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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將王陵變》與唐前王陵故事之 

互文性研究 

陸穗璉＊
 

摘 要 

敦煌本《漢將王陵變》的形式是說唱兼俱、韻散並陳的講史類變文。王陵故事

的原型可上溯自《史記‧陳丞相世家》之王陵故事，其後各文本多據此加以演繹，

而文本內容最豐富的《漢書‧王陵傳》，在王陵封侯前的事蹟多承襲《史記》；封侯

後的記載雖詳於《史記》，但在《漢將王陵變》中僅一語帶過，未多著墨，故本文的

王陵故事將以最早的《史記》作為史傳文學的主要文本，並參酌諸多唐前文本。 

本文以互文性理論為研究基礎，分別從共時性和歷時性探討《漢將王陵變》與

唐前王陵故事之互文關係；再進一步從消極性互文手法與積極性互文手法探討《漢

將王陵變》對唐前王陵故事之傳承與創新，藉此論證敦煌本《漢將王陵變》與唐前

王陵故事之間既具關聯性，又有差異性，極具豐富的互文關係。 

關鍵詞：敦煌寫本、《漢將王陵變》、王陵故事、互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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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 between Han Jiang Wang Lin 

Bian and the Story of Wang Lin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Lu Sui-Lian 
Lecturer, Division of Preparatory Program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orm of the Dun Huang version of the Han Jiang Wang Lin Bian (The Variation 

of General Wan Lin of the Han Dynasty) is a variation of history which is combined with 

singing and speech, rhyme and pros. The prototype of the story of Wan Li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hen Cheng Xiang Shi Jia” (Noble Family of Prime Minister Chen) from the 

Shi Ji (Record of Grand Historian), and subsequent texts were interpreted based on this, 

and the most abundant text content was in “Biography of Wang Lin” in Han Shu (History 

of Former Han), the deeds of Wang Lin before who was conferred nobility was mostly 

from the Shi Ji, after that was also described in the Shi Ji in detail, but was only 

mentioned briefly in the Han Jiang Wang Lin Bian. Therefore, the story of Wang Lin of 

this article will be based on the earliest Shi Ji as the main text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some texts of the pre-Tang Dynasty. 

Based on the intertextuality theo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Jiang Wang Lin Bian and the story of Wang Lin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chronicity and diachronicity; and investigate further, from 

both the conservative and enthusiastic aspect of intertextuality, how Han Jiang Wang Lin 

Bian inherit from the story of Wang Lin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innovation, in 

order to verify the relevance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un Huang version of Han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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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Lin Bian and the story of Wang Lin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with rich intertextual 

relations. 

Keywords: Dun Huang Manuscript, Han Jiang Wang Lin Bian, The story of Wang 

Lin, Intertex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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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將王陵變》與唐前王陵故事之 

互文性研究 

陸穗璉 

一、前言 

《漢將王陵變》1是敦煌寫卷中的講史類變文，今存六殘冊2，經綴合為三件，

可互校出全文。3內容講述漢將王陵夜襲楚營，凱旋歸漢；項羽力圖報復，捉陵母招

降王陵，因陵母一心向漢，為激勵王陵效漢，遂借劍自刎。形式韻、散並陳，詩文

間用、有說有唱，是俗講活動的底本。講唱者為吸引群眾而變造史實，在王陵本事

內援入諸多故事情節，加以渲染成膾炙人口的長篇講唱文學作品。其故事原型有歷

史依據，是典型的講史性變文。 

有關《漢將王陵變》的研究，早期以校勘、釋義為主4，其後謝海平《講史性之

變文研究》開始針對講史變文之故事情節逐一考察，其在《漢將王陵變》部分援史

證事，於變文內容中多所考論。5之後研究面向漸廣，各家研究或以主題學、或以故

事學為研究取向，並加入比較文學、敘事文學的概念，著重溯源或影響的研究面向，

成果頗豐。6但多側重梳理歷時性的源流，將文本與文本間的繼承視為單一、線性的

研究性質，其歷時性研究，多局部而不具全面性；至於以共時性視角審視文本間交

                                                 
1 為求行文順暢，或將《漢將王陵變》簡稱為「王陵變文」。 

2 S.5637、P.3627（一）、P.3867、P.3627（二）、邵洵美先生舊藏，以及潘吉星先生私藏卷等。 

3 本文研究底本為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4 如王重民：〈敦煌本《王陵變文》〉，《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10：6（1936.12），頁 1-5。 

5 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3），頁 50-54；原為政治大學

中文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70），修訂後正式出版。 

6 如馮文開、王立霞：〈敦煌寫本《漢將王陵變》的口承性及其文本屬性〉，《江西社會科學》11（2015.11），

頁 108-113；楊薇：《王陵故事演變研究》（揚州：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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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關係的研究，則更少涉及。7
 

有關互文性研究，是運用「互文性理論」8研究文本之間的關係。9它從 1960 年

代興起，1980 年代開始中國化之後，它就被廣泛應用於敘事學、民間文學的研究，

甚至借鑑於研究變文，現今不論是比較文學、傳播學、或中國文學的學者，都借重

此理論探討不同主題。本文為進一步探究《漢將王陵變》與唐代、唐前10王陵故事

各文本的互文性關係，乃在前賢的基礎上，藉「互文性理論」─兼顧共時性與歷

時性的特點，來討論《漢將王陵變》。研究進路依序先釐清《漢將王陵變》之架構與

內容；再從共時性與歷時性的視角探究《漢將王陵變》與唐前王陵故事之互文性關

係11；最後藉「互文性要素」12，一一列舉、剖析《漢將王陵變》對唐前王陵故事的

傳承與創新，以呈現「積極性互文」、「消極性互文」13，深入研究《漢將王陵變》

                                                 
7 「而今，我們談『互文性』，則致力于探討前後文本之間的具體的敘事互文，包括敘事單元的沿襲、

敘事話語的搬弄等等，其優越性不言而喻。」見李桂奎：〈中西「互文性」理論的融通及其應用〉，《社

會科學戰線》8（2016.8），頁 137-146。 

8 有關「互文性理論」，最早在 1960 年代由法國文學批評家 Julia Kristeva 提出，認為：「一篇文本是

另一些文本的再現，……，任一文本的寫成……都吸收和轉換了其他文本」，而且新、舊文本即使呈

現相同的表述，但因出現於不同時間與故事結構中，致使兩者意義不盡相同，甚且 Julia Kristeva 強

調研究文本的互文性時，要兼重歷時與共時兩面向。其後經由多人的闡釋、歸納，還衍生了「消極

互文性」、「積極互文性」，使互文理論內容更加豐富。參 Julia Kristeva, Semeiotike,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符號學、語意分析研究）(Paris: Seuil, 1969), pp. 115-145，轉引自﹝法﹞蒂費納‧薩莫

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頁 3-4；李玉平：〈互文性新論〉，

《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006.5），頁 112；李桂奎：〈中西「互文性」理論的融通及其應

用〉，頁 144。 

9 關於互文性理論，亦可參陸穗璉：〈敦煌本〈捉季布傳文〉與《史記‧季布傳》之互文性─兼論俗

文學對史傳文學的傳承與創新〉，《嘉大中文學報》12（2017.11），頁 217-255。 

10 本文篇名中所謂的「唐前」，包含唐代。  

11 按：黃征、張涌泉以為「本文（《漢將王陵變》）作於避唐高宗李治諱時期。」大約創作於 7 世紀中

期。見《敦煌變文校注》，頁 82-83。而王重民則認為是「第九世紀上半世紀的作品」，見氏著：〈敦

煌變文研究〉，《敦煌遺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206-207。前述二者都是針對《漢

將王陵變》創作的時間而言，這是文本出現的上限，而本論文則是以《漢將王陵變》流傳的底本為

主，俗講底本在流傳的過程中，仍會不斷修改，且就俗文學而言，流行傳抄的時間乃其下限，故本

論文的研究時代設定至唐末止。 

12 按：筆者在前賢的基礎上，將「互文性要素」歸納為：仿作、引用、抄襲、暗示、擴大、增添、刪

節、重組、拼貼、替換等。 

13 因每位作者於創作前都可能是讀者，無可避免的借鑒或吸收以前的文本內容，故當創作者採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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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王陵故事之縱向傳承與橫向交互的互文關係。 

二、《漢將王陵變》之架構與內容 

為利於後文討論《漢將王陵變》與其他文本之互文性關係，首先整理王陵變文

之架構，依序是「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陵母伏劍死、從漢定天下」四項敘事

單元14，各單元再析出若干細目（詳如下表），並敘其內容梗概。 

表 1 《漢將王陵變》架構表 

變文 

敘事單元 
《漢將王陵變》相關內容 

一 陵以兵屬漢 （一）王陵投漢  

（二）王陵斫楚 1.斫楚前因  2.斫楚過程  3.斫楚結果 

二 項羽取陵母 捉陵母赴楚 1.修書招陵  2.陵母志節  3.苦辱陵母 

三 陵母伏劍死 陵母自刎亡 1.盧綰送戰書 2.王陵救母  3.陵母假意修書 

4.陵母語漢使後自刎 

四 從漢定天下 陵堅定效漢 1.漢皇大設祭拜 2.贈陵母封號 3.陵母魂謝 

4.王陵受封 

（一）陵以兵屬漢 

故事開始便以王陵擔任左先鋒兵馬使兼御史大夫，表示王陵帶兵投漢的現狀。

當時，漢軍頻戰頻輸，漢皇為體恤三軍，而號令曰：「怨寡人者，任居上殿，摽寡人

首，送與西楚霸王。」15反而使三軍皆負甲離漢王三十步，以表忠心，也激發王陵、

灌嬰請纓斫楚。過程中，王陵不但細察敵情、標記會合地點，還慎選斫營時機、指

導灌嬰斫營技巧，致使楚營「二十萬人總著刀劍，五萬人當夜身死」。（頁 68）斫營

                                                                                                                                      
文性要素」而產生新文本後，對照新文本與原文本內容，若新文本產生新義，稱兩文本間具有「積

極互文性」；若無新義，則稱之為「消極互文性」。參李玉平：〈互文性新論〉，頁 112。 

14 由於「互文性……作為一種在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思潮中產生的文本理論」，故本文論述文本內

容結構時，以「敘事單元」劃分。見王謹：《互文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1。 

15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66。正文再引用此版本，僅標註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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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被楚軍重重包圍之際，王陵還用計突破重圍，安返漢營，成功斫楚。 

（二）項羽取陵母 

不料，王陵斫楚卻激怒霸王，促使楚將鍾離末率眾將士赴綏州茶城村，捉拿陵

母赴楚。楚營中，霸王身著金甲、面戴頭牟，威嚇陵母修書，以招降王陵。豈料陵

母「天生有大賢……，須是女兒懷志節，高聲便答霸王言：自從楚漢争天下，萬姓

惶惶總不安。……但願漢存朝帝闕，老身甘奉入黃泉！」（頁 69）因而激怒霸王，

下令將陵母「髡髮齊眉，脫却沿身衣服，與短褐衣，兼帶鐵鉗，轉火隊將士解悶。

各決杖伍下，又與三軍縫補衣裳。」（頁 70）百般苦辱陵母。 

（三）陵母伏劍死 

漢軍斫楚得勝後，卻不見楚營宣戰，漢皇便急派漢使盧綰送戰書，卻意外得知

陵母困於楚，致漢王急詔王陵赴楚救母，王陵並請盧綰相隨。及赴界首，王陵暫請

盧綰入楚探視陵母，並言：「陵親若在，入楚救其慈母；陵母若無，共大夫却歸漢朝，

伏事聖體之君」。當陵母再度見到盧綰，便請盧綰傳話：「兒若到來，兒又死，母亦

死。」之後，陵母向霸王借劍、假意修書，於霸王與盧綰面前自刎。（頁 71） 

（四）從漢定天下 

盧綰報哀後，漢皇感念陵母志節，乃詔太史邈夫人靈於金牌上，並大設珍饈，

召四十萬群臣遙祭陵母，贈「一國太夫人」封號。「是時王陵哭母說，遙望楚營青鬰

鬰。……王陵在後莫須憂，必拜王陵封萬戶。」（頁 72）自此，王陵效漢之心甚堅。 

三、《漢將王陵變》與唐前王陵故事之互文關係 

王陵故事最早載於《史記‧陳丞相世家》，後代也有相關傳載。為探究《漢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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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變》對唐代及唐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換16，特將王陵故事相關文本（含圖像），

依撰著者時代17劃分為：漢代、魏晉六朝、唐代三個時期，論述王陵相關文本、敘

事單元18；並分別從歷時性、共時性的角度，探討與唐代及唐前各文本之互文性關

係。 

（一）唐前王陵故事相關文本與敘事單元 

1、漢代王陵故事文本與敘事單元 

為利於論述，首先表列漢代王陵故事之文本（圖像）19及其所涉敘事單元： 

表 2 漢代王陵故事相關文本與敘事單元 

王陵故事 封侯前事蹟 封侯後事蹟 

敘事單元 

 

 

王陵故事相關文本 

陵以兵

屬漢 

項羽取

陵母 

陵母伏

劍死 

從漢定

天下 

面折廷

爭（白馬

之盟） 

杜門不

朝 

陵母赴

楚招陵 

陵效漢

封侯 

《史記‧陳丞相世家》卷

56 

◎ ◎ ◎ ◎ ◎ ◎ 

《漢書》 〈張陳王周傳〉

卷 30 

◎ ◎ ◎ ◎ ◎ ◎ 

〈敘傳‧班彪‧

王命論〉卷 70 

◎ ◎ ◎ ◎   

武氏祠漢畫像   ◎    

《漢紀》 〈高祖皇帝紀

二〉 

◎ ◎ ◎ ◎   

〈高后紀〉     ◎ ◎ 

〈孝平皇帝紀〉 ◎ ◎ ◎ ◎   

 
《史記‧陳丞相世家》王陵故事約有 234 字，是篇幅極小的附傳，分王陵封侯

                                                 
16 本文據黃征、張涌泉研究，將王陵故事的研究時代限定為：自「王陵故事最早出現的漢代」，至「創

作王陵變文的唐代」止。見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82-83。 

17 因考量時代背景對撰著者的影響，以及共時性互文的研究面向，故以「撰著者所在的時代」劃分研

究文本。 

18 按：以下有關「王陵故事之敘事單元」，依《史記》王陵故事內容為主。 

19 按：陵母故事雖收入西漢劉向《列女傳‧卷八》，但卷八乃後人仿《列女傳》體例而作，號為《續

列女傳》，因作傳者非劉向，故本文談漢代文本之互文性時，暫不討論《續列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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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兩部分。「封侯前事蹟」包括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陵母赴楚、招降王陵）、

陵母伏劍死、從漢定天下（陵效漢封侯）等敘事單元；「封侯後事蹟」則包含王陵反

呂的面折廷爭（白馬之盟）、被徙官後的杜門不朝請二敘事單元。 

《漢書‧王陵傳》多本於《史記》，而「封侯後事蹟」之「面折廷爭」則較詳，

可補《史記》王陵故事之不足，然敘事單元兩者多同。20另外，《漢書‧敘傳》中引

班彪〈王命論〉亦有「王陵之母」的記述，簡筆記載「王陵封侯前事蹟」，涉及：陵

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陵母伏劍死、陵從漢定天下等敘事單元，側重於陵母伏劍

的部分。21
 

至於東漢荀悅（148-209）作《漢紀》，乃因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

故命荀悅依《左傳》體例改編而為「辭約事詳」。22因是編年體史書，故有關王陵事

蹟分散於不同單元（見表 2），雖敘事用字更為精省，然仍具《漢書》各項敘事單元。 

東漢武氏祠系列壁畫乃依史而畫23，內容豐富，有神仙、忠臣、列女、征戰等

主題，可說是漢代社會價值觀的縮影。其中，陵母（伏劍）畫像石可說是現存最早

有關王陵故事的圖像，存於武班祠左石室第一石，石上刻畫：陵母傾身與持節漢使

相語，背後有執戟武士趨身監視，漢使背後有車夫駕輿等圖樣；並有二行榜題：「王

□□玃於楚陵為漢□與項相距母 見漢使曰□□長者因伏劍死以免其子」24，內容

涉王陵故事之「陵母伏劍」敘事單元。 

2、魏晉六朝王陵故事文本與敘事單元 

                                                 
20 「王陵封侯前事蹟」，《史記》記 167 字；《漢書》載 158 字，兩者差異僅在用字的減省。見漢‧司

馬遷：《史記‧陳丞相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642；漢‧班固：《漢書‧張陳王周傳》

（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583。 

21 本文中，凡王陵相關文本述及「班彪〈王命論〉」者，內容都涉及四大敘事單元。又班彪〈王命論〉

引用王陵之母，意在闡明：「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是

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帝王之分決矣！」漢‧班固：《漢書‧敘傳》，頁 3086-3088。 

22 參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荀韓鍾陳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2062。  

23 此系列圖像被刻於漢代武氏墓群祠堂的石壁上，選神仙、忠、孝等一系列主題的圖像刻畫石上，故

後世名以武氏祠壁畫、武氏祠畫像（石）、漢畫像（石）等，名稱不一。其中，陵母畫像石乃記漢

初開國將領王陵之母義行，後世取其蹈忠踐義，而為列女，刻石記錄。 

24 見清‧王昶撰，嚴耕望編：《金石萃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卷 21，「漢 17」，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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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六朝王陵故事文本25及其所涉敘事單元，表列、說明如下：  

表 3 魏晉六朝王陵故事相關文本與敘事單元 

王陵故事 封侯前事蹟 封侯後事蹟 

敘事單元 

 

 

王陵故事相關文本 

陵以兵

屬漢 

項羽取

陵母 

陵母伏

劍死 

從漢定

天下 

面折廷

爭（白馬

之盟） 

杜門不

朝 

陵母赴

楚招陵 

陵效漢

封侯 

《三國評》   ◎    

《後漢紀‧後漢光武皇帝

紀》卷 5 

◎ ◎ ◎ ◎   

《後漢書‧獨行列傳》卷

81 

  ◎    

《世說新語‧仇隙》     ◎  

《宋書‧鄭鮮之傳》   ◎    

《昭明文

選》 

〈漢高祖功臣

頌〉 

  ◎  ◎  

〈贈答詩〉      ◎ 

〈天命論〉 ◎ ◎ ◎ ◎   

〈誄〉      ◎ 

《十六國

春秋》 

〈後趙錄三〉  ◎     

〈前涼錄四〉     ◎  

 
東晉‧徐眾（？-？）《三國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昔王陵母為

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

死之節。……。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求其新。」此乃引自《三國志‧

魏書‧程昱傳》26中的評述（程昱為確保曹操在兖州的勢力，力勸靳允應該堅守范

城，不應為呂布執其母弟妻子而有所動搖。）徐眾論及陵母伏劍是為明志而死節，

實與靳允母弟妻子被執不能相提並論，並認為靳允應先救親盡孝才是。此段涉「陵

母伏劍死」敘事單元。 

                                                 
25 按：魏晉六朝文本之一的《昭明文選》涉王陵故事者有四，但因陸機〈漢高祖功臣頌〉、陸厥〈贈

答詩‧奉答內兄希叔〉、潘安仁〈楊荊州誄〉等，主要援自《漢書》，又引述班彪〈王命論〉全文，

則援自《史記》、《漢書》內容，故其後不再綴述。 

26 見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十四‧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北京：中華書局，

1982），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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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袁宏（328-376）《後漢紀》27在〈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五28，引述班彪

〈王命論〉部分內容，而涉「王陵封侯前」四項敘事單元。 

南朝宋‧范曄（398-445）《後漢書》29的〈獨行列傳‧趙苞〉，傳中苞母及苞妻

為鮮卑所質，鮮卑以苞母要脅，趙苞悲號，苞母遙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

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30趙苞遂承母志而進戰破敵，

而涉「陵母伏劍死」敘事單元。 

南朝宋‧劉義慶（403-444）《世說新語》31的〈仇隙〉，文中，王東亭與王孝伯

互有盟約，但東亭日益言行不一，令孝伯質疑，東亭便回以：「王陵廷爭，陳平從默，

但問克終云何耳？」32藉呂后封呂之事，論白馬之盟，陳平最終能安邦定國，故王

東亭認為處事應著重「克終」的善果，而涉「面折廷爭」敘事單元。 

南朝梁‧沈約（441-513）等撰《宋書》33之〈鄭鮮之傳〉，鄭鮮之在文中論滕羨

未因其父（滕恬）屍喪而返，且仕宦不廢，致議者嫌之。鮮之認為：忠孝乃封建禮

教之極，得否變通，全在人心，若要「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34用

以批評那些認同滕羨之舉者，文中藉「王陵之母，見烹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為

社稷之臣，非為榮也。」35為例，實厭情之謂也。 

                                                 
27 東晉‧袁宏《後漢紀》之體例乃仿荀悅《漢紀》，編年記事，載西漢末年至東漢止，內容匯集諸多

先賢傳文，且「言行趣舍，各以類書」而成。晉‧袁宏撰：《後漢紀‧序》，周天游校注：《後漢紀

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頁 2。 

28 晉‧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後漢紀校注》，頁 135。 

29 南朝宋‧范曄承《史記》、《漢書》紀傳體例而作《後漢書》，以「正一代之得失」為書寫志向，為

歷史作鑑。參《後漢書》。 

30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獨行列傳‧趙苞》，頁 2692。 

31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全書有 3 卷，起於〈德行〉，迄於〈仇隙〉，共 36 篇，內容多記東漢

到東晉間的高士言行、名流笑談，以及遺聞佚事。參《世說新語》（青島：青島出版社，2010）。 

32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仇隙》，頁 384。 

33 南朝梁‧沈約等人奉齊武帝詔撰《宋書》，全書有 100 卷，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至宋順帝升明

3 年（479），劉宋政權 60 年史事，全書保留諸多史料，可補前史之不足，又以志 30 篇價值最高。《宋

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34 南朝梁‧沈約：《宋書‧鄭鮮之傳》，頁 1692。 

35 南朝梁‧沈約：《宋書‧鄭鮮之傳》，頁 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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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北魏‧崔鴻（478-525）《十六國春秋》36涉王陵事蹟有二，一是〈後趙錄三〉

記石勒攻陷李矩陣營，擒獲郭元（李矩外甥郭誦之弟），石勒命郭元造書招降李矩，

李矩示招降書試探郭誦，而郭誦答以「昔王陵之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37

以明忠誠，涉「項羽取陵母」單元；二是〈前涼錄四〉記前涼張重華謀為涼王，晉

室酬以上公之位，致張重華怒不受詔。晉臣俞歸乃云：「王陵曰：『非劉氏而王者，

天下共伐之』。……爵以上公位，以方伯寵榮極矣！」38俞歸引用漢朝王陵語白馬之

盟，申明非東晉宗室不得稱王，涉「面折廷爭」單元。 

3、唐代王陵故事文本與敘事單元 

唐代王陵故事文本39及其所涉敘事單元，表列、說明如下： 

表 4 唐代王陵故事相關文本與敘事單元 

王陵故事 封侯前事蹟 封侯後事蹟 

敘事單元 

 

 

王陵故事相關文本 

陵以兵

屬漢 

項羽取

陵母 

陵母伏

劍死 

從漢定

天下 

面折廷

爭（白馬

之盟） 

杜門不

朝 

陵母赴

楚招陵 

陵效漢

封侯 

《晉書》 列傳第 8〈宣五

王〉 

     ◎ 

列傳第 28〈周處〉     ◎  

列傳第 33〈李矩〉  ◎     

列傳第 35〈王導〉     ◎  

列傳第 56〈張軌〉     ◎  

《北史》 列傳第 45〈周宗

室〉 

   ◎   

列傳第 79〈列女〉   ◎    

《梁書》列傳第 50〈侯景〉 ◎      

                                                 
36 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記東晉時期北方十六國之史，崔鴻將各國國書改名為「錄」，並以紀傳

體例記各國國主事蹟，成書 100 卷。參《十六國春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37 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卷 13，「後趙錄三」，頁 11。 

38 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卷 73，「前涼錄四」，頁 47。 

39 按：《北堂書鈔》之〈設官〉；《藝文類聚》之〈符命〉、〈盟〉；《白孔六帖》（本文僅引用白居易《白

氏六帖事類集》）之〈母子〉、〈直〉、〈諫諍〉等內容，因涉王陵故事者，主要引自《漢書‧王陵傳》，

故其後不再綴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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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列傳第 45〉前言   ◎    

唐代相 

關詩文 

張九齡〈登荊州

城樓〉 

    ◎  

許渾〈維舟秦淮

過溫州李給事

宅〉 

    ◎  

皮日休〈陵母頌〉   ◎    

《 北 堂

書鈔》 

卷 49〈設官〉     ◎  

《 藝 文

類聚》 

卷 10〈符命〉 ◎ ◎ ◎ ◎   

卷 33〈盟〉     ◎  

《 白 孔

六帖》 

卷 18〈母子〉   ◎    

卷 27〈直〉 ◎      

卷 39〈諫諍〉     ◎  

敦煌本《漢將王陵變》 ◎ ◎ ◎ ◎   

 
唐‧房玄齡（579-648）等纂《晉書》40與王陵有關者五，一是〈宣五王〉，記「賈

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咎指司馬彤未能匡正賈充，亦未能效尤

王陵杜門，涉「杜門不朝」單元。二是〈周處〉，記「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

廷爭，可不謂忠乎？……。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概

也。」藉周勃不爭、王陵廷爭，論述為周札贈謚應考量「原情盡意」，涉「面折廷爭」

單元。三是〈李矩〉，藉郭誦云：「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明忠誠

之志，本段同於《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三》，涉「項羽取陵母」單元。四是〈王導〉，

藉王珣（王導孫）云：「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勸王恭靜待王國

寶惡滿天下，再予以討伐，涉「面折廷爭」單元。五是〈張軌〉，藉晉臣俞歸引述「王

陵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伐之』。」重申非王室不得稱王的規制，本段同於《十

六國春秋‧前涼錄四》，涉「面折廷爭」單元。41其中，第二、第四則都引述前期文

本「（面折廷爭）爭與不爭」的情節，敘事意義都著重「事件有善終」，近於《世說

新語‧仇隙》，而不同於《史記》王陵反呂廷爭的敘事意義。 

                                                 
40 唐‧房玄齡等纂《晉書》乃因唐太宗認為《晉書》版本雖多，未能盡善，故命房玄齡、褚遂良監修

之，全書 130 卷，以紀傳體例成書，最具特色是以「載記」敘述十六國政權史事。參《晉書》（臺

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 

41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頁 764、1044、1121、1149、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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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延壽（？-？）《北史》42有關王陵故事有二，一是〈周宗室〉，北魏孝武

帝入關前，因宇文顯和母老眷繁，乃囑咐預先為計，顯和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

並。然臣……安敢預為私計。」孝武帝愴然曰：「卿，我之王陵也。」43文中，孝武

帝以王陵喻顯和擇忠侍主，涉「從漢定天下」單元。二是〈列女〉，文中並舉列女數

人，以「王陵之母……蹈忠而踐義，……，徽音傳於不朽。」44記陵母成全忠義而

名留千古，涉「陵母伏劍死」單元。 

唐‧姚思廉（557-637）《梁書》45之〈侯景〉記北齊文襄帝（高澄）俘侯景妻，

並威脅利誘侯景來歸，侯景云：「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家累在君，何關僕也。」

涉「陵以兵屬漢」單元。 

魏徵（580-643）等撰《隋書》46僅將王陵母與前代多位列女並列，敘於〈列傳

第 45〉前言，表述她們或抱信以含貞、或蹈忠而踐義之雅志，涉「陵母伏劍死」單

元。 

至於唐代與王陵相關詩文有如：張九齡〈登荊州城樓〉、許渾〈維舟秦淮過溫州

李給事宅〉47、皮日休〈陵母頌〉48等篇。其中，張九齡〈登荊州城樓〉：「端居向林

藪，微尚在桑榆。直似王陵戇，非如甯武愚。今茲對南浦，乘雁與雙鳧。」許渾〈維

舟秦淮過溫州李給事宅〉：「帝圖憂一失，臣節恥三緘。代有王陵戇，時無靳尚讒。」

二者均尚王陵的剛直不阿，涉「王陵面折廷爭」單元。皮日休〈陵母頌〉則述：「夫

女子之忠貞義烈，或聞於一時。……安國侯之母也，不以項強而劉弱，……，舍其

                                                 
42 唐‧李延壽撰《北史》記北魏至隋代的北朝歷史，以紀傳體成書，共計 100 卷。參《北史》（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 

43 唐‧李延壽：《北史》，頁 901。 

44 唐‧李延壽：《北史》，頁 1313。 

45 唐‧姚思廉等修撰《梁書》計 56 卷，以紀傳體記南朝梁歷史。參《梁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5）。 

46 唐‧魏徵等撰《隋書》原成書於唐太宗貞觀 10 年（636），記隋文帝開皇元年（581）至隋恭帝義寧

2 年（618），共 38 年歷史。貞觀 15 年（641）至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又修成〈經籍志〉，後編入

《隋書》，而為今本《隋書》。參《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按：本文採用《隋書‧列傳第

四十五‧列女》之材料內容。 

47 分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頁 278-279、2773。  

48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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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踐死地。……豈易為哉！」贊頌陵母節烈義行，涉「陵母伏劍死」單元。 

綜上所述，自漢至唐，王陵故事相關文本與敘事單元，歸納如下：其一，就敘

事單元的完備性，首以《史記》、《漢書》、《漢紀》最為詳備；次以《後漢紀》、《漢

將王陵變》。其中，《後漢紀》因援引〈班彪‧王命論〉，實可視如漢代文本。由此可

見，除《漢將王陵變》外，時代愈接近漢代，文本涉及的敘事單元愈多；而魏晉以

後的文本，則多舉王陵某一相關事蹟為立論事類，援古證今。其二，唐前王陵故事

文本以引用「陵母伏劍」與「王陵面折廷爭」較多，既負盛名且流傳極廣，甚且，

愈趨於唐代，引用「王陵面折廷爭」者有增多的趨勢。其三，上述資料多以文本形

式呈現，而東漢武氏祠陵母畫像石是以圖像記錄歷史，最為特別。其四，在傳播對

象上，多數文本流傳於士大夫之間，且陵母畫像始見於東漢武氏祠49，其後亦見於

《續列女傳》或其他書籍的插畫中；然王陵變文則流傳於民間，主要以平民百姓為

傳播對象。 

（二）《漢將王陵變》與唐前王陵故事之互文關係 

本節從文本間的「共時性」、「歷時性」，探討《漢將王陵變》與唐前王陵故事之

互文關係。 

1、唐前王陵故事之「共時性」與《漢將王陵變》的互文關係 

以下將分三個時期討論王陵故事文本之共時特性，特別是《漢將王陵變》與漢

代、魏晉六朝文本的時代差異，及其與唐代文本的共時互文。 

（1）漢代王陵故事之共時互文關係 

王陵故事最早載於《史記》，史遷記史兼顧傳主各項事蹟，而有全面、完整的敘

事單元，又《漢書》多本於《史記》；《漢紀》多本於《漢書》，故漢代文本敘事單元

承襲於《史記》（參表 2），內容均涉及六個敘事單元，且都以王陵或陵母為敘事主

體人物，此為漢代文本的共時特性之一。 

                                                 
49 東漢武氏祠墓室主人，除武梁為退隱儒士之外，餘為漢吏。參﹝美﹞巫鴻著，柳楊、岑河譯：《武

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頁 32-3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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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敘事用語、敘事意義上，雖《漢書‧王陵傳》於「面折廷爭」詳於《史記》，

但仍援用甚多《史記》；又《漢紀》多本於《漢書》，故漢代文本多數的敘事用語、

敘事意義頗具互文共性。至於在傳播、接受的對象上，漢代文本都以士大夫階層為

主，傳播內容成為士大夫的共同意識。 

另外，武氏祠畫像則流傳於民間，其存在極可能與墓室主人之生平經歷有關，

且此一系列畫像反應當代人們對神仙祥瑞、古聖先賢、忠臣義士、節婦列女等歷史

人物的尊崇與嚮往，而陵母畫像石即是東漢人對列女形象的投射。又漢畫像也彰顯

其傳播對象由士大夫過渡到民間的趨勢。 

整體而言，漢代文本（除圖像外）不論在敘事單元、敘事主體人物、敘事用語、

敘事意義、或傳播對象上，都頗具共時互文。若將漢代書面文本之共時特點與《漢

將王陵變》相較，兩者都有「王陵封侯前」的敘事單元；敘事主體人物都是王陵或

陵母，餘均有所差異。值得一提的，陵母畫像石與王陵變文兩者時隔千年，然都流

傳於民間，且都有圖像的傳播，雖然《漢將王陵變》於今未留有圖畫粉本，但仍可

由變文的結構是以「〔從此〕一鋪，便是變初」、「謹為陳說」、「而為轉說」或「若為

陳說」等引言，帶領韻文的唱詞，加強散文的描述，來說明它是一篇有說、有唱、

有圖為證的講唱變文，因此，在漢唐間，陵母畫像石與《漢將王陵變》之「陵母伏

劍死」情節單元，兩者間形成圖與圖、圖與文的互文性關係，足見王陵故事之陵母

義行對民間社會的影響頗為深遠。 

（2）魏晉六朝王陵故事之共時互文關係 

《後漢紀‧後漢光武皇帝紀》中引班彪〈王命論〉，涉「王陵封侯前」四敘事單

元（參表 3），且以王陵、陵母為敘事主體人物，但因引用漢代文本內容，幾可視如

漢代文本。 

除上述外，其他魏晉六朝文本的共時特性：都以士大夫為傳播、接受的對象；

且多援引單一敘事單元；王陵故事非主訴內容；王陵或陵母不是敘事主體人物；內

容均以「節引」方式呈現，近於用典形式。影響所及，多以簡明的敘事用語、意義

表達傳中人物之情意，如《後漢書‧獨行列傳‧趙苞》傳中苞母藉陵母忠君示子以

激勵趙苞捨孝取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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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魏晉六朝各文本，或傳承陵母節義、或傳達陵母忠君、又或標舉

王陵廷爭，其共通點都在傳達忠君思想，此亦魏晉六朝文本的另一共時特性，而這

可能與世局紛亂有關。若以魏晉六朝文本的共時特點與《漢將王陵變》相較，不論

在敘事單元、敘事主體人物、敘事用語、傳播對象都有極大的差異性，但多有「忠

君」意識。 

（3）唐代王陵故事之共時互文關係 

在敘事單元方面，除了《漢將王陵變》涉「王陵封侯前」四項敘事單元外，其

餘唐代文本均是引用單一敘事單元（參表 4），其中，引用「王陵面折廷爭」最多，

如：《晉書‧周處》、《晉書‧王導》等；其次是「陵母伏劍」，如：《北史‧列女》等，

此外，尚有引用「陵以兵屬漢」、「從漢定天下」、「杜門不朝」等敘事單元，故唐代

多數文本的共性是趨於引用單一敘事單元，且所涉敘事單元較魏晉六朝更為廣泛。

值得注意是，《漢將王陵變》似漢代文本涉及較多敘事單元，卻未大塊引用漢代文本

內容，與漢代文本敘事內容、用語、意義等，差異甚大。 

再則，除王陵變文外，其他唐代文本敘事用語都甚為簡明，其內容均是傳達傳

中人物的想法，而非王陵或陵母故事，此種用法近似前期魏晉六朝多數文本。至於

在傳播、接受的對象上，唐代文本呈現兩極化現象，多數以士大夫為傳播對象，唯

《漢將王陵變》以庶民為對象。影響所及，便有案頭書寫的雅文學與口語講唱的俗

文學，突顯講唱變文《漢將王陵變》與其同期文本的異質性。 

2、唐前王陵故事之「歷時性」與《漢將王陵變》的互文關係 

本單元以「西漢至東漢」、「漢魏六朝」、「自漢至唐」分別討論文本間的歷時特

性，藉以探討《漢將王陵變》與唐前各文本的歷時性互文關係。 

（1）西漢至東漢王陵故事之歷時互文關係 

自西漢《史記》至東漢《漢書》、《漢紀》，在王陵故事之敘事單元都承襲《史記》。

在敘事內容、意義上，《史記》是通史，且對漢初開國有深刻記錄，而班固寫史已可

參考《史記》，且承襲《史記》諸多情節內容，有關王陵故事（除「面折廷爭」外），

《史記》對《漢書》、《漢紀》有哺育滋養作用，即具傳承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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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敘事用語，因史遷撰史為成一家之言，著眼於人性史觀，而《漢書》是受

詔而作的官書，敘事角度側重官方思想，雖《漢書》多本於《史記》，但「面折廷爭」

部分，兩者詳略不同，《漢書》進一步強化王陵重盟約、不懼強權的細節50，因編纂

觀點不同而使敘事用語產生差異，故部分《漢書‧王陵傳》之敘事用語對《史記》

具反哺互文作用。51又《漢紀》依《漢書》為修史藍本，以「辭約事詳」著稱，是

簡約版《漢書》，故《漢書‧王陵傳》對《漢紀》具哺育滋養的傳承互文。  

另外，東漢末年武氏祠陵母畫像石，它主以彰顯陵母伏劍之節義高行，此乃承

襲漢世文本而畫，具傳承互文。甚且，它以畫像石傳世，鮮明、具體的節義形象，

對於漢世書面文本則有正向強化的互文作用。 

（2）漢魏六朝王陵故事之歷時互文關係 

漢代文本（除圖像外）的敘事單元都承襲《史記》，僅敘事用語繁簡不一，且都

以王陵或陵母為敘事主體人物，並以士大夫為傳播對象。時至魏晉六朝，文本敘事

單元呈現兩種情形，一是《後漢紀‧後漢光武皇帝紀》，因引用班彪〈王命論〉，幾

可視同漢代文本；二是其他文本均引用單一敘事單元，並以傳中人物為敘事主體人

物，引用目的在表達他們的情意。 

在敘事用語方面，部分《漢書‧王陵傳》對《史記》具反哺互文，然多數《漢

書‧王陵傳》對《史記》具傳承互文。直至魏晉六朝，多數文本以「節引」的形式

呈現，使敘事用語由繁至簡，與漢代文本呈現反哺互文效果。 

至於六朝文本的敘事意義多是延續《史記》王陵故事，如《十六國春秋‧前涼

錄四》晉臣俞歸引述「王陵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伐之」之語，以重申非宗室

                                                 
50 按：《史記》、《漢書》記王陵本傳，均著眼王陵的生平事蹟，然「面折廷爭」部分，《史記》簡筆記

王陵克守白馬之盟，顯現他重然諾，而《漢書》則側重官方詳實記史，記王陵克守盟約、不畏強權。

《史記》王陵故事：「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

而《漢書‧王陵傳》：「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非約也。』太后

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無所不可。』……陵讓平、勃，……，平曰：『於面

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漢‧司馬遷：《史記‧陳丞相世家》，頁

1643；漢‧班固：《漢書‧張陳王周傳》，頁 1584。 

51 「在文學演變中，除了前期文本對後期文本的『哺育』，還有『新文本』對『原文本』意義闡釋的

『反哺』。」李桂奎：〈中西「互文性」理論的融通及其應用〉，頁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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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稱王，此屬傳承互文，也即前期文本對後期文本產生哺育作用。若從文學演化

現象來看，多數六朝文本內容實是魏晉人士思想的投射，表現出內在的精神氣度，

呈現「人的覺醒」，這是人們對生命、命運、存在價值，經過重新思索、追求後的結

果，具文學上共時性的美學意義。52
 

整體而言，自漢至六朝，王陵故事各文本（含圖像）的傳播與接受對象，可說

都是以士大夫階層為主。而在敘事單元的承襲上，則自全面性、多單元的承襲，朝

向單一引用情形。影響所及，使敘事用語，趨於簡潔、經典化。又各文本的敘事意

義，多數是沿襲《史記》王陵故事。但在敘事主體人物、引用方式及目的，六朝文

本則藉經典、簡明的引用表達傳中人物思想，此種化詳為略、去蕪存菁的傳播內容

與方式，突顯個人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而這種高度表現個人自覺意識，實有別於前

期文本的集體意識，使前、後文本間形成反哺互文、逆向反諷的互文效果。53
 

（3）自漢至唐王陵故事之歷時互文關係 

自漢至唐，文本在敘事單元的承襲有兩個走向：一是《漢將王陵變》涉「王陵

封侯前」四項敘事單元，包羅較多敘事單元的情形類似漢代文本，且都以王陵或陵

母為敘事主體人物，此屬傳承互文，然變文在各敘事單元的內容敷演甚多，而異於

漢代文本，此部分則屬於反哺互文；二是其他唐代文本，如《北史‧列女》等，以

援引單一敘事單元為主，乃承自魏晉六朝文本，多以用典形式傳達傳中人物之情意，

兩者形成傳承互文。故唐代文本中，《漢將王陵變》可說是較特別的例子。 

在敘事用語上，除《漢將王陵變》外，唐代其他文本均甚為簡明，類似多數魏

晉六朝文本，兩者具傳承互文。又唐代文本的敘事意義有兩個面向，一是《晉書》

之〈周處〉、〈王導〉如六朝《世說新語‧仇隙》，三者都引用「爭與不爭」的情節，

均著重「善終」結果，而有異於《史記》的敘事意義54，對漢代文本具反哺互文；

二是其他唐代文本則如多數漢魏六朝文本，多承襲《史記》王陵故事之內容意義，

如：《北史‧列女》記陵母伏劍以明陵母節義等，此則與漢代文本形成傳承互文。 

                                                 
52 參見李澤厚：《美的歷程》（臺北：三民書局，1996），頁 97-106。 

53 參見李桂奎：〈中西「互文性」理論的融通及其應用〉，頁 144。 

54 按：此亦呼應前述「互文性理論」概念：「相同的表述，呈現於不同的表述時間與故事結構型式中，

致使兩者意義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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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漢將王陵變》雖在敘事單元、敘事主體人物上，與前期文本形成

傳承互文；但因部分敘事用語的搬弄，如：變文記「捉陵母」55，而其前期文本則

記「取陵母」56或「得陵母」57；變文記「將來營內，苦楚蒸煮療治。」58而其前期

文本則記「東向（鄉）坐陵母」59等等，影響所及，致使王陵變文諸多內容、敘事

意義與其前期王陵故事文本有所不同，而形成反哺互文。總之，王陵變文與唐前王

陵故事，既具關聯性，又有差異性，更見其互文關係。 

四、《漢將王陵變》對唐前王陵故事之傳承與創新 

由於王陵本事可上溯《史記》王陵故事，其後各文本多據此加以演繹，而資料

最豐富的《漢書‧王陵傳》，在「王陵封侯前」事蹟多承襲《史記》；「封侯後」的記

載雖詳於《史記》，但《漢將王陵變》僅一語帶過，未多著墨，且六朝、唐代王陵故

事文本（除《漢將王陵變》之外），多不脫史傳內容，故本節唐前王陵故事將以最早

的《史記》作為主要對照文本。藉由消極性、積極性互文手法探究《漢將王陵變》

對唐前王陵故事內容之傳承與創新。 

（一）消極性互文手法 

凡承襲、引用前期文本內容者，即屬之。在人物方面，《史記》王陵故事主要人

物有：王陵、漢王、項羽、陵母等，《漢將王陵變》全數承襲這些人名，而建構全文。

在人物形象上，變文完全承襲史傳陵母忠君節義的形象，而為王陵變文特色之一。

至於敘事內容，《漢將王陵變》揀擇《史記》王陵封侯前的部分片斷，包含：「陵乃以

                                                 
55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69。 

56 漢‧司馬遷：《史記‧陳丞相世家》，頁 1642；漢‧班固：《漢書‧張陳王周傳》，頁 1583。 

57 漢‧荀悅撰：《漢紀‧高祖皇帝紀 2》，收入楊家駱主編：《漢紀西漢年紀合刊》（臺北：鼎文書局，

1977），頁 13。 

58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69。 

59 漢‧司馬遷：《史記‧陳丞相世家》，頁 1642；漢‧班固：《漢書‧張陳王周傳》，頁 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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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欲以招陵」、「（陵母）伏劍而死」、「從漢定天下」60

等，並嫁接「灌嬰斫楚」之事61，再將各單元內容予以擴大、敷演，而為長篇講唱

變文。 

其中，講唱者捏造「左先鋒兵馬使兼御使大夫」的頭銜表示王陵投漢的現狀，

承襲史傳王陵以兵屬漢之記載；並引用項羽取陵母、招降王陵的史事；再援入《史

記》陵母不願修書招兒、選擇自我犧牲等情節；最後促使王陵堅定效漢，受封為侯。

這些都是王陵變文傳承《史記》的部分，屬於消極性互文。 

雖然上述人物與情節，僅以片斷史實呈現於《漢將王陵變》中，但它們實是變

文故事發展的根基，變文依此敷演成內容豐富、順應群眾心理、有別於《史記》王

陵故事的巨著。若從故事內容來看，「這樣的歷史故事，聽在經歷吐蕃統治，長期與

中原隔絕的敦煌民眾耳裡，不免有思歸漢土的意涵。特別是題目明示『漢將』二字，

顯然隱含著忠於『漢』室的特殊意義。」62極具借漢言唐的時代意義。 

（二）積極性互文手法 

凡《漢將王陵變》創新部分，均屬之。以下將透過《漢將王陵變》所運用的增

添、替換、拼貼、重組、暗示、刪節等積極性互文手法，參酌前賢論著而賦予定義，

並表列王陵變文的敘事單元與相關情節，剖析《漢將王陵變》積極創新的部分。63
 

1、增添 

凡藉由虛擬、想像而無中生有的添加人物或情節者，屬增添手法，其作用在刻

劃、修飾人物，或活化情節，具創新功能。64《漢將王陵變》運用增添手法者頗豐，

表列、說明如下： 

                                                 
60 漢‧司馬遷：《史記‧陳丞相世家》，頁 1642。 

61 故事見漢‧司馬遷：《史記‧樊酈滕灌列傳》，頁 2064。 

62 朱鳳玉：〈敦煌邊塞主題講唱文學的傳播與軍旅情懷〉，《敦煌學》27（2008.2），頁 43-61；亦收入氏

著：《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62-87。 

63 按：本文僅針對《漢將王陵變》有運用的互文性要素進行討論。另「仿作」的互文要素，凡增添而

擴大的內容愈多，則仿作愈少，此在增添部分作討論，故不重複。 

64 按：在原有的人物或情節內容下，予以增添，相當於原有故事的擴大，「擴大」便不另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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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漢將王陵變》運用增添互文要素的情節內容65
 

敘事單元 變文增添的情節 原 由 事 件 

一、陵以

兵屬漢 

1.漢皇出口敕 （漢營）陳陳皆輸他西楚

霸王。……三軍將士，受

其楚痛之聲！ 

漢皇口敕號令三軍：「怨寡人

者，任居上殿，摽寡人首，送

與西楚霸王」。三軍聞語……

去漢王三十步地遠下營去。 

2.漢將斫楚 （王陵）見陛下頻戰頻

輸。 

（王陵主導、灌嬰跟從），擬

往楚家斫營。……致二十萬人

總着刀箭，五萬人當夜身死。 

二、項羽

取陵母 

1.捉拿陵母 （王陵領軍斫楚）。 鍾離末曰：「……與陛下捉拿

王陵（母）去。」（報復斫營）。 

2.苦辱陵母 陵母天生有大賢……，

「但願漢存朝帝闕，老身

甘奉入黃泉！」（惹怒楚

王） 

霸王聞言，轉加大怒，……「領

將陵母，髡發齊眉，……，轉

火隊將士解悶。各決杖伍下，

又與三軍縫補衣裳」。 

三、陵母

伏劍死 

1.盧綰送戰書 （漢皇因亟探斫營成效）

擬差一人入楚，送戰書。 

張良曰：「盧綰堪往送書」。 

2.王陵赴楚救母 （盧綰因送戰書，意外得

知陵母在楚受苦，並回報

漢王。） 

（漢）皇帝聞言，拍案大驚，

詔王陵……「救其慈母，卿意

若何？」「（王陵）兼請盧綰相

隨。」 

3.陵母假意修書 陵母見送書盧綰却迴到

來，恐怕兒來：「兒若到

來，兒又死，母亦死」。 

陵母於霸王面前，口丞修書招

兒。……霸王聞語，拔太阿

劍，度與陵母。……陵母遂乃

自刎身終。 

四、從漢

定天下 

1.漢王大設遙祭

陵母 

盧綰報哀。 （漢皇）詔太史官邈夫人靈在

金牌之上。並（遙）祭王陵忠

臣之母，贈一國太夫人。 

2.陵母乘雲慚謝

漢王 

（陵母感應漢王遙祭）。 陵母從楚營內，乘一朵黑雲，

空中慚謝（漢）皇帝。 

 
上表是史傳未有、王陵變文所增添者。以「王陵斫楚」最別出心裁，是整個故

事首要的敘寫重心，也是串連全文的引爆點，它起自漢軍連戰皆輸、氣勢低迷之際，

因漢王出口敕「怨寡人者，……，摽寡人首」來安撫渙散的軍心。不想，口敕一出，

反而更堅定漢軍追隨的意願，也激發王陵、灌嬰決定「擬往楚家斫營」。變文發展至

                                                 
65 本節之表 5 至表 9，凡引用《漢將王陵變》原文者，一律採用「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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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雖漢皇口敕內容不甚合乎邏輯，且漢軍因而負甲退後、王陵自願斫楚等情節也

都出乎逆料，但它有別於史傳的創新構思，恰可造成懸疑效果而緊扣下文。 

當王陵、灌嬰二將夜半請纓斫楚，令漢皇心驚不已，惟恐口敕生效，而「謼得

皇帝洽背汗流」。此際的漢皇情狀，雖使尊貴形象蕩然無存，然透過詼諧情節製造趣

味性、幽默感，適足以哄抬講唱現場的熱鬧氣氛，達到娛樂效果，此即講唱文學創

新而有別於史傳之處，也是通俗文學流行於民間的存在價值之一。 

接著，進入變文關鍵的斫營橋段。二將一到楚界，王陵便一邊豎立標記，而為

斫營後據點；一邊待機斫營，清楚呈現王陵斫楚的胸有成竹。然此際的楚營，「項

羽……神思不安，𢶍然驚覺，遍體汗流。……六十萬之人，……遭遭 ，愇愇惶

惶。」（頁 67）講唱者藉由醜化項羽形象、矮化楚軍戰力，使漢軍斫楚的氣勢與楚

營的不安情勢形成強烈對比。 

變文為塑造王陵英勇斫楚，乃藉灌嬰自云：「不解斫營、一切取大夫指撝」（頁

67），化解王陵職低、越權之嫌，同時抬高王陵的軍中地位，順勢讓王陵主導斫楚。

甚至王陵說：「凡人斫營，捉得個知更官健，斬為三段，喚作厭兵之法。」66虛構王

陵指揮若定的斫楚氣勢，並將王陵「橫駝竪拽、攬髮擡刀、頭隨刃落、血流四方」

的斫營氣魄、灌嬰追隨其後而「揭幕縱橫斫」、項羽連聲「唱禍事」等片斷（頁 67），

結合成連動畫面，編造斫楚的慘烈及二將所向披靡的戰力，斫營末了，還增添王陵

假傳項羽聖旨的機智反應，終安然返漢。 

雖漢將王陵確有其人，但「王陵斫楚」卻史傳未有，講唱者運用增添手法，成

功建構主角王陵的勇武事蹟，適足以匹配後文陵母節義的情操，使王陵變文更具主

題性、故事性，其間還不時穿插詼諧橋段，這是「變文作者對史實的加工渲染，使

主題得到深化，並用細膩的筆觸揭示出人性的情操。」67營造出心向漢室、大忠大

義的教化力量，恰能符應當時統治者的教化需求，使王陵變文長期流傳於民間。 

甚至，因王陵斫楚，使楚營死傷慘重，引發項羽心存恨意、意圖報復而「捉拿

                                                 
66 據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注 80：「知更官健，知掌守更巡夜的軍士。」「『厭』即『厭勝』，……

以厭勝眾兵。（蓋指「厭而勝之」）」，頁 79。 

67 張鴻勛：《敦煌說唱文學概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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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母」、「苦辱陵母」，此亦為講唱者著力改寫而增添之情節。至於盧綰再度入楚探視

陵母，史傳亦無，然講唱者無中生有的植入變文中，卻順理成章地成為陵母決意犧

牲的重要關鍵，此由陵母獨白：「兒若到來，兒又死，母亦死」（頁 71），便知陵母

視死如歸的心志。變文至此，順勢地承襲史傳裡陵母自刎的情節，樹立陵母大義凜

然的節義形象，而傳頌千古。 

在全篇變文裡，講唱者為營造氛圍、製造故事懸疑、引發聽眾好奇，而增添多

處感應的徵兆，諸如：斫楚前的項羽「精神恍忽……遍體汗流」（頁 67）；王陵赴楚

救母前「眼潤耳熱……神思不安」（頁 71）；陵母自刎後「乘一朵黑雲，空中慚謝皇

帝」（頁 71）等，雖具神異色彩，然「用善惡報應、因果輪迴等佛教思想來宣傳忠

孝節義，實施教化」的情形68，早於東晉便常見於佛家經典、廣傳於民間，而篤信

佛教的敦煌百姓更是深信不疑，故講唱故事情節時，適時摻入感應事蹟，並「藉祭

祀情節以渲染故事、人物的悲壯與哀傷情調」69，如此不但能貼近民心，還能激發

聽眾對於故事情節的認同與投入。 

此外，變文另一特色是為故事人物增添許多細節的描繪。這些不見於史傳的細

節，透過講唱者的敷演，使扁平化的史傳人物得以立體化，例如：當陵母聽聞王陵

斫楚成功時，面部表情是微笑的、口裡稱讚「（王陵）也解存身也偷號」、嘴上詈罵

「直擬項羽行無道」；甚至陵母面對項羽的責問，還「高聲便答霸王言」，並當面控

訴項羽荼毒蒼生，還要去「告上天」，即使「入黃泉」也願意奉陪到底。再則，當陵

母在楚受苦時，講唱者以「喫苦不禁，撲卻槍、枷如倒，一手案身，一手按地，仰

面向天哭」70，形塑陵母不堪的處境（頁 69-70），藉變文細節的串連，使情節內容

更具吸引力與張力。以上事例都是《漢將王陵變》運用增添手法，所創新、擴大的

故事內容。 

                                                 
68 鄭阿財：《見證與宣傳─敦煌佛教靈驗記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頁 26。 

69 楊明璋：〈敦煌講史變文中的祭祀敘述及其與祭祀活動之關係〉，《中國學術年刊》36（2014.3），頁

1。 

70 按：唐代枷刑雖不是死刑，但足以使人魂飛膽破、極欲求死。參後晉‧劉昫：《舊唐書‧酷吏傳》（臺

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頁 2415-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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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替換 

凡改變原有、致使變形為另一種形貌者，此即運用替換手法，它包含「模糊化

的替換」、「具體化的替換」兩類，用以建構別出心裁的故事情節，藉由開創新局來

提升聽眾興趣。在講史類變文中，以替換手法使史傳人物或情節改變形貌者，頗為

常見，而王陵變文的事例也不少。 

表 6 《漢將王陵變》運用替換互文要素的相關內容 

敘事單元 
變文替換的人

物、地名或情節 
原由 事件 

一、陵以兵

屬漢 

1.斫楚人物組合 變更斫營人物。 史傳的斫楚人物：灌嬰領李

必、駱甲斫營。王陵變文：王

陵領灌嬰斫楚。 

2.楚將人名 更改把守官道的二位楚

將人名。 

史傳：把守官道的楚將是雍

齒、丁公。王陵變文：雍氏、

丁腰。 

二、項羽取

陵母 

1.王陵（母）籍貫 楚軍為報復王陵斫楚，

而赴綏州茶城村捉人。 

史傳：「王陵者，故沛人」。王

陵變文：「綏州茶城村」。 

2.項羽取陵母的

目的 

楚軍為報復王陵斫楚，

而捉陵母赴楚。 

史記：「取陵母置軍中，……，

則東向坐陵母」。王陵變文：

「捉取陵母，將來營內，苦楚

蒸煮療治」。 

三、陵母伏

劍死 

漢使是盧綰 漢王亟知斫楚成效，乃

派盧綰赴楚遞送戰書。 

史記：「陵使至（楚營）」。王

陵變文則記：「盧綰送戰書

迴！」（盧綰）「見（陵母）在

營中，受其苦楚」。   

 
上表中，有關人名的替換，講唱者將史傳楚將雍齒替換為雍氏，此即模糊化的

替換手法。71而將丁公替換為丁腰、無名無姓的漢使替換為盧綰，此屬具體化的替

換。72
 

另外，在斫楚人物的替換上，灌嬰在史傳裡確實參與斫楚，而且是主將，然於

                                                 
71 按：模糊化的替換，是指以不精確的名稱呈現於情節內容中。在即席講唱的過程中，說唱者可能一

時說不出精確的姓名，只記得姓氏或個人特徵，因而臨時變更人名，如以雍氏代表姓雍的人。 

72 按：具體化的替換，是指以精確的名稱替代原本模糊的稱呼。如史傳王陵故事僅提及「陵使」，然

王陵變文則將之替換為盧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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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陵變文則被替換為斫楚次要人物。再看斫楚人物的組合，事件架構源自「漢將灌

嬰、李必、駱甲赴楚斫營」的史事73，至王陵變文，則替換為「漢將王陵、灌嬰斫

楚」，講唱者刻意塑造王陵領導斫楚的形象而改變斫楚人物的組合。 

至於情節內容的替換有：王陵（母）的籍貫，及項羽取陵母的因由、項羽待陵

母的態度、陵母在楚的處遇等等，這些都是王陵變文異於史傳所載者。有關王陵（母）

籍貫，變文記王陵故鄉為綏州茶城村，但《史記》記王陵是江蘇沛縣人，一在中國

西北；另一在華中偏東地區，兩者相去甚遠。此極可能因唐代敦煌方音「徐」、「綏」

二字音同，致使寫卷抄手「就音書字」造成訛寫內容74；也可能因「變文作者或西

北人」75，而選地緣相近者博取聽眾信任，但無論如何，變文已替換王陵（母）籍

貫為綏州茶城村。 

再說項羽取陵母的因由、項羽待陵母的態度、陵母在楚的處遇，此三者具連帶

關係。史傳記「項羽取陵母……東鄉坐陵母」，置陵母於尊位76，以利招降王陵，收

弱漢強楚之效，因有所求，故項羽待陵母既恭敬又禮遇，陵母此刻是賓客。然王陵

變文則將「取陵母」替換為「捉陵母」，此因王陵斫楚而惹怒霸王，續有：鍾離末出

計捉陵母以誘敵（王陵）、陵母被腳鐐手銬至楚營，甚至陵母還被剃髮衣褐、承受眾

將士決杖等連串的折磨，此際，項羽待陵母的態度，由恭敬轉仇視，致陵母的身份

由賓客替換為人質、罪犯，處遇甚為悲慘。以上這些人物或情節都是講唱者運用替

換手法使故事產生改變的例子。 

3、拼貼 

凡片斷式摘取原文某些情節而予以併入故事中，即屬拼貼手法，是一種著重佈

局的創作，促使故事人物或情節更為形象化或具體化。王陵變文中，以王陵效漢形

象、陵母節義形象最能表現拼貼手法，內容表列、說明如下： 

                                                 
73 漢‧司馬遷：《史記‧樊酈滕灌列傳》，頁 2053-2068。 

74 李正宇：〈《漢將王陵變》之「綏州茶城村」〉，《敦煌學輯刊》3（2009.9），頁 122。 

75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82。 

76 「古代素以南向之位為尊，但是在秦漢之際，則以東向之位為尊。……。這是楚人的風俗。」蕭文：

〈東向與南向〉，《文學遺產》5（2007.9），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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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漢將王陵變》運用拼貼互文要素的相關內容 

拼貼內容 

敘事單元 
王陵效漢形象 陵母節義形象 

一、陵以兵屬漢 投漢將領（忠君形象）  

斫楚效忠（忠君形象） 

二、項羽取陵母  不畏楚軍威嚇（堅毅形象） 

稱許王陵斫楚（慈母形象） 

心存漢闕（忠君形象） 

警惕楚士歸鄉（慈愛形象） 

三、陵母伏劍死 赴楚救母（孝子形象） 憂兒送死（慈母形象） 

伏事聖君（忠君形象） 計借項王寶劍（智慧形象） 

陵母自刎身終（節義形象） 

四、從漢定天下 披髮哭母（孝子形象） 乘雲慚謝漢王（知恩圖報形象） 

堅定效漢（忠君形象） 

 
以「王陵效漢形象」來說，初以左先鋒等頭銜代表王陵投漢的現狀；續以王陵

自願斫楚表明效忠漢王，成為忠君漢將；其後，王陵赴楚救母，則具孝子形象；又

王陵云：「陵親若在，入楚救其慈母；陵母若無，共大夫却歸漢朝，伏事聖體之君」

（頁 71），再度強化他忠君的意念；爾後因母死，從母志而堅定效漢，其忠君形象

更加堅實，故《漢將王陵變》全文建構了有忠、有孝的王陵效漢形象。 

至於「陵母節義形象」，王陵變文除了承襲史傳記陵母以漢王為尊、犧牲自我，

而具忠君、大義二種形象之外，講唱者還運用諸多情節的適度拼合，使陵母節義形

象更為立體、多元而飽滿，如：不畏楚軍包圍陵莊、違抗楚王威嚇、不屈從楚王苦

辱的堅毅形象；讚許王陵斫營、憂兒送死的慈母形象；在不堪苦刑之際，仍為楚軍

縫補衣裳，並苦勸楚將棄無道的慈愛形象；並以「但願心存朝帝闕，老身甘奉入黃

泉」（頁 69）的心志，強化她的忠君形象；用計假意口承修書招兒，而借得項王寶

劍，呈現她的機智形象；甚至在自刎後，乘黑雲在空中答謝漢王等等，故《漢將王

陵變》中的陵母集堅毅、慈母、慈愛、忠君、智慧、知恩圖報的形象於一身，拼貼

出豐富的陵母節義形象。其中，變文所宣揚的忠君思想，實自漢魏六朝至唐文本77，

                                                 
77 按：除史傳、王陵變文之外，東漢武氏祠畫像亦有傳達忠君思想，「根據現有圖像和榜題之間的關

係，……凡有文獻根據的歷史人物和事件，……都伴有辨識和解釋畫面的榜題。……這些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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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脈相傳，且《漢將王陵變》流傳於敦煌甚久，正說明此一議題切合敦煌戰地的需

求。綜上所述，都是在整體故事佈局中，摘取一些片斷情節予以拼貼而成的事例。 

4、重組 

凡將已有的人物角色或情節予以重新編排，組成新的內容，即屬重組手法，用

以創造耳目一新的人物形象或情節，使故事內容兼具主題性與多元化。以王陵角色

為例，講唱者將王陵建構為「效漢將領、斫楚英雄、忠臣孝子、擅於謀略如張良、

將兵如神似韓信、機智應變如陳平」的綜合體，將不同的人物角色加諸於王陵身上，

呈現王陵多樣的面貌，以擴展情節內容，符合書寫英雄人物的篇章旨趣，強化故事

情節對聽眾的吸引力。 

再說陵母角色，講唱者以不同身份建構陵母一角，變文中，她是綏州茶城村的

農婦；也是在鍾離末面前詈駡楚王的階下囚；更是楚營的人質；楚軍的出氣筒；還

是為楚營將士縫補衣裳的傭婦；雖受盡苦辱，仍不願修書招兒的烈婦；最後，陵母

惟恐愛兒面臨忠孝兩難而選擇自刎的慈母，也是節婦。簡言之，講唱者將陵母多面

向特質，透過重組手法，創造出兼具深明大義、不畏強權、極具遠見的陵母角色。 

5、暗示 

凡藉由某一行為、事件或情節的鋪陳，而產生抽象意義者，均屬暗示手法，期

與故事發展脈絡產生連結作用。 

表 8 《漢將王陵變》運用暗示互文要素的相關內容 

敘事單元 變文暗示的情節 原由 事件 

一、陵以兵屬

漢 

透過餽贈與關心，暗示

心底抽象的銘感情志。 

王陵稟明自願斫

楚。 

漢皇聞奏，龍顏大悅，開庫賜

彫弓兩張，寶箭二百隻。分付

與二大臣：「事了早迴，莫令

朕之遠憂」。 

矮化楚營、突顯王陵戰

力，暗示王陵斫楚勢在

斫楚之際，楚漢

雙方的軍心，有

以項羽的神思不安和楚軍的

人心惶惶，對比於王陵胸有成

                                                                                                                                      
被特意挑選，……都聯繫著一個中心主題，那就是『忠君』的觀念」。﹝美﹞巫鴻著，柳楊、岑河

譯：《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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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得。 強烈的對比。 竹的斫營計劃。 

二、項羽取陵

母 

楚軍力圖報復而捉拿

陵母，暗示陵母日後坎

坷的遭遇。 

王陵斫楚，致楚

營死傷慘烈。 

鍾離末出計捉拿陵母，以圖報

復。入楚後的陵母受項羽百般

苦辱。 

形塑項王的殘暴，而與

漢王的親民形成強烈

對比，暗示項王終遭背

棄、漢王將承帝闕。 

（見下列說明） 項王苦辱陵母；漢王詔王陵救

母、感念陵母志節，兩人行逕

大不同。 

 
變文中，漢王面對漢軍節節敗退、軍心渙散而無計可施之時，王陵、灌嬰自願

斫楚，為漢王無奈的心境、漢室未卜的前途注入一股活水，極具提振士氣的作用，

而使漢皇賜弓箭，並囑咐儘早回師。此刻，漢皇具體的餽贈與關心暗示他心底抽象

的銘感情志，將上位者的鼓勵、親民與下位者的服膺、效命緊密連結，形成人際溝

通與認同的意識，此種具體的餽贈行為便產生抽象的暗示效果。78
 

其次，在軍心的對比上，斫楚之際，講唱者以王陵胸有成竹的斫營策略、豎立

標記、伺機斫營之舉，來對比項羽的神思不安、楚營吵雜不安的軍心，此種藉由心

緒與情境的鋪排，暗示變文故事意欲醜化項羽形象、矮化楚軍戰力，並突顯王陵心

性沉穩、驍勇善戰的人物特性，暗伏王陵斫楚勢在必得。 

再說項羽因王陵斫楚而捉陵母代罪一事，變文中，楚營上下以復仇心態捉拿陵

母，這暗示陵母赴楚勢必面臨千夫所指的窘境，且日後遭遇必是坎坷難熬的。果然，

赴楚後，不但受執刀棒武士的驅趕，還面對項羽的連番指責與恫嚇，並被迫修書招

降王陵。項羽甚至還下令凌遲陵母，「髡髮齊眉，……。各決杖伍下，又與三軍縫補

衣裳。」（頁 70）講唱者刻意塑造苦辱陵母的氛圍，來襯托項羽的惡、王陵的恨、

聽眾的嗔，以鋪墊故事情節，詮釋陵母種種生不如死的遭遇與窘境，同時暗示陵母

可能犧牲的情節發展。 

最後，就全文發展脈絡來看，文中從行事作風的鋪陳、頭銜的安排，使項羽與

劉邦形成強烈對比。變文中的項羽，不論是因輸不起而執意要斬鍾離末為三段；抑

或是強力捉陵母報復斫營；還是對陵母處以種種苦刑，他都不擇手段、毫不留情。

                                                 
78 參見楊明璋：《敷演與捏合：敦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物》（臺北：政大出版社，2015），頁 16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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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劉邦，變文中或稱以漢皇、漢王、高皇、漢君、皇帝等，且一開始便將他形

塑為苦民所苦的君主形象─因悲憐屢戰屢敗的漢軍而出勅「摽寡人首，送與西楚

霸王」，以安撫三軍將士；得知陵母在楚，便立詔王陵入楚救母；驚聞陵母自刎之後，

則立詔太史邈靈79、設饗、群臣遙祭、追贈陵母封號，以告慰亡者、撫慰因喪母而

肝腸寸斷的王陵，將漢王塑造成恤民體臣的明君形象，同時可收「順應民心向漢、

振奮士氣反楚、鼓勵楚營倒戈」的三重效果。80除此之外，文中還借陵母之口道出

「王陵斫營為高皇，直擬項羽行無道」、「無道將軍是項羽」（頁 69）等語，強化項

羽無道使人心背離，暗喻殘暴的霸王終遭背棄，而漢王將秉承帝闕。上述都是透過

暗示手法，以鋪陳故事脈絡，連結故事發展的事例。 

6、刪節 

指原文本被新文本刻意刪減者，目的在使書寫旨趣、整體故事發展一氣呵成。81

相關內容表列、說明如下： 

表 9 《漢將王陵變》運用刪節互文要素的相關內容 

敘事單元 變文刪節史傳的內容 原由 說明 

一、陵以兵

屬漢 

變文刪剪李必、駱甲

（史傳的斫楚漢

將）。 

《史記‧樊酈滕灌列

傳》：斫楚漢將是灌嬰領

李必、駱甲，並大破楚

騎。 

變文：斫楚漢將是王陵領

灌嬰。 

《史記》：「（王陵）始

為縣豪，高祖微時，

兄事陵。陵少文，任

氣，好直言，……，

自聚黨數千人，不肯

從沛公」。 

因《史記》：王陵初不肯

從沛公等，與王陵變文

所形塑的王陵角色、形

象差異極大。 

變文裡的王陵形象是心思

細膩、驍勇善戰、忠孝雙

全，此與史記內容出入甚

大，故變文將不符書寫形

象者刪節。 

二、項羽取

陵母 

《史記》：「（項羽）東

向坐陵母」。 

因史傳與變文對「取陵

母」的目的不同，王陵

變文便將左列予以刪

《史記》：項羽為招降王陵

而禮遇陵母。但變文：以

報復王陵斫楚而捉取陵

                                                 
79 邈靈，「邈」同「描」，意謂描繪祭拜的畫像。 

80 高國藩：〈敦煌本《漢將王陵變》人物論析〉，《藝術百家》112（2010.1），頁 190。 

81 按：具有互文關係的兩文本，新文本極可能因人物形象、情節發展等書寫旨趣與原文本不符，而不

採用原文本的部分內容，也就是說，新文本極可能因特定因素、目的而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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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母，並苦虐陵母。 

三、陵母伏

劍死 

《史記》：「項王怒，

烹陵母」。 

項王不甘受陵母騙，且

頓失招降王陵的利器。 

陵母假意修書而借劍，卻

伏劍於項王與漢使前，令

項王憤而烹之。 

四、從漢定

天下 

《史記》：「陵本無意

從高帝，以故晚封」。 

因左列史傳內容與變文

中的王陵形象不符，故

變文刪節之。 

忠心效漢是王陵在變文中

的重要形象之一，故變文

刪節史傳「本無意從高帝」

部分。 

五、面折廷

爭 

變文刪節此部分的內

容。 

（見下列說明） 

六、杜門不

朝 

變文刪節此部分的內

容。 

（見下列說明） 

 
講唱者為營造王陵變文的故事性，刪節諸多史傳情節內容。首先，為形塑王陵

為驍勇善戰的效漢忠臣，乃將史傳裡「始為縣豪，……，不肯從沛公」82，有關王

陵衝動性格，及其觀望態度等內容予以刪減。其次，王陵變文也刪節了史傳「（項羽）

東向坐陵母」，因變文中，項羽為報復王陵斫楚而捉陵母，實不同於史傳禮遇陵母以

招降王陵，故變文便將之刪節，以切合故事情節的推展。 

再則，變文也將史傳：「項羽怒，烹陵母」、「陵本無意從高帝，故晚封」，以及

王陵「封侯後的官蹟（白馬之盟、杜門不朝請）」等內容刪去。另外，王陵變文裡斫

楚人物的組合，僅保留史傳所記的灌嬰，而刪剪了李必、駱甲二人。上述這些變文

所刪節的內容，極可能與變文形塑的人物形象、故事發展的旨趣不符，或「因講唱

時間的限制，又或是它的娛樂效果不易發揮而未編入（變文之中）」83，致使《漢將

王陵變》有諸多異於前期史傳文本的內容，且多所創新。 

 

                                                 
82 漢‧司馬遷：《史記‧陳丞相世家》，頁 1642。 

83 陸穗璉：〈敦煌本〈捉季布傳文〉與《史記‧季布傳》之互文性─兼論俗文學對史傳文學的傳承

與創新〉，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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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王陵故事最早載於《史記‧陳丞相世家》，僅是二百多字的附傳，包含王陵封侯

前、後兩部分，而這也成為唐前王陵故事各文本傳承的主要內容架構。直至唐代，

敦煌講唱者藉由一百多字（王陵封侯前）的史傳內容，將它敷演成四千多字的變文

巨著。變文中，以王陵斫楚、以寡擊眾的英勇事蹟作發端，建構出心性沉穩、善戰

能謀、侍母至孝的英雄形象，適足與陵母心存漢闕、堅毅、慈愛等形象相得益彰，

有諸多創新的內容更甚於唐前各文本，故傳頌不已。 

從互文性關係來說，《漢將王陵變》近似漢代文本而包羅較多敘事單元，且都以

王陵、陵母為敘事主體人物，此即《史記》對後期文本（包括《漢將王陵變》）的哺

育作用，屬傳承互文；至於變文有所創新者，如內容情節、敘事用語等，則屬反哺

互文。若再以互文手法析論王陵變文對《史記》王陵故事的創新部分，則是藉增添、

替換、拼貼、重組、暗示等數個「互文性要素」來舉例論述情節內容，屬「積極性

互文」，是講唱者著力發揮的部分，如人物方面增添灌嬰、盧綰、鍾離末等；情節方

面增添王陵斫楚、捉拿陵母、苦辱陵母、王陵救母等諸多內容，其間還穿插一些詼

諧逗趣、厲聲折衝等橋段，以敷演成篇；並替換了斫楚人物的組合、楚將人名、王

陵（母）籍貫、項羽取陵母的目的、漢使是盧綰等；拼貼出陵母集堅毅、慈母、慈

愛、忠君、智慧、知恩圖報等形象；重組了陵母具農婦、階下囚、人質、出氣筒、

傭婦、烈婦等角色；並藉漢皇的餽贈與關心以暗示其心底抽象的銘感情志、矮化楚

營戰力以暗示王陵斫楚的勢在必得等等。在繪聲繪影、圖文並陳的講唱中，講唱者

唱作俱佳的嫁接與渲染諸多情節，使《漢將王陵變》與《史記》王陵故事形成豐富

的積極性互文關係。 

總之，本文透過互文性理論的運用、闡釋，清楚呈現王陵變文與《史記》王陵

故事間，或具傳承互文、或具反哺互文的關係。再透過互文要素深入剖析《漢將王

陵變》，條分縷析出講唱者對王陵變文的創發與敷演，故《漢將王陵變》與王陵故事

間既具關聯性，又有差異性，並藉豐富的互文關係，彰顯變文借漢言唐的時代意義，

更見互文性理論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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