恐懼叉好奇，所以鬼魂對
於他們而言既是災難的締造者，叉是平安的傳播者，人死之後 i 仍然以托夢、
顯形、顯聲等方式與聲者聯繫，傳達旨意，鬼的出現是具有多重意涵的。

在六朝志怪中，生命是個體生命急迫的危機，死亡的意象伴隨著自然和超

自然的異己力量，頻繁出現在各類故事中35 。因為宗教的勃興、社會的亂象、
艾化的養分，再加上文學的解放，這種因素使得「志怪小說」走向繁榮興盛的
局面。特殊的社會現況，引起當代人對「死亡」問題的重視，也影響了志怪小
說中的鬼故事的大量出現。而透過分析《搜神記〉中的鬼故事類型後，可以使
我們對於當代的社會背景與文化思潮有更深入的認識，對於了解魏晉時期的思
想與文化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35 劉苑如，《六朝志怪的丈類研究一導異為常的想像歷程﹜（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
文， 1996 年），頁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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