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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語
是次《HKinema》的總題是「傳承+轉化」，當中有兩個專輯，第一個專輯是關於《電影史

話》（The Story of Film，2011），本紀錄片由麥克卡辛斯（Mark Cousins）執導，總共十

五輯，每輯一小時，已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全部放映過，我們在此溫故知新，兩位作者也用文

章及圖片繼續找尋電影的演化進程故事。

第二個專輯是「戲說三國─電影與文學之間」，朗天、紀陶和我三人各自定下了題目，單

單看這些古靈精怪的題目，可能不知道我們三個在講甚麼，可能我們真人比想像中古怪吧，

我自己已經算是比較正常了：從楚漢相爭到三國演義。

先連繫一下過去，2008年，我主編過一期《HKinema》，專題是三國電影攻略，那是因為

吳宇森的兩集《赤壁》（2008、2009）和李仁港的《三國之見龍卸甲》（2008），三部電

影形成一個潮流，重新帶起了香港電影跟《三國演義》之間的關係。2011年有麥兆輝、莊

文強的《關雲長》，又一部重要的三國電影出現。於是朗天和我就想到辦「戲說三國」講

座（終於在2011年12月17日成事），當天我們和紀陶三人預備了充實的內容，推進了三年

前，三國電影攻略中的討論。

2011年，三國電影又回來了，楚漢相爭電影也接著來勢洶洶。我們看到麥莊的《關雲長》

，而另一部跟《三國演義》似乎不相關的故事，就是李仁港拍楚漢之爭的《鴻門宴》，又據

說陸川的新作《王的盛宴》也是關於項羽、劉邦、韓信，分別由吳彥祖、劉燁、張震飾演

─楚漢相爭與三國爭雄真的無關？不一定啊。看看朗天、紀陶和我放在宏闊的歷史視野下

討論，你就明白了。

好了，開場白說完，起程吧。

鄭政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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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個人的電影史

在寫《電影史話》之前，麥克卡辛斯已在 BBC

紀錄片系列《Scene by Scene》中，採訪了許

多位國際著名導演，包括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 大 衛 連 治（David Lynch） 等。 總

體而言，《Scene by Scene》是以導演為單元，

在訪談過程中將其作者電影美學總結一二，這

可以說是麥克啟動《電影史話》之前的重要鋪

墊。後者十五小時的紀錄片中，使用了四十多

段訪談，於書籍的序言裡，他也引用貢布里希

（E.H.Gombrich）的話：「世界上沒有所謂的藝

術，有的只是藝術家」，強調編寫此書的作者論

底色。與 BBC 紀錄片點列式結構不同，《電影史

話》從電影誕生梳理至 2008 年，鋪開線與面，

目的是打造面向一般讀者的「簡易電影史」。

說到世界電影史，自然要提到以科研態度投身史

料整理的薩杜爾（Georges Sadoul），他於 1982

年完成了《世界電影史》。1994 年，大衛博維

爾（David Bordwell）的《世界電影史》在已經

達成學界共識的年代劃分基礎上，以包括作者論

在內的許多論述豐富了電影史的支脈，並且在史

料之餘，涵蓋了類型、批評理論以至國族電影的

許多研究視角。麥克卡辛斯則從全盤把握歷史的

前線撤退，讓《電影史話》避開「歷史」這個名

目，在前人所提供的宏觀圖景內，用自己的思

路與觀點取捨重述（retell），形成強調個人色彩

的歷史表述。我們甚至可以將他想像成為一位

吟遊詩人，他的故事賣點也就是與歷史客觀混

雜在一起的主觀口吻，與電影的複雜性一樣，

充滿了創造的魅力。他在書籍和紀錄片的創作

中，踐行著電影批評的作者論，紀錄片配音工作

均由他自己完成（去年他在接受 Telegraph 採訪

時說：I wanted to use the sound well. I wanted 

the intimacy it could afford.），涉及電影文本時

可以拋開嚴謹的時間線任意跳躍，比如從小津安

二郎的三十年代，一筆走至比利時導演艾格曼

（Chantal Akerman）的七十年代，去指出小津鏡

頭擺放位置對後繼電影創作者的深遠影響。

對於寧濫勿缺的影迷們來說，麥克兼顧荷里活

主流電影的態度，確保了主觀視角的四平八

穩，在此基礎上逐一收納非主流的第三世界電

影、被忽視的女性導演等，令《電影史話》在內

容上起伏有致，熟悉中包含新意，與高達（Jean-

Luc Godard）耗時十餘年完成的《Histoire(s) du 

cinema》相比，後者是曲高和寡，前者是觀者

友好的。正如麥克為他的電影故事所設計的隱藏

的開頭  世界上每一個導演，都想拍具有獨創性

的電影  他也為審視電影歷史作出了獨創性的示

範。他在卷首引用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的

話來談電影，也正是對自己評論創作行動的準確

形容：「這是一種深具革命性的發現，不僅具有

毀滅性又帶著建設性，也迫使我們對舊有的價值

進行重估，在永恆的遊戲中建立新的規則」。

2. 從單細胞到靈長類   電影進化論

美國學者林登（George W. Linden）在文章《關

於電影形式的十個問題》（Ten Questions about 

Film Form）中提出，電影評價應該進入反省的

層次，去引發創造性的觀點。在他提出的三種

批評取態中，「起源式批評」走進產生作品的因

素，強調在它之前誕生的作品、演變以及素材，

最終接近一種藝術的歷史。

麥克卡辛斯的批評路徑與林登提出的「起源式批

評」類似，只不過，麥克在整部作品中絕少提及

理論，談到各種電影美學流派時，也只是點到即

止，將深入挖掘的工作交給有興趣的讀者。唯在

序言中，他用三個概念簡單陳述了《電影史話》

背後的理論思路。

首先，電影導演藝術具有弔詭的創作特徵：雖然

是個人，卻是客觀的，又沒有意識的。在此，他

不僅想指出電影作為藝術，具有令人魅惑的客

追尋範式的生命，並拒絕懷舊——談談《電影史話》
喬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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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現實與主觀意志的雙重性，還希望點明：所有

導演的創作都是建基於前人創作的基礎之上，並

受到（或主動接納）前人作品無意識的影響。這

一點可以聯繫到布魯姆（Harold Bloom）《影響

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一書。同樣

的，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運動—影像》

（L’Image—Mouvement）中談到創作者的「主

體性」，認為它從不是我們的，「它是時間，換

言之，靈魂或精神，亦既虛擬」。麥克既堅信作

者論的正確指向，同時也希望就作者論作「起源

式」的追索，因為顯然在主觀與客觀之外，電影

語言自誕生開始，已成具生命力的系統，往後

百年精彩，是藝術元素與作者創造之間互為生

發。拍攝時間還不到三個星期的表現主義奠基之

作《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1920），無論是光線運用、敘述視角還

是故事類型，都影響了世界範圍內的導演創作，

它自己也就分解為電影「基因」（memes）的一

種，在不同的作品中或隱或顯地存在著。

麥克將這些在電影藝術史中會複製和演化的元素

稱為「基因」，這也是他的第二個主要概念。如

果用生物來作個比方，《電影史話》就是試圖畫

出電影由單細胞體，演化成靈長類動物的過程，

它的責任是找出那些引致了進化的基因，鎖定那

些令電影藝術這個生命體突變的人物，例如遠

至格里菲斯（D.W. Griffith），近至馬田史高西斯

等，也即是，麥克希望寫出自己眼中的電影進化

史，這也與他隨後引用貢布里希的「範式＋修

改」（他將之改為「範式＋轉化」）的思路是一樣

的。

「範式」（paradigm）的概念，從貢布里希到孔

恩（Thomas Samuel Kuhn），被後者用於分析

科學革命。如同科學革命即是範式革命一樣，視

覺文化的歷史也就是視覺範式的演變史，電影也

是同理。麥克的嘗試是平易近人的，也呼應了德

勒茲對電影研究者的勸告：比起追究「它是真的

嗎」、「它是甚麼」這些經典問題，具功能性和

實踐性的問題反而更為迫切，例如「它做了甚

麼？」「它如何起作用？」等。在看書籍和紀錄

片的過程中，讀者也會隨著電影歷的鋪展——細

胞分裂的速度越來越快——而感到作者的野心已

無法駕馭瘋狂裂變的電影基因／範式，不得不漸

漸讓力於編年和國族的線索。因此，電影越是簡

單的階段，麥克所選擇的素材就越具針對性，思

路越明晰。

電影的基因多不勝數，遑論尋遍基因鍊，麥克對

故事線索牢固的把持，體現在只選擇他認為最重

要的突變基因和新生範式，簡單勾勒，以饗讀

者。在這一點上，他無疑非常成功。除了對中

東、非洲等非主流國族電影的介紹之外，他對電

影誕生之初，女性導演的重要角色就有線索清晰

的論述。

3. 不如拒絕懷舊

在尋找範式與轉化的路徑時，麥克似乎也抱持著

對進化的堅信，而且拒絕懷舊。在紀錄片開端，

他給出的不是誕生之初的黑白電影，而是《雷霆

救兵》（Saving Private Ryan，1998）的拍攝現

場，彩色膠片、特效攝影技術，令人無法忽視他

拋開時間的光環，而並置不同技術的態度。跟隨

他的敘述，每一個影響後世無數的鏡頭，都毋須

為不可再現而悲哀，因為它們已然融入到「範式

＋轉化」的生命循環之中。關於菲林的死亡，數

碼特效的興起，他顯然是沒有《追蹤電影未來》

（Side by Side，2012）的憂慮。在他接受的幾

次採訪中，始終強調，電影不僅僅是由錢推動

的，換言之，也不僅僅是由技術推動的，而是由

新的作者加入這百年的遊戲中，創造新的規則而

變得精彩。隱藏在麥克的敘事之下，不是盲目樂

觀主義，而是創作至上的藝術觀。

香港國際電影節於今年放映《電影史話》（The 

Story of Film，2011），適逢香港電影的懷舊風

潮還沒有散去，產業中的夕陽之感尚在盤桓，

範型＋轉化的思維，既強調冷靜審視、創作實

踐，也求在轉化中期待新經典，對於香港不能

不說，這是好的 timing，好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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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麥克卡辛斯的電影欣賞哲學裡，我們根本毋須

擔心創意耗盡的問題，甚麼電影已死的慨嘆，或

電影精神在數碼時代銳變中的強調，甚至，他根

本地認為互相影響就是一個常態，他將兩代兩齣

《觸目驚心》（Psycho，1960 ／1 998）並置，就

是一次肯定藝術家知性溝通的態度和本質。不是

說我們不需正視電影總有身份迷失、稀釋化、遠

離知性思考的問題，由生理去看，它必然有細胞

核與外圍的關係，必然分裂、增繁；由中心推展

至外壁膜，正正是生命自我改造自我學習。關注

繁殖的結果，其實是量化去看生命得演進，這不

是卡辛斯關注所在。

若然細胞出現不穩、乏力，趨於凋亡現象，卡辛

斯的視線會回到核心，或另一個獨立細胞的核

心，看它再生的能力。就如他先將他甚愛護的荷

里活系統歸納為「浪漫寫實主義封閉體」，由外

表去看，藝術的能力因為封閉態出現，已經在磨

滅著。此說法並不是出於排斥的汰弱留強想法，

在卡辛斯的微細胞生態眼界裡，電影是個整體，

「一個」都不能死的，遂體現為世界所有藝術點

子的互動活化，那就是他借用貢布里希的「範式

─修改」說到他的「範式─轉化」，是個必

然生態發展。

卡辛斯說自己沒有創見，然而在生物學態的認同

與追尋，電影之所以成為電影，我想起克拉考爾

（Siegfried Kracauer）以攝影美學作為電影特質

的追索，間接地認同電影美學在黑白片期已經大

致落定，而德勒茲（Gilles Deleuze）從鏡框內

的運動、動作，去詮釋空間、時間，甚至時代，

則把大致的第一個美學完成期推後至意大利新寫

實主義。然而從克拉考爾到德列茲，皆是全面以

進化角度，擺脫固定化、中心化的電影身體論述

的傳統思維，卡辛斯以開放的心地順應而說他的

《電影史話》（The Story of Film，2011）。

2. 

卡辛斯用上足夠的鏡頭，陳展《龍虎風雲》

（1987）對《落水狗》（Reservoir Dogs，1992）

被影響的電影
張偉雄

的基因性延伸影響；通常是香港電影妄自菲薄，

覺得我們應該是「被影響的」，而不具影響力

的。《電影史話》不是有心抬舉港產片，然而，

它的更大鼓舞是：「被影響」才是香港電影努力

不懈的進化。

香港電影常常被視為一個次類型的大笪地，即

是說我們在兼收並蓄中展開生態成長，在粵語

長片年代，不說明的改編比比皆是。而藝術性

的視覺效果，何鹿影的低調高反差，令黑色電

影視覺從來不是上一代影迷陌生的事宜。何思

穎在左几的《慈母心》（1960）開場的一組介紹

大屋的空鏡，發現有《大國民》（Citizen Kane，

1941）進入 Xanadu 大屋的語態，而羅卡也認

為年輕的楚原備受歐洲的電影新思潮影響，《冬

戀》（1968）的閃回倒述，現在感言道白，蓋引

出無聲回憶，實參考了阿倫雷奈的《廣島之戀》

（Hiroshima mon amour，1959），而《錄音機情

殺案》（1970）則有高達早期電影的活潑跳接的

影子。

我來接力一下罷，進而還有張徹的《獨臂刀》

（1967）、《刺馬》（1973）等，比吳宇森在《英

雄本色》（1986）「楓林閣」的收成，更早受森

畢京柏的正常／慢動作對剪。並且，從機位／角

度的變化，我得出香港式動作，實在改良了類型

片處理動作較舞台較平面的視覺性。還有《父

子》（2006），我無法不想起安東尼奧尼的《流

浪者》（Il Grido，1957）。常常說王家衛的《旺

角卡門》（1988）靈感來自《天堂異客》（Stranger 

Than Paradise，1984），也暫時不向法國新浪潮

對照，《春光乍洩》（1997）的公路、瀑布、孤

男寡男的相處一室、黑白夜色，甚至是無可無

不可自白的語氣，我在吉士雲辛的《夜未央》

（Mala Noche，1985）盡情相認，只是《夜未

央》中西方人性情愛屋及烏，收留情人的情人，

而一個東方孤伶兒，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就變

成河上漂流的木頭。唔，《春光乍洩》、《父子》，

再至於《藍莓之夜》（2007），心底就是一條河，

一條路。

《春光乍洩》《夜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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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內的女人：疑惑目光

他們是「宮廷小丑」嗎？善意的忠告，抑或是犬儒的冷眼旁觀

入城

人在景中

回家

3.

當我看著杜琪峯的《放 • 逐》（2006）

的 頭 一 場， 我 順 勢 地 去 到 沙 治 奧 李

昂《獨行俠連環奪命鎗》（A Fistful of 

Dollars，1964），自然又再去到黑澤明

的《用心棒》（1961），我不多言了，

以下就是一個視覺上的節錄，回應、附

和《電影史話》，「獨行俠用心放逐，很

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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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

一個問了很久的問題─十多歲的時候沒怎樣問，

二十多歲的時候也沒怎樣問，到現在可能要問一問

─看了這麼久，看了這麼多次，到底《三國演義》

這本書在說甚麼？看了又看，也搜羅過相關材料，心

裡依然有個謎：到底這本書是不是沒有甚麼主題可

言，是不是沒有一個中心的、特定的事件或焦點，純

粹是一個富娛樂性，或者富文學性、富戲劇性的三國

故事文本而已。

總不能有了一個問題又無視它，搜羅一下，翻翻坊間

的書和討論文章，怎樣講《三國演義》的主題呢？有

些書說得很簡單的，可能只有一兩個主題，但其實總

體算起來，也有八個主題。首先的是「正統說」，劉備

有一個好處，他是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

他跟兩漢宗室一樣姓劉，是劉家天下，所以劉備有一

個先天的正統性，可以說劉備有一個名正言順的背

景。所以有一個說法，《三國演義》在說劉備是正統。

引伸出第二個反面的講法，劉備是正統的話，即「擁

劉」，就有另一個主題「反曹」。曹操成了白臉，因為

他竊國，雖然他在世時只是封為丞相，挾天子以令諸

侯，終究沒有自立為王，只是曹操慢慢地被塑造成白

臉的角色。這是兩個基本的大主題，描述了劉備和曹

操之間的關係。

但回頭看整本《三國演義》，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在

講劉備和曹操之間正統與非正統、貴族傳統與竊國之

間的對立？還有很多講法，比如「理想英雄」，特別是

指關羽和趙雲等一些英雄豪傑的故事。另一種是「封

建賢才」，在說一些輔國能臣或者輔國猛將的故事，最

主要的就是諸葛亮和關羽。意即《三國演義》的重心

除了劉備和曹操之爭，還在手下大將和軍師上。當然

有一些「聖君賢相」的仁政講法，劉備是一個仁君，

諸葛亮就是賢相。從仁政的角度去看，《三國演義》就

是聖君賢相、仁政模範的一個故事。

除了以上幾個，更多人引用的講法，就是從儒家思想

引導出來的觀點，除了放在仁政之上，就是「大一

統」的主題。其實整本書要說的，在第一句已經說

明：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整本書就按著

這個大主題講下去。但是否就是這樣，純粹在講「大

一統」的故事，在講分分合合的故事？這也是言之成

理，因為整本書第一句就帶出了這個主題。

從楚漢相爭到三國演義，改頭換面再打一場
鄭政恆

戲說三國
      ─電影與文學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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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主題就是「人才學」，以實用主義的角度去看，

《三國演義》是一部教科書，整本書是教怎樣調兵遣

將，選賢與能，運籌帷幄。坊間很多辦公室哲學的書

都從這實用角度講，例如怎樣在辦公室有自己的地

位、怎樣使用謀略等等，大至政權奪取亦然，放到政

治鬥爭的目光底下。

第七個主題就是「悲劇說」，跟以上很不同的觀點，就

是以劉備整個蜀國的興與亡作為一個主題，一個忠義

王國悲劇收場的故事。最後一個是「道德教化」的主

題，全書無他，就是展現忠、義、孝、信、勇這些道

德情操。

2. 源流

如果從整個主題大勢去讀，好像看到《三國演義》是

一個充滿儒家色彩的文本，但我們要知道整個源流。

是不是開始時就有一個這麼沉重的儒家大一統觀點？

或者是不是純粹講儒家道德呢？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並不都是必然的。

《三國演義》的版本發展源流很複雜，是經歷過很多

很多年的變遷、演變才來到我們手頭上這本《三國

演義》，純粹很概略地講，如果回到一開始的《三國

志》，陳壽就是受西晉政權所奉命，修訂曹魏等國的歷

史，其實最主要的正溯，是在曹操和他後人身上。直

到滅東晉的南朝宋，很有趣，宋武帝又是姓劉，到南

朝宋，由裴松之去注《三國志》的時候，就開始偏袒

姓劉的蜀國了，跟陳壽以曹魏作為正統不同，開始有

一點變化。

之後很多資料其實缺失了的，由南朝宋到元末明初已

經跳了約莫一千年，中間有很多民間的講古戲曲，包

含了一千年的民間流傳。到了元代，雜劇興起，現存

的三國雜劇有三十種（部份殘缺），以劉關張孔明為中

心，例如關漢卿就寫過《關張雙赴西蜀夢》和《關大

王獨赴單刀會》。

羅貫中已是元末明初的人，要研探他的生平又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因為所有的資料加起來都是非常少，他

定下了《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基本模樣後，明朝有很

多不同的傳本，有「志傳本」、「嘉靖本」等系統，一

直平衡發展，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開始有變

化。但哪一個是所謂更接近羅貫中的原本呢？這要留

給學者深究了，鄭振鐸的長文《三國志演義的演化》

代表了其中一個觀點，他比較偏向「嘉靖本」，這一派

中甚至有人認為「嘉靖本」就是羅貫中的版本，但許

多學者不同意這講法，至今未有一個很完滿的結論。

我們手頭上通常都是「毛評本」，即毛氏父子的版本，

其實已經到了清朝。

無論如何，我們現在看到「毛評本」為主的《三國演

義》，其實可以與元代的《三國志平話》互為參考比

較，正如鄭振鐸所說：「（虞氏新刊三國志平話）這部

『平話』的發現，一面使我們得以窺見元代通俗文學的

真實面目與程度，一面也使我們格外的相信中國小說

的歷史原是極為悠久的⋯⋯」只要用元代的《三國志

平話》，跟明代馮夢龍《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鬧

陰司司馬貌斷獄」，和清代定型的《三國演義》，作為

三個並列的文本作比較，就看到楚漢相爭和《三國演

義》之間的關係了。

3.《三國志平話》：來報高祖斬首冤

我們要將焦點拉遠一點，先放在元代。大家也未必會

拿《三國志平話》來看，事實上其文學性、娛樂性遠

遠沒清代的「毛評本」高。但我們看的是版本源流，

只集中在文本的開頭第一回，跟楚漢相爭相關的部

份。現在的《三國演義》，大家都知道，開始是楊慎的

詞，然後是「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接下去便講張角等人領導的黃巾之亂。

但《三國志平話》開頭不是這樣的，先有一首詩：「江

東吳土蜀地川，曹操英勇占中原；不是三人分天下，

來報高祖斬首冤。」然後是小小的引子，正是關於報

冤。事情在漢光武年間發生，引子的主角叫司馬仲

相。話說漢光武帝覆滅了王莽，清明時節開放御園，

讓平民百姓進去賞花，書生秀才司馬仲相也來了。這

個人鬱鬱不得志，在報冤之殿內，竟當上了陰司的君

王，審理陰司的冤獄，當時審理的就是韓信、彭越和

英布的冤察。當然，被告就是漢高祖和太后。斷獄之

後，有了最後結果，玉皇大帝敕道，漢高祖負了韓

信、彭越和英布三個替他打天下的猛將，所以有設下

輪迴報應，交韓信到中原當曹操、交彭越到蜀川當劉

備、交英布到江東長沙吳王當孫權、交劉邦生到許昌

當獻帝，呂后這個出了名兇殘的皇后，當上伏皇后。

從中看見，剛才說了很多儒家的主題，其實在元代的

《三國志平話》，是有佛家的元素在開頭出現。 

為甚麼呢？因為彭越、英布和韓信當年被漢高祖所

負，所以到了下一世有因果報應。楚漢相爭時的被害

者，轉變到《三國志平話》成為加害者，成為佔有天

下的魏、蜀、吳。曹操有天時，因為他在故事中的前

世是韓信，韓信得天時，可以囚獻帝，殺伏皇后，向

呂后報復。孫權有地利，彭越有人和。還有蒯通生為

諸葛亮去扶助彭越，因為彭越手下無謀略之人，所以

就有蒯通作為諸葛亮負責幫助。這純粹是《三國志平

話》開頭的一小部份，最後說司馬仲相下一世成了司

馬仲達，三國盡收司馬氏，三國並收，獨霸天下，然

後話分兩頭，就到了張角的故事。

4.《鬧陰司司馬貌斷獄》：命裡有時終須有？

好了，由元代去到明代，明代馮夢龍《喻世明言》第

三十一卷《鬧陰司司馬貌斷獄》，按剛才元代的《三國

志平話》故事，經過馮夢龍這位優秀文學家改造、加

工，成為獨立的短篇小說文本，在明末的時候出現。

眾所皆知，馮夢龍是一個很出色的短篇小說作家，善

於從宋元明話本中取材。未有《聊齋誌異》之前，馮

夢龍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是中國白話短

篇小說集的代表。

馮夢龍將《三國志平話》的故事再詳細一點講，並

作了少許改動、大量加工，原來只有六七個人的故

事擴大了。鬧陰司司馬貌斷獄是相似的故事，但不

是放在漢光武帝年間，而是東漢明帝年間，在益州

有一個秀才司馬貌，行年五十依然不遇。首先，年

代很不同，可以看到，光武帝年間的文本，放到東

漢靈帝年間，相對來說，靈帝年間就是一個混亂的

世代，有很多人賣官鬻爵，很多不平的事發生，所

以當時司馬貌─即司馬仲相的變身─遇到這些

不平之事，開始覺得這個世界不公平，悒悒不樂，

就認為這個世界不正義，很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

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很多有錢人可以賣官鬻爵來

得到利益，他一生鯁直，無助出身，就產生了正義

的焦慮─「得失與窮通，前生都注定。問彼注定

時，何不判忠佞？善士歎沉埋，兇人得暴橫。我若

作閻羅，世事皆更正。」 

故事的中心情節擴大了。《三國志平話》說的，只是

第一宗的屈殺忠臣事，就是韓信、彭越、英布、劉

邦、呂氏五個人。到了馮夢龍這個短篇小說，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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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漢相爭的故事，跟三國演義的故事有更緊密的扣

連。不單單是這五個人的事，還要擴大到戚夫人等

人（戚夫人被呂氏所害，受了惡毒的人彘極刑），然

後又有項羽與六將的故事加進去。結果到了明末，

陰司斷獄的故事，已經擴大成了整個楚漢相爭的故

事，可以對應《三國演義》裡一部份重要的人物。

原來許多三國英雄，都帶著楚漢群豪的影子！

故事裡頭說得多麼仔細，韓信的故事只是其中一樣。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提到，韓信明明經算命先生許

復占算有七十二歲，為甚麼只有三十二歲？原來他

殺了指路的樵夫，有恩不報翻加害；漢皇拜將，微

臣受卻君皇拜；拿了酈食其說齊王之功，奪他功績

傷他命，而且韓信殺人太多，陰謀多殺傷天理，四

件事總共折墮青春四十年。這個鋪展就加添了原來

所無的機巧趣味。

楚漢群豪，去到《三國演義》的變奏是怎樣？其實

許多人物，都可以找到對應的下一世。元代時已說

過，韓信最後變成曹操，馮夢龍補充道，這說明他

沒有叛漢之心。因為韓信其實是忠於劉邦的，只是

劉邦負他，狡兔死走狗烹，所以當世曹操沒有稱帝。

如此對應韓信和曹操之間的故事，將他們拼在一起，

說明出一些理由，馮夢龍用佛教輪迴的框架，再一

次將兩個歷史的大文本拼合了。

劉邦變成漢獻帝，呂后也變成伏后。可以留意的，

就是蕭何成了楊修，蕭何有份跟呂后加害韓信，正

所謂成敗一蕭何，生死兩婦人，即使李仁港的《鴻

門宴》也有一幕，提到蕭何站在呂后一邊，參與殺

害韓信，所以後來蕭何就成了楊修。因為蕭何跟呂

后合謀，下一世即使可以有大俸大祿，卻因為多次

識破曹操心意，而有了「楊修之死」的故事，楊修

太聰明了，深知曹操，曹操又忌才，就將他殺了。

前世騙他進宮，下一世就要填命。英布變成孫權，

彭越正直變成劉備，由於彭越欠缺幫忙，所以就有

蒯通變成諸葛亮，一力扶助他。

後來還有更多的，《三國志平話》太簡單了，馮夢龍

要再複雜化，加入很多人物。許復變成龐統，只能

說算命先生算得不準，下世變成龐統，龐統也折壽

了，就是「落鳳坡」的故事。樊噲和張飛又是一個

變奏，這兩個人太相似，所以樊噲下一世變成張飛，

順理成章。紀信變成趙雲，戚夫人被呂后殘殺，下

世成了甘夫人，配劉備為正宮。戚夫人生前的兒子

如意也被呂后所殺，如意後世成了劉禪，雖然他很

昏庸，但有良臣輔助。還有很多，項伯雍齒，上一

世背叛了項羽，下一世就變成顏良文醜，又要被殺。

司馬貌，一如過往又是司馬懿了。

項羽呢？大家可能會覺得，項羽比較像呂布吧，兩

者都是力拔山河，勇武過人。而很有趣的是，我常

覺得呂布是一個伊底帕斯式的人物。他跟董卓之間

的父子關係，以及跟貂蟬的戀人關係，可以視為殺

父娶母的故事，所以呂布依稀是東方的伊底帕斯，

可以跟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對照。再有一樣，呂布跟

項羽都是霸王，但我們看到，在馮夢龍的文本內，

將項羽改了一個字，變成了關羽，換言之，項羽的

評價是正面的，至少在文本內，項羽是好的，他在

烏江被六將分屍領功，六將下世一改成為「過五關

斬六將」中的六將：楊喜改名卞喜，王翳改名王植，

夏廣改名孔秀，呂勝改名韓福，楊武改名秦琪，呂

馬童改名蔡陽。關羽過五關，斬六將，以泄前生烏

江逼命之恨。項羽下一世變成忠義的代表，六將轉

易，故事變奏得十分巧妙，而麥莊的《關雲長》也

將這六個在小說裡想必過眼帶過的將士，變得好打

非常，各有才能，也是成功的再度變奏。

還有一點，項羽、呂布和關羽都有一個記認，成為他

們三者之間的信物。那是英雄敘事很常見的，英雄要

配很多東西，其中一樣就是馬，所以項羽的烏騅到了

《三國演義》就變奏成赤兔，而赤兔就由呂布的馬，後

來成了關羽的坐騎。

5. 結語

一開始梳理出很多主題，《三國演義》好像傾向儒家，

講大一統、忠義的故事，但是，《三國演義》其實也有

少許道家道術的故事，例如小霸王怒斬于吉，或者小

說開始時的張角與黃巾之亂，還有孔明借東風，都帶

有道術的色彩，卷首楊慎的詞說「是非成敗轉頭空」，

情懷上也近於道家（牟宗三在《政道與治道》中說：

「此類心靈大體是由道家佛家而轉出。」）。不單如此，

佛家的輪迴報應思想也曾經存在過，在《三國志平

話》當中是有的，而且在小說起首。但到了嘉靖本的

《三國演義》，已經將佛教的思想拿走了，可以視為小

說作者對於這些宗教理念的去除。當然，佛教是很重

要的、思想高深的宗教，但輪迴學說經過民間所理解

吸收，已庸俗化了，身為知識份子的作者在重新修正

評斷文本的時候，將這些宗教元素拿走。我想帶出三

國的故事文本流變當中，摻雜過儒釋道的思想背景元

素，有些在原來流傳的文本之中出現過，但最後又拿

走了。

馮夢龍的《喻世明言》當中，半日閻王司馬貌判斷明

確，後人有詩為證：「半日閻羅判斷明，冤冤相報氣皆

平。勸人莫作虧心事，禍福昭然人自迎。」如此形成了

一個道德教訓的故事，元代《三國志平話》內的一些

元素，雖然被羅貫中拿走了，但馮夢龍就人棄我取，

擴大成短篇小說，再而影響到清初雜劇，如遺民徐石

麒的《大轉輪》、義士嵇永仁的《續離騷 • 憤司馬夢裡

罵閻羅》，以至台灣的當代新編京劇《閻羅夢》。

研究一個文本，開頭很重要，其實《關雲長》一開

始刻劃關公死而無頭之前，是有四句《金剛經》的：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

觀。」然而首句卻寫為「一切為有法」，我覺得未必簡

簡單單是寫錯字，而是有原因的，那就是法規攔阻，

皇命難違。真的沒有辦法，就是要追殺你，審批一關

又一關，過足五關，追著你不讓你走。那個死局其實

是千真萬確的，「一切為有法」、「狼行天下」，這個

死局在《關雲長》中反映出來，正正是錯有錯著，歪

打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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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代

題目中的「數據」當然是指遊戲，即三國的電玩遊

戲。我想從一個思想史的角度去看，或者叫做觀念史

的角度去看人格。

其實三國作為一個時代是怎樣呢？我們要理解，就要

作一個定性。第一，最簡單的就是歷史上的排行，上

面是秦漢，下面是南北朝。秦漢再上一個就是春秋戰

國，而春秋戰國是百家爭鳴，突然間很多聖人，孔夫

子也是春秋時代出來，有人不同意老子是他的老師，

但老子也是另一個聖人，後來亞聖孟子也出現了。聖

人很多，賢者也很多，因為百家諸子都是賢者，是很

多聰明人出現的時代，很有文采的、智力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春秋戰國是兼併戰爭，武力也很昌盛

的時候，因為有互相兼併。但現在用思想史的角度去

看，怎樣定性春秋戰國？這是講求智力的。當然不單

單智力，因為智力有兩種使用：一種是理論的使用，

當然是說一些很聰明的人；另一方面是道德的使用。

所以不只是一個聰明人，還會在道德情操上有所嘉許

的，甚至奠基，留下中國文化中一些經典的書，或者

基本的、核心的觀念，這些其實是在春秋戰國釐定。

當然是說道儒兩家互補，或者儒道互補（我刻意反過

來說），這樣釐定吧，我叫做「智力的年代」。

到了下面，就是楚漢，一個「英雄的年代」。英雄當然

是指楚漢的項羽和劉邦。英雄年代是如何？很多故事

都是講他們兩邊相爭，而很多關於英雄的論述，其實

都是以楚漢的人物做例子。也有人說秦始皇本身，比

項羽劉邦更早成為英雄，因為他用英雄的氣度統一六

國。他不是靠道德，也不是靠仁政，不是靠很多賢者

─當然也有很多聰明人幫他─但其實他比那些聰

明人更聰明，氣概恰恰壓得住法家之流。結果將他們

全部殺掉，自己一個人成事。所以秦始皇很厲害，難

怪有人認為他比項羽劉邦更早成為英雄。後來幹掉他

的那些人，當然更厲害，他雖然早，但不及項羽劉邦

厲害。如此有三大英雄，是為英雄的年代。

那三國是甚麼年代？姑且暫時叫它「後英雄年代」。今

天說三國，尤其在三國遊戲的數據裡反映到的，不少

三國人物都是英雄、很棒的人。甚至三國之後，南北

朝的人完全不及，好像很棒的人都死光了。在三國遊

戲裡，到了後期，你發覺那些人沒怎樣突出，有個玩

法就是刻意令所有人死光之後，沒有人統一天下，整

個地盤都空白了。

2. 英雄

說到楚漢是英雄年代的話，三國是後英雄，那我們對

英雄怎樣理解？當然要說說英雄的定義。

第一是劉劭的《人物志》。甚麼是英雄？原來英、雄

有分別，英是英，雄是雄。草之精秀為英，食齋的；

獸之特群者為雄，食肉的，是不是這樣？當然不是！

一方面是近草本，一方面是近野蠻，其實就是一個講

智，一個講力。英是甚麼？英是重智，聰明秀出，膽

力過人為之雄。常常都說這個的，英是偏於智力，雄

是偏於勇力。英雄當然兩者兼有，智勇雙全嘛。所以

雄跟武勇有關，英跟智識有關。

說到分析，其實劉劭的《人物志》也有用項羽劉邦做

例子。一般來說，為甚麼劉邦得天下？因為劉邦英多

於雄，智力高於武勇。這不是因為他很厲害，大家都

知道，劉邦跟韓信的對話中，韓信問主公劉邦可以帶

幾多兵，主公支吾以對的，反問他可以帶多少，韓信

說：我多多益善，你最多不過幾十萬。其實劉邦不是

有將兵之才，但他有將將之才。所謂將將之才，需要

足夠的智力，比將兵更難。因為劉邦英才輩出，所以

很多人投靠他。物以類聚，很多有才能的人士，如英

布、彭越、韓信、陳平本來都是楚將，結果都投靠

他。劉邦因為「英」的原故，就聚了很多英才。

項羽就是雄多於英。雄多於英當然是打得厲害，可以

力敵萬人，「吾不欲做一人敵，吾願意做萬人敵」。項

羽是萬人敵，當然當萬人敵，不單使用兵法，他也要

好打。到了烏江自刎前，為了證明是天喪他，不是自

己不行，於是單人匹馬衝入漢陣力殺三回而返，無人

傷他分毫。然後指著自己的頭顱，割出來給楚將，讓

他們拿著頭顱立功，多麼英雄蓋世！但從分析角度來

說是雄多於英，因此失敗了。所以「英雄」的排列不

是亂來的，為甚麼不是「雄英」？因為英比雄厲害。

英雄加起來智勇雙全，以智為主。

既然秦漢有三個大英雄，一般的理解、後來的文人或

者我們反思，秦始皇可能是第一個，後來被項羽劉邦

幹掉了。那三國有沒有英雄？第一個當然是曹操，曹

操是不是英雄？那就要看一件事：《三國志》的「武帝

紀」，曹操跟袁紹聊天，說到打天下的攻略，袁紹說自

己的策略，怎樣雄據河北，又擺平了現今河北山西的

省份，可以以它為本，然後南向爭天下，可以說是相

當穩固。但曹操覺得不行，說到自己的志向，「吾任天

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即是要以智力取天

下，有地是沒用，兵也沒用，糧也沒用，最重要的是

智力。

這是《三國志》，但後來《三國演義》發揮的故事就說

他開頭的時候，首先招攬人才，例如荀彧、程昱、郭

嘉等，後來連張繡部下的賈詡，本來是死對頭的謀

士，也來投靠他。有一個說法，諸葛亮為甚麼不投靠

他，因為諸葛亮說他有太多謀士，不能出頭，所以去

了劉備那邊。劉備只有一個人，諸葛亮可以一人之

下，萬人之上，他十分聰明。

曹操的智力很高，像劉邦般可以延攬很多人才。但他

是不是像劉邦般的英雄？不是。因為許劭的時候，東

人比江山好看─數據反映與不能反映的人格質素
朗天



18 19

漢末年很流行看相，看相不像現在看命運的，而是看

人物品格，品評人物，如此下開了九品中正，品評人

物做官。人物要有能力，能力是說幾句漂亮的說話，

就可以幫他定性。曹操聽說許劭很棒，很會看相，所

以找他品評自己是甚麼料子。於是去找許劭，許劭當

時就不願，覺得這個人不行，不想直言。不是說曹操

不厲害，而是人格有問題。曹操逼他，沒有辦法，差

不多用刀子去逼他，唯有說出曹操是「治世之能臣，

亂世之奸雄」，這句很出名，奸雄就是從此而來。奸雄

當然不是英雄，所以一般來說曹操不是英雄。

三國還有沒有英雄？不是曹操當然有別個。會不會是

呂布？呂布很厲害、很武勇，正如剛才說，曹操的智

力很高，但不是英雄。呂布很強，可見《三國志》的

評語，就說「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一句

話就是有勇無謀，而且他的人格很壞，唯利是圖，出

賣朋友，叛逆不馴，最終被人出賣。《三國演義》常

常說的，最厲害一次是他出賣劉備，擺平了徐州，當

然也被手下出賣，在白門樓喪命。呂布的正面評價當

然棒，如「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但負面評價就如張

飛說他三姓家奴。哪三姓？丁家，他是丁原的義子，

接著從丁家轉到董家，董卓的義子。結果為了董卓殺

丁原，為了王允殺董卓，最後第三姓當然是他自己呂

家。又丁又董，其實這個人很不濟，他當然不是英雄

吧！

又沒有英雄，還要再問一個，看看煮酒論英雄的故

事，出自《三國志》的「先主傳」，先主就是劉備，後

主就是劉禪。但後來《三國演義》有很大發揮，青梅

煮酒，曹操怎樣弄來弄去，怎樣行雷閃電，拿著的匙

箸也掉了，繪形繪聲。這裡也是說天下英雄，因為

他們一直在數算，公孫瓚是不是英雄？袁紹是不是

英雄？袁術是不是英雄？張繡是不是英雄？通通不

是英雄，「天下英雄，使君與操耳」，天下英雄只有

你劉備跟我曹操。是不是呢？當然，劉備手也震了，

掉了匙箸。從這裡可以知道，他若真的是英雄怎會

手震？劉備是不是英雄？

有一個三段論：如果曹操等如奸雄，那曹操與劉備

可同日而語，那劉備也等如奸雄。其實劉備不是奸

雄，三國歷史裡，很多人用了個名稱稱呼劉備，如

果用奸雄稱曹操，劉備就是梟雄。周瑜和陸遜曾經

跟孫權說，要提防劉備，他是個奸狡的人。劉備是

梟雄，梟雄桀驁難馴，梟雄是梟，鷹隼之輩，很難

馴服，不要被那傢伙搞。因為他借了荊州，一去不

復返。弄了一輪，最後才擺平荊州回來。所以劉備

是梟雄，曹操是奸雄，他們都不是英雄。

後來李宗吾分析說，為甚麼他們兩個都不能是英雄，

特地說劉備和曹操，用另一個角度去看。他認為如

果劉邦是厚黑兼集於一身，厚黑學就是面皮要夠厚，

心腸要夠黑，要兩樣兼有才能得天下。這個曹操心

腸夠黑，但面皮太薄，所以不行；劉備面皮夠厚，

不停被人指責也不怕，但心腸不夠黑，婦人之仁，

所以不能得天下。他們兩者其實不能稱為英雄，是

因為他們各取一偏，不夠英雄，這是李宗吾的看法。

3. 數據

傳統的看法，要智力和武勇兩者結合到恰到好處才

叫英雄，三國裡找不到！為甚麼找不到？我們看看

數據的反映。我用的數據是《三國志 11》，人物會有

一些力量數據。力量可以是統御力、武力、智力、政

治力和魅力。假使用這五個數據─當然這是遊戲

裡的功能─有意思的是，可以對應剛才英雄的看

法。原來要講智力，還要加上魅力，因為剛才說到

智力不單純是自己的聰明，還要吸引有才能的人跟

他一起工作，所以要計算智力和魅力。如果你說武

勇，我們會理解成好打得，統御就是帶兵打仗。統

御和武力加起來，就是之前說的「雄」，智力和魅力

方面就體現「英」。政治力就是自己埋頭苦幹工作，

這不用說，通常就是官吏之才，不成大器，重要的

是其他四個能力。

如果看《三國志 11》，其實是一個戰略遊戲，出了

很久，五年來都是這樣，今年（2012）就出《三國

志 12》了。《三國志 11》之前的數據不是這樣，它

修正了之前的數據。看到曹操統御力和武力都很高，

尤其帶兵很高，魅力和智力都很驚人，但是他只是

90 多，不是全滿的。呂布只有武，達到了 100 又如

何？其他方面很差勁，魅力不行、智力又不行。劉

備魅力很高，智力也普普通通，武力更加不用說。

這其實有點不符合歷史，不過不要緊，這是符合《三

國演義》，因為根據《三國志》，劉備也可打，但後

來說到他不能打，襯托出關羽、張飛的武勇。孫權

也不行，諸葛亮智力達 100，魅力也高，似乎更像英

雄，所以《三國演義》不停將諸葛亮褒獎不是偶然。

這是單一的數據，看看其他數據吧，《三國志英傑

傳》中，劉備是步兵，諸葛亮是妖術師，智力也一

定是 100。所有三國遊戲都是，智力 100 的一定是

諸葛亮，武力 100 的一定是呂布，其他人很少達到

100。

再看《真三國無雙 6》，力度和敏捷度以 1000 為滿

數，而智力通常反映在防御力中。還有攻擊力，體

力就是 HP，力就是 rage（狂怒）。為甚麼沒有智力

方面的？因為《真三國無雙 6》是械擊遊戲來的，不

停狂打，玩過便知道，連諸葛亮也要打。如果看其

他三國遊戲，諸葛亮走出來舌戰群儒，可以單靠一

張嘴勝敵。這裡沒有舌戰群儒，一味打。

數據有甚麼啟示？就看到英雄的問題。英雄可以量

化，跟曹操去找人物品鑑一樣。到了漢末三國之際，

當時的人開始覺得，人原來可以量化。因為九品中

正，量化了才可以知道如何檢察人才。當時未有科

舉設科取試，用問題去考核。那怎樣知道誰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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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可以任用？很奇怪的，就是去品鑑你，如果是

上品就可以做大官，中品就做小一點的官。怎樣去

品？既然有品，一定要量化，九品中正本身已經是

一個量化。既然可以量化，那對象一定不是抽象，

一定要數據化。數據化的對象不一定要理性，因為

理性很難數據。英雄可以說是一個氣性的主體，氣

性主體的意思就是他不是理性的，而是素質性的，

如此就有一個所謂英雄氣短的問題。人才好，也會

江郎才盡。既然是氣性的，就會有時盡。

項羽就是氣短，氣魄很強才能很厲害，但到了烏江

時自我放棄。大家都知道，唱那首《霸王別姬》，虞

姬唱著「大王義氣盡，賤妾何聊生」。大王氣短的時

候，兒女情長也沒用，唯有自殺，就先行一步了。

後面那個船家叫他，尚有八千子弟兵，可以捲土重

來，但他已經沒興趣了，因為已經盡了。有盡的時

候，就產生了悲情，英雄總是悲劇人物。

要知道古希臘的英雄定義，一定是看悲劇，因為英

雄是一個崇高的人物，我們觀眾是向上仰望的。而

英雄，在古希臘裡當然是跟命運對抗，跟諸神對抗，

人始終有限。因為人有氣性、才質，不能跟理性的

天神、上帝對抗，但為甚麼是理性的神？因為衪是

全知全能。人怎樣跟這些無限的主體去對抗？所以

命運最後一定贏英雄，而英雄明知失敗也一定要對

抗，所以必然是悲劇了。這是西方的英雄看法。

4. 美感

相對來說，中國的英雄也是悲劇，悲劇在氣性盡的

一刻，氣性盡何其美麗？江郎才盡也有另一種美。

英雄無法望聖賢之項背，聖賢高於英雄，因為聖賢

有理性，英雄只是靠天生的才質。聖賢不是天生，

人人皆可，通過一定的實踐修為便可達聖賢的境界。

但英雄不是，英雄天生，不是英雄的永遠去不到。

如果三國那些不是英雄又怎樣？英雄本身已經難望

聖賢項背，那麼不是英雄，或者接近英雄、類英雄

的，也難望英雄項背。數據 100 又怎樣？有缺憾。

人不服輸，也沒有用，這也產生出另一種美。美的

出現，令我們看到三國人物有一種特別的美感。我

們看春秋戰國的聖賢，不會覺得他們美，或者那種

美是另一種理解吧。

甚麼是美呢？羊大為美。為甚麼是羊大？這是祭祀

用的、宗教的。三國之前的美是羊大為美，祭祀上

的美。這個美很明顯，討得神的歡心就是美。到了

春秋，一般來說就是引用一句儒家經典的話，孟子

說的：「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

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孟子 ‧ 盡

心下》）這個「充實之謂美」就是飽滿、充沛、有光

澤，可以理解成道德，跟理性相接，這充實之美是

理性的美。再理解，引申下去就是整全為美，頂尖

為美，這是常識的美，全都包含了，還不美？去到

最頂尖，是高人一層，無敵是最寂寞的，就是美。

看過這麼多三國時的理解、三國遊戲反映的數據，當

然三國遊戲不是歷史，但也反映出我們對三國歷史的

看法。得出來的看法就是，三國裡的人物沒一個能夠

去到整全，頂尖的呂布、諸葛亮也不能整全；比較整

全的有曹操，他是全才，但未去到頂尖。這個美是甚

麼美？不是羊大、充實、整全、頂尖的美，這是甚麼

美？這種美，就是我說的那種悲劇美、悲情美、缺憾

美。如果作為理性的美是抽象的美，美可以說是存在

也可以不存在，因為世上找不到。世上找不到就不存

在，但作為一個理念，我們無限迫近的時候，它是存

在的，可以用它做標準去評價世上的事。作為抽象的

美，它是介乎存在與不存在，但作為實現，那美感以

甚麼出現？就以三國的人上出現。因為它不需要理性

的美去作標準。看回現實，這個存在，就是人才、人

格之美，其實是存在的，存在於具體個體之中，就是

曹操、劉備、三國的英傑。

假使我們理解這些三國的英傑，代表一個後英雄年

代，那英雄這個觀念的處理，也可以帶來反英雄。反

英雄就類似武俠小說中，那些英雄很厲害，到最後反

英雄的當然是韋小寶，再後來弄得差不多，發覺不

行，也要找個英雄，這就是英雄之重建，但也可能是

英雄之解構。我們不停看著英雄，發覺到了某個地步

要解構英雄，英雄的意義窮盡了，不可能在那裡再找

下去。其實我們不需要英雄，英雄可以放低。所以我

們常常說，這個年代是個沒英雄的年代，一個不需要

英雄的年代。那是不是？假使英雄可以是反英雄，可

以是重建的英雄，也可以是不需要英雄。

但其實還有一個，英雄年代過渡到一個審美的年代。

當我們知道，秦漢是代表英雄的年代，三國就作為另

一個時代出現，它帶來審美的可能。別說聖賢，當我

們連英雄也去不到時，永遠說著一代不如一代；我們

望前人的時候，就很說厲害。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香港的 X ╱ Y ╱ Z-Generation，回望嬰兒潮（Baby 

Boomer）的人很猛。假設 Baby Boomer 就是英雄，

我們難望英雄之項背，那我們怎麼辦？當然可以反

英雄、解構英雄，高調的宣稱我們不需要英雄，英

雄破產了。但其實不是這樣，我們可以從三國給我一

個啟示，可是審美一番，有一種缺憾美。看我們的同

儕、朋友，我們環顧同代，X ╱ Y ╱ Z-Generation，

他們其實都有缺憾美、悲情美。回頭看三國的人，也

幾靚仔、幾靚女，當然靚仔靚女背後，不是停在這裡

便算。幾靚仔幾靚女就構成一種動力，動力令我們

可以繼續 strive for 的理想，和 strive for 我們要得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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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這就是演義的基本形式。

一個角色為甚麼叫做俳優？其實在戲劇裡，尤其是近

代南方戲劇、粵劇最有俳優神髓。香港的粵劇仍然保

持到舉頭三尺有神明，內地因為唯物當道而沒有了，

演戲時仍留有很多祭禮的規矩，當一個角色由演員去

演出的時候，那個時刻角色像是化身進入演員的身

體，令人物活靈活現。演員每次演出，都會有不同表

現，有時演員理性添加到角色中，也有時是演出時情

之所至。活靈活現在南方戲劇裡是很要緊的。

4. 未有演義劇已起演義根

為甚麼三國故事可以連接秦漢之爭而再下一城？不要

忽略，這跟秦朝很有關係。在看周朝戲的時候，我們

已經開始見到演義的草創期，後來正式出了演義劇，

當中一個最大的歷史題材就是周朝的《封神演義》。

《封神演義》就是後世作者將周朝的歷史，用演義的方

式變成一個大型神魔戲劇，當時人跟天神的關係仍然

很密切，人神未斷，仍可溝通。

周朝在歷史、道學，或者中國的道家仙學來說，是一

個重要的交接期，當時是由上天管治世界，轉交給人

去管治的時代。所以《封神榜》裡用了演義講出交

接，道出人的重要。在那裡，世界變好變壞，不再由

神來管轄與決定，而是人的所作所為，可以令世界變

好或者變壞，人神交接期從周朝開始。說來話長，但

可以看到周朝當時已經出了整個六十四卦，先天後天

的八卦形成，成了中國華夏文化源流的重要關鍵。

周朝之後，經歷了春秋戰國的分裂、天下歸一、合久

必分、分久必合的輪迴。秦、漢、三國這三個世代，

成為演義戲形成的重要時刻。秦朝最大的演義，就是

荊軻刺秦王。當一王獨大，因暴政而導致民不聊生，

燕太子丹就跟荊軻成為結義之士，荊軻決定去刺秦

王。在內地曾經拍攝的演義劇中，最受人歡迎的就是

《荊軻刺秦王》，因為百姓想刺秦。為何現在不拍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5. 楚漢雙雄日月分

到了漢朝，漢最大的演義題材就是楚漢相爭。這時兩

王出現，最大的演義劇就是霸王別姬。在歷史裡，大

家不大講成王的劉邦，大概我們向來都認為成王的英

雄，多數或結果是梟雄、奸雄。反而講得最多的是失

敗的項羽，因為他本來可以成功的，失敗的原因，時

也命也，其中一個因素是輪迴。楚漢之爭中，霸王別

1. 前言

演義不是在說歷史，演義跟歷史不同。演義最重要是

從古代歷史裡，或者一些曾經發生的事件裡，找出一

個角度，然後演繹，衍生出一個主題。古代戲以忠義

為主題，忠義怎樣詮釋呢，忠義說不盡，不能夠將它

定案。演義的出現，可追究至戲劇形式，尤其是東方

戲劇，明顯就是忠義劇形式。其實部份的西方戲劇，

尤其是英雄劇，也跟東方差不多，如果以演義的角度

來看，就很明顯了。

2. 演義來於祭典

我們現在看到的《三國演義》有很多版本，例如明末

時期的《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還有《金聖嘆批三

國志演義》。一些文本在中國失傳，後來從日本傳回

來。這引發了一個問題：為甚麼演義在今時今日的電

影中，尤其是中港合拍片，對演義有另一種看法。

戲是怎樣來？其實東方戲劇開頭的時候，基本上是從

祭禮來的。祭神其實是一種祭禮、祭天的儀式。當時

那種美學不大複雜，是一種對過去經歷以及所知的重

演。比如你說神是怎樣來，神有甚麼講給我們聽，當

時用一個戲來模擬演出。或者再簡單舉例：一個族

群，獵人打完獵回來，大家有肉食，在吃的時候，獵

人自己或者其他人（演員）重演之前的狩獵過程，讓

大家明白眾人的溫飽從何而來，也同時藉著演出感謝

天地，以及安慰成為食物的動物靈。讓大家知道狩獵

的所在地，以及多謝英雄找到食物回來。早期的祭禮

是最原始戲劇的出現，到了春秋時期，就開始有專門

的演員了。

3. 春秋時期俳優形成

春秋時代開始注重一個戲的演出者，除了祭禮重要之

外，演員的臨場演出也很重要。在春秋的時候，演員

也會放自己的元素進去，令角色更活靈活現，或者更

有生氣。當時已有俳優這個身份名字出現，令演員工

藝化，也有了演技。到了演義形成的時候，中國的戲

已經完善了，它既是說事件，也道出時局。然後人在

事件裡演出。每次的演出，除了忠於事件之外，也有

俳優自己的詮釋，加入自己的理解。於是就有戲局，

即是事件的大局沒變，在戲發生的時空裡面，有些東

西確定下來不動，沒甩掉原本定律，但是因日後的時

局、人局和世局有變，會因應當時情況來添加意義，

由此演出來的戲，就是演義。戲裡在說一個歷史，但

當中可以有不同說法，即是可以玩戲法，但不能甩了

戲由俳優生，用廿一世紀眼看三國化生戲演義
紀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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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三部名劇都想據為己有。他們喜歡陽剛一面的戲

劇，如《西遊》、《水滸》、《三國》。我曾與日本朋友

談《三國志》，他們普遍不大喜歡諸葛亮，反而最喜

歡曹操。我問為甚麼？他們認為曹操性格很白，做事

是這樣就這樣。但我說他是奸的，我們中國反而不大

喜歡，我們喜歡聰明的諸葛亮。「你不覺得他過度聰明

嗎？」日本人就是怕諸葛亮過份聰明，這就是我們跟

日本不同的地方。

但他們對於《三國志》喜歡到不得了，原來《三國

志》遊戲最好玩的就是，當你知道那個局定了的時

候，正正是輪迴劇最喜歡玩的，每個玩家就像幽靈

般，闖入三國戲劇內去奪舍。隨時入局選做曹操，弄

糟了 game over 之後，電玩是不用死的。這個英雄指

數是不能拖累我的性命，頂多玩完而已，然後可以再

玩另一個，這就是現世代對於三國戲劇功能的利用。

另一個要談的是川本喜八郎的木偶劇，是 NHK 經典的

木偶劇。他們以木偶劇演出《三國志》，可以跟面具劇

媲美，例如木偶趙子龍就相當有型。2011 年香港國際

電影節有川本喜八郎的回顧，可是沒有放映 NHK 的

《三國志》。還有一個更加「搞鬼」，就是武論尊的漫畫

《霸》。當中最過癮的是：劉備原來是個日本人，是源

自日本的一個倭國大將軍。由倭國渡海前來的勇將，

化身成了劉備，正如《三國志》遊戲將三國再輪迴一

次，也可在漫畫裡重頭再來過。

9. 新派忠義劇

為甚麼《赤壁》在內地這麼重要？其實早在八十年

代，內地人就很想拍《赤壁》。我不大清楚為甚麼，可

能因為有個「赤」字吧，又可能因為有個「壁」字，

音如西方的「Big」，一味夠大。當時謝晉提出要拍，

但拍不成。九十年代也知道陳凱歌要拍，storyboard

也見過了，很多人寫了劇本出來，結果也拍不成。最

後竟然被吳宇森拍出來，而且變成合拍片的典範。吳

宇森的《赤壁》其實幾鬼馬，為甚麼內地審查那麼複

姬說得最多，鴻門宴比較少講。近期就開始有了，可

以看李仁港的電影。

為甚麼鴻門宴這麼少講？因為那是「陰濕劇」。通常說

英雄，中國人會講忠義之士，英雄多數是很陽剛的，

不會歌頌陰險，尤其要擺一個棋局來考你，以舞劍乘

機來戳你，這種行為就是所謂的陰濕。不過這種陰濕

劇，大家會覺得很犀利，但這種智慧是陰濕的智慧。

對忠義劇來說，人們較愛大路的，到最後喜歡歌頌一

些很直、很硬、很陽剛的英雄，講出民間忠義劇的簡

單純粹。

6. 三分時期演義定

可以用中國的道家或者易學去理解三國。道生一就是

秦朝，一生二就是漢朝，二生三就是三國。到三國，

演義之局已形成。道生一的秦朝，是火性的朝代。但

火不及水好，所以不易流傳，國運也很短。到了楚漢

之爭時，漢朝長一點，因為有水火相連，哪個是水？

哪個是火？可以說水就是楚，火就接了位，所以中國

講忠義時也是火性的。三國之後，生了甚麼？水、火

之後是甚麼？很多人從道的方法看，水應該生木，木

就是生命之源。但我看到一本道家的書有不同看法，

兩火一陰才是生出到天下的因由，有兩個紅一個水。

三國裡哪兩國是紅、哪一國是代表水？我不是術數

家，不如大家一起想想吧。

天下三分之後，會看到所謂的演義戲，裡面所講的忠

義，是這三個朝代定下來的精神。後來合久必分了，

晉朝之後是五胡十六國的亂局，直到隋唐。唐朝更生

了演義，但演義劇不再純粹了。唐朝最大的演義是甚

麼？《說唐》最主要是甚麼？就是玄武門之變，兄弟

之爭，也就是我們後來常看的風雲劇。中國的演義劇

跟風雲劇有所不同，除了談忠義，也添加了兄弟之

爭，在引爆激情之時，也因父子相鬥，兄弟相殘，血

源之爭，多了悲情。

基本上唐朝之後，大國已形成，忠義劇的性質也完善

了，但只不過仍是散散落落的，沒有文本支援。直至

到了元明清時，尤其是明朝，就真的整個演義文本

完善地保留下來。甚麼叫演義戲、風雲戲，《三國演

義》、《水滸傳》都表現出來了。

7. 十二孤魂劇

戲劇的形式到三國時，已經不只於祭禮，到宋朝，祭

典時的戲劇演出不單止祭天，有時還祭孤魂，所以就

出了十二孤魂劇。甚麼是十二孤魂劇？這是中國人的

鬼神觀，很多死的精魄仍然流傳在世上，在節日的時

候弄一台戲出來，而那台戲除了祭天之外，也祭那些

靈魂不化的人，不化的人就是孤魂。

來到近代，由小說文本變成電影。香港最多忠義劇、關

公戲，尤其是關公送嫂拍了很多次。如之前說，內地

電影最愛拍的就是刺秦題材，說三國時，最想拍的是

赤壁一段，而且喜歡用曹操的角度，曹操是成王之

雄，代表自己，而關公與劉備的世界，代表香港。可

以看到地域的分歧，內地喜歡投入梟雄劇。台灣我只

知道有《關公大戰外星人》（1976），現在頗受歡迎，

關公怎會鬥外星人的呢？其實是有的，在香港，八仙

也曾經拍過，他們一起落香港，自由行。

8. 日本忠義劇

開頭也說過，日本對我們中國四大名著都很關注。江

戶之後，對這四大小說都有改編，除了《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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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都可以讓吳宇森拍出來？因為只有吳宇森拍得到

他們心中所想的《赤壁》。吳宇森從荷里活回來，有拍

大片的經驗，這且這部電影整個目的就是想以東西中

港主流戲的形式，告訴大家《赤壁》裡可以講到今時

今日的事態，這是他的目的。

另外在吳宇森的電影《赤壁》裡，有三個女豪傑出來

了，是在古戰場上的女豪傑。我們看原本的小說裡，

「赤壁」故事陽性大於陰性。而電影裡竟然出了一個

很厲害的女人，是哪個呢？當然不是趙薇，趙薇就像

傳統劇的花木蘭而已，查實此片最厲害的是小喬，西

方人也很能投入到小喬這個角色。這部戲裡用了很多

當東西方的視覺元素，將東方和西方都投入進去。

最重要的是，大主角是梁朝偉飾演的周瑜。周瑜跟

那班女豪傑，好像吳宇森之前的電影《烈血追風》

（Windtalkers，2002）。《烈血追風》是在戰場上的反

戰者，他們是騎白馬就可以逃離的人。而三國就是一

個戰爭故事，說今時今日怎樣看戰爭，可以用新的角

度去看。諸葛亮能夠借東風，跟《烈血追風》一樣，

可以跟風溝通。而最重要是，在那個世局裡，吳宇森

要找個辦法離開，他找回一個摩登角度，變成赤壁圍

牆之下的生還者。

10. 後赤壁忠義劇

因為《赤壁》相當成功，看到現在有很多這樣的戲，

一些合拍片或者內地片，包括《三國之見龍卸甲》、《越

光寶盒》（2010）、《關雲長》、《千里走單騎》（2006）

這四部，只是一個回應。從《關雲長》會看到，原本

懂得拍忠義劇的香港地域作者，由一個局跳到另一個

局拍三國。那個局，就是逼使關雲長要死的局，跟以

前香港拍的三國電影很不同。《千里走單騎》就最特

別，它告訴大家，其實忠義過了日本那邊。而且忠義

裡，找到關公父子的因素很重要，父子因素就是兒子

死了，父親沒死。然後張藝謀講出了內地的困局：父

親未死，但他發覺跟秦朝一樣，二世接不了棒，很擔

心。裡面講了很多跟世局有關的，也跟關聖的命有關

的事，這是輪迴劇。

這四部片說明內地合拍片出了一個大問題，就是中國

不講忠義，而講世局。在這個世局裡，小人當道，最

慘是小人曹操自認為小人。他告訴你，你們談何忠

義？來到我這地方，想跟我講忠義？先放下吧，放下

你的頭顱！如果從戲劇來說，其實內地合拍片，就算

是之前的《關雲長》，一開始就見到關聖的頭，已經放

在盤上拿過來，已成定局。《鴻門宴》開場是在哪？無

名碑做開場，就告訴你這是歷史回顧，也是成定局。

這定局是甚麼，就是多少英雄人物，都大江東去了，

始終會成過去。現在看的三國戲是死局戲，先斬你

頭，然後再說回你的功過。為甚麼會被斬頭？忠義這

麼強，最後也是被人斬頭。英雄在世如何好，都是成

為一個無名碑而已。碑留給你，名字就不在了。為甚

麼？就是說，談何忠義？

11. 忠義劇變招安劇

香港人拍這些戲，我們會看到有兩個因素：第一，你

拍演義片拍得好，官方先設一個死局給你寫，你怎樣

寫也跳不出這個死局。這是他擺的一個陣，一個戲

陣。這個陣開頭已說明，你上來拍，是招安，就如

《水滸傳》後期，宋江叛變之後那些招安行動。無論你

怎樣，幫我工作的時候，灌輸的都是忠義無用，當你

順從的時候，這就是一個招安劇。

第二，《關雲長》用了《金剛經》，其實《金剛經》裡

所講的是「一切有為法」，「有為法」即是你的所作所

為也叫有為法，但它變了「一切為有法」，那就變了跟

「有為法」不同。「有為法」是業（karma）。但「為有

法」就是一切歸納，有「法」這東西在。「法」就變成

了常常討論的，所以有《法海傳奇》。還有一部可能更

惹笑的，《開心魔法》（2011）。你會看到「法」是有

另一個解釋的，就是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1992）

中：無論怎說也好，請給我一個說法。這樣很嚴肅講

就會看到，他們在講這個法。這可以牽涉到很多宗教

上，尤其是佛教裡常說的佛法，也碰到我們做戲的戲

法。

再說一說《霸》。《霸》的劉備是倭國的大將軍燎宇。

我也跟作者武論尊見過一面，也跟他說，這部《霸》

真的可以拍成電影，不過別上大陸拍，在香港拍。因

為它很摩登，從三國說整個亞洲世局。而且我覺得，

香港拍這虛擬劇、演義戲相當有經驗。我看這個故事

時，找了一個人物。關平在原本的小說是誰？關公的

義子，但現在的故事裡，這個關平是趙子龍跟呂布所

生的，原來趙子龍是女人來的。它最大的改動，是將

劉備變成一個倭國大將軍，將趙子龍變成女人。

演義等於江湖變幻劇，每個不同的時間都有不同的變

化，一切的演出其實都在說人的變幻。最重要的是，

其實演義戲肯定不能在大陸上，因為大陸有審批，一

有審批就成了國策戲，過不了關。當要拍演義的戲，

其實不是純粹虛擬歷史，拿歷史來玩，到底其實是民

間戲，屬於世俗的，不屬於王朝戲，不是祭神也不是

祭王。整個中國很多人都喜歡看演義，但演義可以

拍，不讓你留忠義，因為忠義裡一定有叛，其實是反

叛戲。

12. 找回忠義傳統

成王的一開始沒了演義，成王失義，不成王的留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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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香港片現在很擔心的，就是玩完的因由有很多

種，很難拍忠義劇，就算有忠義，民間也看不出忠

義，這是最大的問題。現在忠義原來不這麼容易看，

很多人都說，甚麼是義，甚麼是忠，再沒有人相信

了。別說戲裡，現實裡講忠義，別人也不知道是怎樣

一回事。

再補充一點，其實這種演義戲在內地，早期最能代入

的，就是荊軻刺秦王，反大強權的容易抓得住，內地

可以用電影表達出來，也容易過關。但去到拍三國之

時，今時今日是一個大朝，很想接回做人要有忠義才

行的理念，想接回中國古文化的大國，因此拍《孔

子》，但大家看到，其實拍得幾好看的，但那個不是孔

子，而是屈原來的。因為孔子最重要的是那個教，萬

世師表的教育，其實可以說共產黨的教育出了問題，

而想找回最低限度的尊師重道回來，但文革時期並不

讓人尊師重道。

三國裡的忠和義，有一個因由。日本常說一個「侍」

字，就是一個有忠有義的公職人員，幫政府幫大企業

打工，有忠有義。當下中國的演義並不講這種身份忠

義，因為根本找不到，能夠找到的也有一個，包公旁

邊的展昭。展昭就是一個有忠有義的人。但從來江湖

劇裡，能夠真的談忠義的都在民間。不愛名，不愛

份，最後辦完事就要走的，反而是中國人最愛歌頌的。

其實今時今日內地很想找回這個傳統，可能覺得現在

面對的，以至身邊的解放軍都不講忠義。他們最怕就

是輪迴秦朝的宿命，傳不到二世，因為中共真的很像

秦朝。回望歷史，整班人都很害怕二世做不了王，

甚至身邊的諸侯也覺得糟了，這個人接位就一定大

件事。所以，他們就想找回傳統。而三國裡所講的演

義，有相當多的元素，例如這個世局怎樣造出來，就

從故事很多元素變成辦公室政治學、管理學裡用。

另外，忠不難做，義比較難。有時可能跟血統有關，

然後你會發覺為甚麼香港這麼容易講到。義在南方接

下去了，就算楚漢之爭，很明顯告訴你，都是楚王較

多義。為甚麼？因為大家都看到，「義」字裡，用羊來

祭神的那班是甚麼人？記住，「義」字的頭頂也是一

隻「羊」。那班是甚麼人？可能來自羌氏的集族，羌氏

很能辯，是從西域那邊過來的一些遊牧民族。「羌」

有兩種，一種是上面「羊」字，下面像簡體字兒子的

「儿」，另一個是下面個「女」字的「姜」，其實是兩個

大族來的。羌氏與姜氏合起來，就成了姜子牙一系。

義有可能在這班人中發展出來，而發展出來最重要的

線索，就是他們不覺得王是要緊的，只覺得族長要

緊。這是關鍵，族長不是最大的管理人，但他是留下

知識留下根的人。這跟王統不同，王朝難留忠義，正

是裡面那種血性的問題。
〡 董啟章  〡 駱以軍 〡 王貽興 〡 關夢南 〡 劉芷韻 〡
〡 陳志華  〡  可洛  〡 江瓊珠 〡 陳麗娟 〡 葉愛蓮 〡
〡  朗天   〡 韓麗珠 〡 謝曉虹 〡 張大春 〡  孟浪  〡
〡  健吾   〡 李維怡 〡  楊照  〡 袁兆昌 〡 鄧小樺 〡

書 
寫 
的 
人

「書寫的人」是文學雜誌《字花》長壽欄目之一，每期均邀請不同的書寫的人跟編輯進行筆談，暢論文
學、風花雪月。多年下來，筆談者眾，如今結集出版，儼然構成一個瑰異的文學風景。二十位跨越老中
青、幅蓋中港台的「書寫的人」，背景資歷各異，但均是對於文字、對於書寫的最偏執者：董啟章、駱以軍、
王貽興、關夢南、劉芷韻、陳志華、可洛、江瓊珠、陳麗娟、葉愛蓮、朗天、韓麗珠、謝曉虹、張大春、
孟浪、健吾、李維怡、楊照、袁兆昌、鄧小樺。

書寫的人
一幅由《字花》迸發放射的另類文學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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