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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金瓶梅》問世前的一個世紀，已見豔情小說始祖《如意君傳》。
《金瓶梅》問世的同一時期，另有豔情小說《痴婆子傳》、《繡榻
野史》、《浪史》等等。從明末到清初，豔情小說產量極大，尤其
包括《內蒲團》、《姑妄言》這樣的名著。然而長期以來，始終沒
有人針對《金瓶梅》與其他豔情小說的性描寫文字，進行詳實且有
意義的比對。事實上，藉由《金瓶梅》與這批豔情小說的對照工作
，除了可以區隔何者的風月筆墨較有成績，甚至可能區隔兩者的類
型差異。本計畫擬針對《金瓶梅》與明末清初最重要的豔情小說《
肉蒲團》進行比較研究。

中文關鍵詞： 《金瓶梅》、《肉蒲團》、豔情小說、性描寫

英 文 摘 要 ： The pioneering Chinese erotic novel, Ruyijun Zhuan had been
published one century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Jin Ping
Mei. There were erotic novels such as Chipozi Zhuan and Xiu
Ta Ye Shi and Lang Shi published during the appearance of
Jin Ping Mei. As a matter of fact, abundant erotic novels
such as Rou Pu Tuan and Gu Wang Yan were popular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 Unfortunately, there is
hardly any research focusing on comparing sexual
descriptions between Jin Ping Mei and these famous erotic
novels. This three-year research project will examine
sexual descriptions of these works and try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Jin Ping Mei and the genre of Ming-
Qing erotic novels. At present, I am comparing Jin Ping Mei
and Rou Pu Tuan.

英文關鍵詞： Gin Ping Mei, Rou Pu Tuan, erotic fictions, sexual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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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或豔情之辨 

──從《金瓶梅》與《肉蒲團》性描寫的比較出發 

胡衍南 

台灣師大國文系教授 

 

一、《金瓶梅詞話》與明代豔情小說 

    《金瓶梅詞話》1問世以來，明清文人即陷入奇／淫之辯，一直到魯迅，才把

它和真正的「淫書」做出有效區隔。他說： 

 

故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偽，又緣衰世，

萬事不綱，爰發苦言，每極峻急，然亦時涉隱曲，猥黷者多。後或略其他

文，專注此點，因予惡謚，謂之「淫書」；而在當時，實亦時尚。2 

 

魯迅先把《金瓶梅》定位成人情小說及世情書，其特色及主旨為「描摹世態，見

其炎涼」。其次感慨作者正逢亂世，所以小說內容不免「時涉隱曲，猥黷者多」；

無奈眾人專注此點，略其他文，以致此書一向有誨淫罪名。但他接著強調，《金

瓶梅》誕生於方士「以藉獻房中術驟貴」的時代，不只獻藥頹風從皇宮「漸及士

流」，而且淫邪歪風「並及士林」，因此「小說亦多神魔之談，且每敘床笫之事」。

魯迅所謂「實亦時尚」，既指當時的社會風氣，也指當時的創作風氣。換句話說，

《金瓶梅詞話》成書及流傳的明朝萬曆年間，已有不少「淫書」了。 

 

魯迅接下來又說： 

 

      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雖間雜猥詞，而其他佳處自在，至於末流，則 

著意所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團》意想頗似李漁， 

較為出類而已。其尤下者則意欲媟語，而未能文，乃作小書，刊佈於世， 

中經禁斷，今多不傳。3 

 

他在這裡強調兩點：一是《金瓶梅》不過「間雜」猥詞，其他佳處自在；二則那

些「末流」之作卻「著意所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所以令人不

                                                      
1 此指明朝萬曆年間刊行的《新刻金瓶梅詞話》，俗稱「詞話本」，一百回，首有欣欣子序，又

有東吳弄珠客序、廿公跋。以下本文所謂《金瓶梅》率指此本。 
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12 月)，第 9 卷，

頁 182。 
3 同前註，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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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卒睹──惟《肉蒲團》稍有成績。 

 

魯迅並沒有給這些末流作品定一個類型名稱，因此後人對這批小說的類型命

名很多，本文率以「豔情小說」(pornographic novels)稱之4。如果要為豔情小說下

一個定義，它們乃魯迅所謂「著意所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者，

也就是以性交活動為唯一內容或主要內容，全篇充斥露骨且過度性交描寫的小說。 

 

既然豔情小說指的是前述所謂「全篇」或「主要」描寫性交活動者，那麼中

國第一部豔情小說，當是明代前中期的《如意君傳》。5此作署吳門徐昌齡著，它

的傳播最早見於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海外漢學家先一步注意到《如意君傳》

對《金瓶梅》起的影響，韓南(Patrick D. Hanan)在 1960 年代那篇鴻文“Sources of 

the Chin Ping Mei”就已提到：《金瓶梅》的創作來源包括長篇小說《水滸傳》、白

話短篇小說、文言色情短篇小說《如意君傳》、宋史、戲曲、清曲和說唱文學6。

後據劉輝考證，知此書卷首序及卷末跋之甲子紀年，當是明正德 9 年甲午(1514)

與正德 15 年庚辰(1520)，較《金瓶梅詞話》萬曆 45 年丁巳(1617)刻本早了一百

年。他同時也總結道：「在《金瓶梅》的成書過程中，《如意君傳》對它的影響是

明顯的，尤其在性生活描寫方面，最為直接。」7  

 

《如意君傳》對《金瓶梅》性描寫的可能影響，不只是第 37 回寫西門慶和

王六兒交媾時，提到了「一個鶯鶯嚦嚦，猶如武則天遇敖曹」8；更包括第 27 回

寫西門慶和潘金蓮葡萄架下那場經典的性事，疑似直接複製了《如意君傳》的橋

段和文字： 

 

這西門慶一上手，就是三四百回，兩隻手倒按住枕蓆，仰身竭力迎播掀幹， 

抽沒至莖首，復送至根者，又約一百餘下。婦人以帕在下不住手搽拭，牝 

中之津隨拭隨出，袵蓆為之皆濕。西門慶行貨子沒稜露腦，往來逗遛不已。 

因向婦人說道：「我要耍個老和尚撞鐘。」忽然仰身望前只一送，那話攮 

進去了，直抵牝屋之上。──牝屋者，乃婦人牝中深極處，有肉如含苞花蕊 

微拆。到此處，男子莖首覺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觸疼，急跨其身。只 

                                                      
4 林辰很早就針對選「豔情小說」而捨其他名稱提出了有意味的看法，詳參林辰：〈豔情小說和

小說中的性描寫〉，收入張國星主編：《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性描寫》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

年)，頁 31-52。 
5 有些學者對豔情小說的義並不限於「全篇」或「主要」在寫性交活動者，若是如此，中國豔情

小說的範圍就很大了，張廷興《中國古代豔情小說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年 4 月)就

是箇中例子。 
6 【美】韓南：〈《金瓶梅》探源〉，收入韓南著，王秋桂等譯：《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3 月)，頁 223-264。 
7 劉輝：〈《如意君傳》的刊刻年代及其與《金瓶梅》之關係〉，收入劉輝：《金瓶梅論集》(台北：

貫雅文化公司，1992 年 3 月)，頁 47-60。 
8 明‧蘭陵笑笑生原著，梅節校訂，陳昭、黃霖注釋：《夢梅館校本金瓶梅詞話》(台北：里仁

書局，2009 年 2 月)，頁 548。以下引文悉據此書，茲不贅註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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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磕碴響了一聲，把個硫黃圈子折在裏面。婦人則目瞑氣息，微有聲嘶， 

舌尖冰冷，四肢不收，軃然於袵席之上矣。西門慶慌了，急解其縛，向牝 

中摳出硫黃圈并勉鈴來。硫黃圈已折做兩截。於是把婦人扶坐。半日，星 

眸驚閃，甦省過來，因向西門慶作嬌泣聲，說道：「我的達達，你今日怎 

的這般大惡？險不喪了奴之性命。今後再不可這般所為，不是耍處。我如 

今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之矣！」 

 

《如意君傳》相應段落如下： 

 

曹曰：「到此地位，勢不容已。」戛戛然而進。直至根，間不容髮。后歡 

甚，通體著曹，舉腰搖蕩掀騰者數百回，乃視曹低語曰：「且勿動，我頭 

目森森然，莫知所之。」曹之興方作，伸徹至腦，復送麈柄百餘度。牝口 

淫氣流綿不絕。武后失聲大呼曰：「好親爹！快活殺我也！且少住片時， 

往來迸急難禁。」曹不聽，則牝中之津，滴滴而下，其聲猶如數牛行泥淖 

中。俄而，后兩足舒寬，目閉齒緊，鼻孔息微，神思昏迷。敖曹大驚，即 

取出麈柄，扶后起坐，久而方甦。曹曰：「陛下何故如此？驚懼微臣，不 

敢為之。」后瞪目視曹，遂抱曹，作嬌泣聲曰：「茲復不宜如此粗率，倘 

若不少息，我因而長逝矣，汝則奈何？」曹曰：「陛下不耐事，險驚破臣 

膽，不得畢佳興也。」麈柄因驚漸痿。9 

 

兩部小說寫婦人性交高潮時的生理反應──「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之」──是

兩篇文本雷同度最高的描寫；又，婦人向男子控訴行房過於猛烈粗率，那種嬌泣

的語態也很近似。此外，《金瓶梅》有關於「牝屋」的說明，《如意君傳》也有──

「牝屋乃婦人深極之處，有肉如含苞，花蓋微拆。男子垂首至其處，覺其翕翕然

暢美不可言。」兩段文字幾乎一樣。又，《如意君傳》形容性交時「其聲猶如數

牛行泥淖中」，《金瓶梅》第 78 回西門慶和林太太性交時也有──「其聲猶若數鰍

行泥淖中相似」。難怪韓南說：「我們不應該低估《如意君傳》和其他話本對小說

色情描寫在詞滙上所起的借鏡作用。」 

 

《新刻金瓶梅詞話》有萬曆 45 年(1617)東吳弄珠客序，但在刊刻之前，小說

早以手抄本形式在文人之間流傳，目前所知最早的流傳記錄是萬曆 24 年(1596)

袁宏道寫給董其昌的信10。在這段期間內，「全篇」或「主要」寫性交活動的小說

至少有《痴婆子傳》、《繡榻野史》、《浪史》。 

 

                                                      
9 明‧吳門徐昌齡：《如意君傳》，收入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思無邪匯寶》第 24 冊(台北：台灣

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9 月)，頁 57-58。以下引文悉據此書，茲不贅註頁碼。 
10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4 月)，卷六〈錦

帆集之四──尺牘〉，「董思白」條，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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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婆子傳》，題芙蓉主人輯、情痴子批校。該書現存版本全為清刊本，清

初之《肉蒲團》、《在園雜志》都曾提及此書，然三餘堂覆明本《東西晉演義》無

名氏序亦引及此書，因而台灣大英百科公司「思無邪匯寶」版《痴婆子傳‧出版說

明》推論，此書必然早於萬曆 40 年(1612)11。《繡榻野史》，4 卷，今存明萬曆刊

本，題卓吾李贄批評、醉眠閣憨憨子校閱，板心下署「醉眠閣藏版」。台灣大英

百科公司「思無邪匯寶」版《繡榻野史‧出版說明》據明人王驥德《曲律》所載推

論，書約成於萬曆 25 年(1597)前後12。《浪史》，40 回，日本傳抄本題風月軒又玄

子著。由於明泰昌元年(1620)刻本(天許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天啟 7 年

(1627)薛岡《天爵堂筆餘》都曾提及，因而李夢生推論此書「至遲作於明萬曆年

間」13。 

 

和《金瓶梅》詞話本一樣，這幾部萬曆朝的小說和《如意君傳》也存在借鑒

關係。《痴婆子傳》寫欒翁戲狎沙氏時，沙氏以水噴翁面，欒翁竟以武則天事唐

高宗時「未承錦帳風雲會，先沐金盆雨露恩」來回應，此正是《如意君傳》的場

景。又，不只《金瓶梅詞話》寫婦人性交高潮的生理反應、以及婦人控訴男子行

房過於猛烈的神態可能受《如意君傳》啟發，《繡榻野史》、《浪史》於此亦然。

例如《繡榻野史》卷 1 寫到：「金氏滿身麻木，口和舌頭都冰冷，昏暈了不動。

大里把口咘氣，金氏方纔開眼，摟住大里叫：『我的親親心肝，幾乎射殺了我！』」

又如《浪史》第 13 回寫到文妃矇矓著眼，邪視浪子道：「心肝，這番比了前次，

更覺美妙。幹到不可知處，滿身麻翻，腦後森然，莫知所之。一條性命，幾乎喪

了。」14 

 

後人對這幾部小說的評價都不高，尤其《繡榻野史》和《浪史》，明人張無

咎早就鄙其「如老淫土娼，見之欲嘔。」15孫楷第批評《繡榻野史》：「雖有意舖

張穢褻事，而文甚短淺，勉分節段。以視《金瓶梅》之汪洋恣肆，實乃天壤之別。」
16又批評《浪史》：「所記皆牀笫穢褻事，不可理喻。而文甚荒率。」17孫楷第關於

《金瓶梅》「汪洋恣肆」之說，可以有很多解釋，至少它是一部從家庭生活擴及

社會內容的小說，用魯迅的話講，它是一部「描摹世態，見其炎涼」的世情小說。

《繡榻野史》則「著意所寫，專在性交」，通篇故事全在寫一場又一場的性交活

                                                      
11 明‧芙蓉主人：《痴婆子傳》，收入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思無邪匯寶》第 24 冊(台北：台灣

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9 月)，頁 79。以下引文悉據此版，茲不贅註頁碼。 
12 明‧呂天成：《繡榻野史》，收入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思無邪匯寶》第 2 冊(台北：台灣大英

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9 月)，頁 15。以下引文悉據此版，茲不贅註頁碼。 
13 李夢生：《中國禁毁小說百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2 月)，頁 69。 
14 明‧風月軒又玄子：《浪史》，收入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思無邪匯寶》第 4 冊(台北：台灣大

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9 月)，頁 110。以下引文悉據此版，茲不贅註頁碼。 
15 此語出自得月樓刻本《平妖全傳》敘文，引自明‧羅貫中著，張榮起整理：《三遂平妖傳》(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年 6 月)，頁 144。 
16 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10 月)，頁 68。 
17 同前註，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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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且「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所有人物滿腦子只有性而無日常生活可言。

它們的性描寫完全淪於動物性，性交純粹只圖官能愉悅，因此性描寫變成是純粹

寫性，不像《金瓶梅》係有補充人物性格、凸顯社會關係之功用。此外，自《如

意君傳》強化陽具崇拜以來，豔情小說逐漸放大這股荒唐想像，《浪史》更將之

擴展到精液崇拜。然而《金瓶梅》並沒有對應上如此潮流，除了不特別標榜偉岸

陽具，其寫口交、吞精也都意在突顯男女之間的權力不對等。《浪史》卻不同，

口交與吞精被交待成絕對意義上的啖食及耽美，完全沒有折射女性存在處境、反

映男性家長權威的意涵。18 

 

總之，同為萬曆年間受《如意君傳》啟發或影響，《金瓶梅》是「描摹世態，

見其炎涼」的世情小說，《痴婆子傳》、《繡榻野史》、《浪史》則是「著意所寫，

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的豔情小說。 

 

二、《金瓶梅》與《肉蒲團》類型屬性之辨 

    萬曆以後，明清之際的豔情書寫風氣顯得更盛19，它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白話中篇豔情小說增多，包括《隨煬帝豔史》、《玉閨紅》、《載花船》、《桃花

影》、《百花野史》、《燈月緣》、《灯草和尚傳》、《風流和尚》、《肉蒲團》、《繡屏緣》……

等。二是帶有豔情色彩、或者雜有豔情篇目的白話短篇小說集(擬話本小說集)大

量出現，包括《歡喜冤家》、《別有香》、《八段錦》、《百緣傳》、《鼓掌絕塵》、《西

湖二集》、《十二樓》、《貪欣誤》、《一片情》……等，以及著名的男風三書《弁而

釵》、《宜春香質》、《龍陽逸史》；三是長篇世情小說也有耽溺於風月筆墨的傾向，

例如《續金瓶梅》、《醒世姻緣傳》等。然而在這一片熱鬧中，名氣最著的是《肉

蒲團》，它不但被視為《如意君傳》以後最負盛名的豔情之作，也被認為是明清

豔情小說中較有文采者，甚至很早就是外國讀者最熟悉的中國古代小說。 

 

    《肉蒲團》，4 卷 20 回，又名《循環報》、《耶蒲緣》、《野叟奇語》、《鐘情錄》、

《巧姻緣》、《巧奇緣》、《覺後禪》。小說題署情痴正反道人編次、情死還魂社友

批評。首有西陵如如居士序。清人劉廷璣《在園雜志》率先提及：「李笠翁漁一

代詞客也，著述甚夥，有傳奇十種、《閒情偶寄》、《無聲戲》、《肉蒲團》各書。

造意刱詞，皆極尖新。」20前引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加以附和：「惟《肉蒲團》

意想頗似李漁，較為出類而已。」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也說：「此書在

                                                      
18 關於《金瓶梅》和同時期豔情小說性描寫之比較，請參胡衍南：〈《金瓶梅詞話》與明朝萬曆

年間豔情小說性描寫比較研究〉，《東亞漢學研究》第 9 號，2019 年 11 月，頁 55-64。 
19 有學者特別拈出 1631 至 1640 這十年，因為此時不只《金瓶梅》的刊刻本多，而且「帶有色情

描寫的通俗小說，這一時期創作和刊刻得都比較多」──包括以下提及的《隋煬帝豔史》、《肉蒲

團》、《宜春香質》、《弁而釵》、《歡喜冤家》、《貪欣誤》等可能都出現於此時。詳李明軍：《17 世

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 年 3 月)，頁 84-91。 
20 清‧劉廷璣撰，張守謙點校：《在園雜志》(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5 月)，頁 40。 



6 
 

猥褻小說中頗為傑出，《在園雜志》以為李漁作，殆為近之。」21當代學者因此多

相信作者即李漁22。小說寫元末書生未央生，立志做天下第一才子、娶天下第一

美女，於是抛下妻子雲遊四海，展開一段精采絕倫的獵豔旅程。未央生先結識俠

客賽昆侖，遭譏陽具太小，於是拜求術士，用狗腎補人腎，造就偉岸陽具。接下

來，未央生先誘拐了商人權老實的妻子豔芳，在豔芳懷孕後，復與隔鄰香雲有染，

其後香雲又把妹妹瑞珠、瑞玉及姑姑花晨介紹給未央生供其淫樂。權老實得知妻

子與未央生有奸，被迫賣妻，之後為了報仇，轉而誘奸未央生妻子玉香，並哄其

私奔離家。爾後玉香被賣至妓院為娼，成為名震京師的妓女，結果未央生慕名而

來，致使玉香因愧自殺，未央生也在和尚孤峰大師啟發下悟道，割掉陽具，出家

為僧。 

 

就其故事情節來看，《肉蒲團》確實是「著意所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

如有狂疾」者。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將《金瓶梅》定位為世情書與人情小說，《肉蒲團》

則為其「末流」中較為出類者，不過如前所述，魯迅始終沒有為這批末流之作賦

予新的小說類型。1961 年，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H. van Gulik)出版《中國古代房

內考》，在這部針對中國古代性文獻的權威研究著作中，他以《金瓶梅》和《肉

蒲團》作為標竿，將明代具有大量性描寫的小說分成兩類。用譯者的話講── 

 

一類是 erotic novels，即色情小說，指並不專以淫猥取樂，而是平心靜氣 

狀寫世情的小說，代表作是《金瓶梅》；另一類是 pornographic novels，即 

淫穢小說，指專以淫猥取樂，故意尋求性刺激的下流小說，代表作是《肉 

蒲團》，此外，書中還介紹了《繡榻野史》、《株林野史》和《昭陽趣史》 

三書。這兩類小說雖然都有大量性描寫，但性質不同。23 

 

韓南和魯迅一樣，在《金瓶梅》和《肉蒲團》之間劃出一道清楚的界線，甚

至主張兩書分屬不同的小說類型。關於《金瓶梅》，他高度贊揚其文學價值：「故

事情節設計精心，人物和場景的描寫簡潔明快而分毫不爽，對話運用得嫻熟自然，

全書角色無不惟妙惟肖。總而言之，這是一部可以列入世界最佳同類作品中的偉

大小說。」在文學價值以外，他還推崇《金瓶梅》「是一部很重要的社會學文獻」。

又，小說雖然存在不少性描寫內容，但他特別強調：「在《金瓶梅》中沒有當時

淫穢小說中特有的那種對淫穢描寫的津津樂道，即使是在大肆渲染的段落裡，也

                                                      
21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新訂本)》，頁 178。 
22 箇中論證最有說服力的是黃強，其有一系列關於作者、序年、版本等方面的考證論文發表，後

收錄於黃強：《《肉蒲團》校證》（台北：國家出版社，2019 年 4 月）。反對此說者也不少，例如孫

福軒：〈《肉蒲團》作者非李漁考辨〉，《明清小說研究》2002 年第 4 期，頁 159-167。 
23 【荷】高羅佩著，李零、郭曉惠等譯：《中國古代房內考‧譯者前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0 年 11 月)。以下引文茲不贅註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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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一種平心靜氣的語氣來描寫。」至於《肉蒲團》，韓南在書中沒有直接批評，

反倒基於對李漁的欣賞給了不少好評：「他的偉大天才使他能把這部淫穢小說編

成出色的故事，使它具有縱欲會使人覺悟的寓意。……《肉蒲團》中的許多段落

顯示出李漁對心理現象的洞察力，並且從側面有趣地反映出那個時代男女之間的

曖昧關係和性習俗。」然而韓南終究把《肉蒲團》劃為淫穢小說，就如同魯迅把

《肉蒲團》視為《金瓶梅》「末流」──只是相對「較為出類而已」。並且在談到另

三部淫穢小說時，批評作者「熱衷於骯髒下流的東西」，「著力描寫令人反感的性

交細節，以致大段大段盡是淫猥描寫」，「情節在其中只是作為一連串淫猥描寫的

框架」。而且，(韓南所關切的)古代房中書原理在淫猥小說中「淪為一種性榨取」，

「這是對古代道術修煉的曲解」。 

 

韓南主張《金瓶梅》和《肉蒲團》之間存在類型區辨和價值高低，問題是關

於二者的類型命名。韓南稱《金瓶梅》屬於 erotic novels，erotic 這個源自古希臘

的英文原意是性愛的、性欲的，關鍵在於它是一個中性的、正面的、甚至帶一點

神聖的概念，《中國古代房內考》中譯本將之譯為「色情」容易引發誤解，今人

多喜譯為「情色」，以和用來指涉肉欲的、形而下的、淫穢的 pornographic 做出

區隔。不過，由於魯迅以降學者多同意「世情書」之說，因此即便《金瓶梅》的

性描寫具備 erotic 之性格，學術界的主流意見仍然習慣稱《金瓶梅》為世情小說

(或人情小說)。至於《肉蒲團》諸作，韓南視其為 pornographic novels，《中國古

代房內考》中譯本把它翻譯為淫穢小說，也有人喜歡譯為猥褻小說或性欲小說，

但它其實更接近當今漢語慣用的「色情小說」──總之都是負面的概念。不過根

據陶幕寧的考察，自 1990 年代以來，愈來愈多學者喜歡用「豔情小說」這個概

念來連結 pornographic novels；二十世紀初期第一代小說史研究者原本是用「豔

情」來標誌〈遊仙窟〉、〈會真記〉、〈李娃傳〉、〈飛煙傳〉這一類唐傳奇(或傳奇體

小說)，近來學者則習慣以「豔情小說」概括明清那些專以淫猥取樂、故意尋求性

刺激的下流小說 pornographic novels24。 

 

一直以來，都有學者主張豔情小說仍有價值高下。例如陳遼就將之分為三個

層次：第一個層次為，「除了寫性行為還是寫性行為，思想無足道或思想很荒謬」，

包括《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浪史》、《杏花天》、《株林野史》、《怡情傳》、

《燈草和尚》等。第二個層次是，「作品除了惡劣的性描寫外，還多少有點有價

值的思想」，包括《弁而釵》、《宜春香質》、《繡榻野史》、《肉蒲團》、《繡屏緣》、

《僧尼孽海》、《昭陽趣史》、《桃花豔史》、《禪真后史》等。第三個層次是，「作

品中有一點新思想，有一點真愛情」，例如《痴婆子傳》、《劉生覓蓮記》25。又如

丁峰山也主張：《痴婆子傳》「作品的社會批判和道德批判的主觀自覺表現得十分

                                                      
24 陶幕寧：〈「豔情小說」之概念辨析與研究新思路〉，《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4 期，頁 24-31。 
25 陳遼：〈簡論明清猥褻小說〉，《求索》1993 年第 2 期，頁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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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和明顯，其客觀效果也不可因存在暴露的性描寫問題而輕易抹殺，全盤否定。

需作如是觀的還有《繡榻野史》《肉蒲團》和《姑妄言》。」26這些反對「無差別

對待」豔情小說的學者，最大的共識是《肉蒲團》乃箇中最為出類者，例如張廷

興說： 

 

學界的普遍看法是，雖然《肉蒲團》所寫的內容與一般豔情小說並無多大 

的差別，但其結構布局工巧縝密，情節設置不枝不蔓，敘事如丸走土反，語 

言佻達、議論風生、說理成趣，在這個意義上，確實可以說《肉蒲團》是 

豔情小說中的出類之作。27 

 

既然魯迅認為《肉蒲團》是《金瓶梅》末流中較為出類者，韓南也主張李漁的偉

大天才把這部淫穢小說編成出色的故事，爰後來學者視《肉蒲團》為豔情小說翹

楚自有傳承，而且對此幾乎沒有任何爭議。 

 

要緊的是，學界對《肉蒲團》及其性描寫的研究，幾乎從一開始即和《金瓶

梅》聯繫在一起，而且多半認定彼此存在傳承關係。王永健可能是最早針對《如

意君傳》、《金瓶梅》、《肉蒲團》三書性描寫進行比較研究的，他說：「《金瓶梅》

在性描寫上，對《如意君傳》有所繼承和借鑒，對《肉蒲團》則有所啟示和影響。」

但也定調：《金瓶梅》的思想及藝術成就足以和其他奇書相媲美，《肉蒲團》則是

不知《金瓶梅》創作之旨、只對書中性描寫感興趣的低級效顰者。接下來，他主

張《如意君傳》是部「謗書」、《金瓶梅》是部「哀書」、《肉蒲團》是部「淫書」，

因此三部小說的思想內容、藝術形式、社會意義和美學價值不可同日而語，但在

性描寫方面卻有許多共同之處：首先，「他們描寫小說人物的性生活，並非為了

美，而是為了醜化小說人物。」其次，「他們皆是以一種欣賞的態度來描寫小說

人物的醜惡性生活的。」再次，小說中的性描寫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低層次

的感官刺激型，專寫性交動作、姿勢和性交過程中的淫態；一類是高層次的理智

反思型，從文化角度著重於性意和性心理的刻畫。「《如意君傳》和《肉蒲團》的

性描寫，皆屬於感官刺激型；《金瓶梅》從總體上考察，其性描寫亦屬於感官刺

激型。」最後，都是通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的故事情節，宣揚「禍因惡積，

福緣善慶，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28     

 

這樣的論斷很接近目前的主流見解，然而其中存在兩個重大盲點。《金瓶梅》

和同時期豔情小說顯然都受《如意君傳》影響，但是較其晚出的豔情小說如《肉

蒲團》者，到底傳承自《金瓶梅》或者豔情小說這個類型傳統本身，誠然需要透

                                                      
26 丁峰山：《明清性愛小說論稿》(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 年 6 月)，頁 63。 
27 張廷興：《中國古代豔情小說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年 4 月)，頁 309。 
28 王永健：〈《如意君傳》‧《金瓶梅》‧《肉蒲團》──兼論古代小說性描寫的評價問題〉，收入王永

健：《但聞風流蘊藉──明清章回小說中的性情》(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1 年 10 月)，頁 21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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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詳細論證。多數學者便宜行事，輕易便想像出「《如意君傳》→《金瓶梅》→

《肉蒲團》」這個承衍關係，例如黃強就說：「它雖然缺乏《金瓶梅》那種對醜陋、

齷齪的社會生活的冷靜透視，但在變態性心理的表現方面，卻深受《金瓶梅》的

影響。」29問題是《金瓶梅》基本不存在變態性心理，否則魯迅也不會批判豔情

小說「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此番影響說毫無根據。陳益源的研究早就揭示一

個事實：明清「淫書」(豔情小說)尚且不視《金瓶梅》為「淫書」(豔情小說)，「《金

瓶梅》與豔情小說的關係，實乃『承先』有餘，『啟後』不足。……畢竟中國豔

情小說起源甚早，自成系統，明清時代『淫書』充斥，《金瓶梅》既非始作俑者，

也沒有那麼大的負面影響。」30 

 

另一個盲點是，《金瓶梅》和其他小說確實存在類型差異，所謂《如意君傳》

為「謗書」、《金瓶梅》乃「哀書」、《肉蒲團》為「淫書」的說法，多少反映論者

在不自覺間區隔出《金瓶梅》和其他小說的類型差異，不過一旦只針對箇中性描

寫文字進行對照，論者往往容易忽略這個重大前提，墮入一種令人沮喪的研究慣

性。茲舉一例，黃克武的明清豔情小說研究，曾提出一個有意味的問題意識： 

 

從傅柯的觀點來說，豔情小說是一種「性話語」。相對於禮教(包括宗教)文 

本以「倫理」、「禁錮」與「果報」為主題，和醫學文本以「養生」、「固精」 

與「子嗣」為核心，豔情小說所生產的「知識」界定了人們對於性活動的 

另一種描寫與認識。此一話語以肉體享樂為宗旨，試圖逃避禮教文本的監 

視與醫學文本的警告，但另一方面卻又規避不了果報邏輯之全面籠罩。這 

三類的話語如何交互鬥爭又彼此呼應，建構出傳統情色意識，仍是一個有 

待深入探索的議題。31 

 

他的研究結論意識到《肉蒲團》、《痴婆子傳》、《浪史》和《金瓶梅》於情欲描寫

上的差異，可是卻始終忽略豔情小說和世情小說的類型差異──他關於豔情小說

的討論始終把《金瓶梅》及其末流錯雜並置。前引這段問題意識，應該在禮教文

本、醫學文本、豔情文本之外，另外加入同樣提供「性話語」的「世情文本」才

確。別的不說，爬梳豔情小說關於情欲與空間的描寫並且嘗試提出結論時，如果

有類型屬性差異之自覺，應能注意到這些文本明顯有反現實主義的傾向；至於服

膺現實主義的世情小說對此則完全不同，因此兩者非但不能混為一談，而且其中

應有藝術高下之分。然而黃克武只宣稱這些誇大的描寫「不必視為映現歷史之真

                                                      
29 黃強：〈《肉蒲團》為李漁所作內證〉，《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 年第 1 期，頁 52-

56。後又收入黃強、郭迪校證：《《肉蒲團》校證》(台北：國家出版社，2019 年 4 月)，頁 360-

380。 
30 陳益源：〈淫書中的淫書──談《金瓶梅》與豔情小說的關係〉，收入陳益源：《古典小說與情色

文學》(台北：里仁書局，2001 年)，頁 55-85。 
31 黃克武：《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6 年 7 月)，第五章「暗通款曲──明清豔情小說中的情慾與空間」，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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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它們「多半只是折射現實並反映男性作家為男性讀者所創造的『情色烏托

邦』」32，藉此迴避豔情小說違反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問題。殊不知，一切含有「性

話語」的文本固然均為男性讀者創造的「情色烏托邦」，但在這個烏托邦和那個

烏托邦之間，性話語的展現方式及其邏輯內核仍然很不一樣。33 

 

換句話講，如果就小說的「全部」來看，很容易可以判斷出《金瓶梅》是寫

大千世界，《肉蒲團》是作春宮畫。例如王汝梅說： 

 

《肉蒲團》離開社會背景，孤立地寫性行為，沒能像《金瓶梅》那樣觸及 

廣闊的生活領域，把對性欲的表現融進廣大的世界中，不免顯得單薄、膚 

淺。作者為了肯定男女感官快樂的自然性、合理性，過多地敘寫性知識、 

性技能，束縛了作家真正的藝術想像力。作者在描寫性行為時重肉體本能， 

重感官而不重精神、心靈。34 

 

《肉蒲團》基本上是站在男性立場，辯證男人如何實踐性歡愉、教導男性成就齊

人之福的小說，且未央生的性自戀和性施暴又是交織呈現的，鍾雯說：「在未央

生的交歡生涯中，性具自戀和性的施虐是互相策應的，在以碩大強健的陽具為驕

傲的同時，一種強烈的證實與攻擊心理壓迫著他，讓他在與女子的交媾中獲得實

現的快感和心理的平衡。」35因此，小說在人物性格的交待上甚不經心，齊浚就

說：「未央生與身邊女人們的關係，流於幻想之中，遠沒有《金瓶梅》中西門慶

與其身邊女人的關係來得真實。《肉蒲團》中的女性都被寫成只關心滿足淫欲的

女人，除了玉香還有由性冷淡到性狂熱的轉變，其他的幾乎沒有絲毫獨特的個性

色彩。」36  

 

然而如果就小說的「局部」來看，純粹注目其性描寫，竟然可以得出令人匪

夷所思的論斷。例如李明軍說： 

 

《肉蒲團》中的性描寫顯得粗俗直露的原因，是因為採用了生活化的語言， 

描寫真切，『妝點活現』，與《金瓶梅》相比，語言更為純熟，用說書的形 

式和語調，卻是文人提煉的書面白話語言，中間很少穿插引用詞曲，總體 

風格比較一致。37 

                                                      
32 同前註，頁 302。 
33 類似的操作很多，例如黃衛總《中華帝國晚期的欲望與小說敘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12 月)也是一例。 
34 王汝梅：〈《金瓶梅》與《肉蒲團》等豔情小說的比較〉，收入劉琦、王汝梅著：《明代豔情小說

解讀》(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13 年 7 月)，頁 64-69。 
35 鍾雯：《四大禁書與性文化》(佳木斯：哈爾濱出版社，1994 年 1 月)，頁 93。 
36 齊浚：《持守與嬗變──明清社會思潮與人情小說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8 年 9 月)，頁

135。 
37 李明軍：《禁忌與放縱──明清豔情小說文化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5 年 6 月)，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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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如此，近年愈來愈多學者主張《肉蒲團》性描寫文字較《金瓶梅》技高一籌，

特別是《金瓶梅》研究者。例如許建平，他一方面說：《金瓶梅》「作者筆下的性

行為文字，有韻文，也有散文。那些大白話的散文，……大概正因其真，所以也

最能活現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間的關係，展露人物心理，顯示豐富的生活內容，

成為一部書中貨真價實的文字。少了它，人物的關係、面貌就模糊不清，更難活

起來。」38但另一方面又說：「就敘事的方法而言，《金瓶梅》性文字的明顯缺陷

是公式化、雷同化。處處穿插著似駢非駢，似詞非詞的打油詩，翻來覆去總是那

麼一套，令人生厭。又由於這些文字多是從他處抄來的，不但文字粗鄙低劣，甚

至有的驢唇不對馬嘴，寫夏天的卻挪用到了冬天，冬天的一段插入了夏天。」39

曾慶雨進一步得出這樣驚人的結論：「文本如果專意為寫色情，《金瓶梅》與他

同時代的豔情小說書寫相較，筆法運用可笑，文字處理簡單粗暴，與堪稱豔情傑

作的《肉蒲團》比看，《金瓶梅》的性書寫簡直就乏善可陳。」40 

 

這裡的詭異在於，魯迅、韓南以降的研究者多半同意《金瓶梅》和《肉蒲團》

分屬不同的小說類型──《金瓶梅》是世情小說(也可視為情色小說 erotic novels)，

《肉蒲團》或為世情小說末流、但根本上該視為豔情小說 pornographic novels。

既然魯迅早就稱讚「《金瓶梅》作者能文」，孫楷第早就批評《繡榻野史》「文甚

短淺」、《浪史》「文甚荒率」──第一代小說史研究者對世情∕豔情文本能文∕不

能文之論斷，除了針對小說整體而發，理應包括其中性描寫段落吧？無論基於什

麼樣的出發點，貿然拔高《肉蒲團》性描寫成就，進而得出《肉蒲團》更勝《金

瓶梅》一籌的推斷，顯然都是唯心的想望。然而反過來講，不只魯迅、孫楷第、

韓南，包括李明軍、許建平、曾慶雨等，從沒有人真正拉出《金瓶梅》與《肉蒲

團》兩個文本、尤其是兩書性描寫文字互為對照，因此世情小說∕豔情小說性描

寫究竟能文∕不能文之論斷，還有待進行科學的論證。 

 

三、《金瓶梅》與《肉蒲團》性描寫文本對照 

(略) 

(本文投稿學報期刊中) 

                                                      
38 許建平：《金學考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238。 
39 許建平：《金學考論》，頁 240。 
40 曾慶雨：〈論《金瓶梅》「性」書寫之主旨〉，收入陳茂仁主編：《第六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2019 年 9 月)，頁 427-437。 



出國報告(移地研究：日本‧東京) 

近年習慣每年撥出一星期的時間，到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檢閱

清代小說善本書。今年也不例外，甚至打算藉地利之便，再跑一趟早稻田大學圖書

館。結果雖然早早請了公差假、訂妥2/2至2/8的機票和酒店，不想竟遇到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疫情，使得此行屢逢挫折，收穫大打折扣。（不過往好處想，如果不是選擇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圖書館，而是原本也考慮的中國大陸南京大學圖書館，那麼

不是出不去、就是回不來了……。） 

 

今年執行的科技部計畫為《金瓶梅》與《肉蒲團》性描寫比較研究。關於《肉

蒲團》的版本選擇，我本來以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

館、北京吳曉玲、巴黎班文干俱有收藏的清刻本已是最佳選擇——據台灣大英百科

全書出版的「思無邪滙寶」《肉蒲團・出版說明》，幾十年來日本、香港、台灣不

斷翻印的「寶永本」實為晚出之刪節本——然而已故美國漢學家韓南（P. Hanan)始

終主張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之「雙抄本」更適宜當底本，近年大陸學者黃

強又主張應以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簡稱「早藏本」）、「雙抄本」互為校勘方

為上策，這使我一向賴以參照之「思無邪滙寶」《肉蒲團》（清刻本）的正當性受

到挑戰。因而擬利用這次短暫的移地研究機會，看能不能稍稍解除心中的顧慮。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有清刻本、雙抄本、寶永本及寫春園本，此行移地

研究本想親炙清刻本與雙抄本，以斷韓南所言是否言過其實。東大清刻本的版本條

件其實並不很好，經過非常粗略的流覽，東大清刻本和台灣大英百科主要依據的班

文干藏本並無太大出入，因此無妨逕以「思無邪滙寶」清刻本與東大的雙抄本進行

對照（況後者已可全文上網流覽）。幾乎毫不費力即可發現，雙抄本確實錯別字太

甚、缺頁過多，遑論漏字錯簡幾乎無處不見，韓南對它的好感恐怕全係因為上面的

批語而已，爰大可不必以雙抄本為研究底本。 

 

此行另一個目的是想看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的早藏本。黃強在《肉蒲團校證・

校證前言》（台北：國家出版社，2019 年 4 月）提及：「早藏本無論目錄還是正

文，內容都較為完整，尤其是文字總體面貌接近原刻本，關鍵性字詞的錯誤比清刻

本要少。況且早藏本除刊刻錯誤以外，字跡較為清晰，錯簡脫文情況也較少，這方

面又優於雙抄本。顯而易見，早藏本比清刻本更適合做底本。」其實，上述黃強提

出的理由，只要是略有版本常識的人，都很容易可以判斷早藏本係較清刻本晚出的

本子；且若就國家出版社的黃強《肉蒲團校證》和「思無邪滙寶」《肉蒲團》加以

對照，幾乎可以推定早藏本係據清刻本而來。爰早藏本作為研究底本的價值不若清

刻本。不過因為黃強幾乎沒有論證兩版本實質差異，加上不能不對大陸學風持保留

態度，我因此希望可以親炙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這個本子。很可惜，一方面受制於肺

炎疫情的顧慮，二方面可能也是申請手續不夠完備，此行最終未能目睹早藏本。 

 

然而，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的這個寒假，可以偷得一週空閒在東大校園及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比對版本、思考問題，仍然對我完成這個計畫起到很大的作

用。個人過去的研究基本不留心於小說版本問題，一方面是前人研究成果已有足夠

參考依據，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偷懶，經過這幾年移地研究累積的心得，不得不承認

版本是會說話的，同時也會指引我們方向。 

 

 



出國報告(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中國河北石家庄) 

 

本人曾於 2019 年 4 月 15 日至 4 月 19 日，受邀出席由陝西理工大學文學院

主辦之「海峽兩岸明清小說學術講座暨研究生論壇」。該次活動分「專家學術講

座」及「研究生論壇」兩個部分，專家講座有台灣師大胡衍南、台灣師大李志宏、

淡江大學林偉淑、河北師大霍現俊、暨南大學史小軍、西南大學黃大宏、河北工

程大學楊國玉、陝西理工大學雷勇等八場，每場一小時，約有一百名以上本科生

及研究生在場聆聽。本人的講題是「論《金瓶梅》的「暴發」文化與敘事」，會

上得到學者史小軍、楊國玉公開肯定，亦不斷被青年學者及研究生提出回應。 

當時的演講曾經提交簡單的文稿，不過失於嚴謹，因此特別將之整理成符合

學術論文規範之樣貌，提交 2019 年 10 月 25 至 27 日由河北師大文學院、中國金

瓶梅研究會舉辦之「第十五屆(石家庄)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宣讀。受限

於撰寫時間緊迫、思考未臻成熟等因素，該文並未在《金瓶梅》「暴發」敘事進

行足夠的著墨，因此改為〈論《金瓶梅》西門慶的「暴發」〉。宋元說話技藝「小

說」家有「發跡變泰」一支，明代話本小說因而多見「發跡變泰」題材，然而《金

瓶梅》西門慶故事並非典型的「發跡變泰」，但卻符合明代中期以來因商業復興

而造就之「暴發」商人，其「暴發」性格與氣質一直缺乏比較準確的討論。本文

針對西門慶的暴發狀態分三個層面探討，一是人性面的炫耀、賣弄和放縱，二是

心理層面的征服欲和佔有欲，三是無意識的去勢恐懼。 

 

本次會議來去匆匆，星期五飛北京轉高鐵至石家庄已近黃昏，周末開一天半

的會又風塵僕僕趕回台北，因此交流完全限於研討會上。我認為這個選題給了會

上學者很多討論空間，但是實際影響還有待論文真正完成並發表於期刊。 



出國報告(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日本‧名古屋) 

本人曾於 2018 年 10 月 13 日至 14 日，於河南大學、中國《金瓶梅》研究會

主辦的「第十四屆（開封）《金瓶梅》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金瓶梅詞

話》與明朝萬曆年間豔情小說性描寫比較研究〉，回台後幾經改寫，投稿《東亞

漢學研究學刊》，通過審查後安排於第九號刊登。然依該刊規定，通過審查之論

文應於 2019 年 11 月 9 日「第十屆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公開宣讀，因此於

2019 年 11 月 8 至 12 日向科技部申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此次會議係由東亞漢學

研究學會、名古屋學院大學主辦，共有來自日本、韓國、加拿大、美國、台灣、

中國大陸等近五十位學者與會，主辦方並於會後安排參訪名古屋學院大學、名古

屋大學、南山大學進行學術對話。 

由於論文已經接受刊登發表，因此在會議上，我主要向與會學者介紹個人近

年執行(及申請中)的研究計畫──《金瓶梅》與明清豔情小說性描寫比較研究。

第一階段是《金瓶梅》與同為明萬曆年間出現之豔情小說《痴婆子傳》、《繡榻野

史》、《浪史》的比較研究，其研究成果即此次出國發表的論文〈《金瓶梅詞話》

與明朝萬曆年間豔情小說性描寫比較研究〉；第二階段是《金瓶梅》與明末清初

豔情名篇《肉蒲團》的比較研究，目前正在執行中，並已著手撰寫論文初稿〈世

情或豔情之辨──從《金瓶梅》與《肉蒲團》性描寫的比較出發〉；第三階段是

《金瓶梅》與清代前期豔情長篇《姑妄言》的比較研究，刻正申請 109 學年度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金瓶梅》與《姑妄言》性描寫比較研究」。 

 

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是對青年學者較為友善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每次年

會均提供一定名額供年輕學者宣讀論文，即便才剛過五十歲的我，被主辦方期望

在會上提供更多論文點評意見。此次比較大的收穫是結識更多日籍漢學家，尤其

是受到京都學派影響較深的漢學家，他們對我在思考中國文學史相關問題方面給

了一些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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