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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本《三國演義》的悲劇意識 
陳慶元∗ 

【提要】 

  《三國演義》在中國古典小說中雖有重要地位，但從文學藝術的角度而

言，由於其題材受限於歷史而較缺乏創造性，常得到學者正反不同的評價。

然而不可否認的，在眾多小說作品中，《三國演義》一直是最膾炙人口，流

傳也最廣的作品。探究其原因，作品中的「悲劇意識」成分產生了極重要的

影響。本文以毛本《三國演義》為對象，從歷史詮釋觀點與小說人物塑造兩

方面，探討全書所呈現的「悲劇意識」，以及如此的「悲劇意識」又是帶給

讀者怎樣的沈思，並指出其侷限性。希望從不同角度對《三國演義》做出評

價。 

 

 

關鍵詞：三國演義 悲劇意識 毛宗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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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中國古典長篇章回小說中，出現最早，卻也流傳最廣的，應該要屬《三

國演義》了  。然而由於它以三國歷史為基調，作者於寫作時欲圖兼顧史實

與故事性，結果得到褒貶不一的評價。正面評價如毛宗崗在〈讀三國志法〉中

說道：「讀《三國》勝讀《水滸傳》。《水滸》文字之真雖較勝《西遊》之幻，

然無中生有，任意起滅，其匠心不難，終不若《三國》敘一定之事，無容改易，

而卒能匠心之為難也。」  較為負面的，如章學誠言：「惟《三國演義》則

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亂。……但須實則概從其實，虛則

明著寓言，不可虛實錯雜，如《三國》之淆人耳」  ，魯迅亦言：「然據舊

史即難於抒寫，雜虛辭復易滋混淆」  。而評價最低的，當屬胡適的說法：  

為什麼《三國演義》不能有文學價值呢？這也有幾個原因：第一，《三國演

義》拘守歷史的故事太嚴，而想像力太少，創造力太薄弱。……第二，《三

國演義》的作者，修改者，最後寫定者，都是平凡的陋儒，不是天才的文學

家，也不是高超的思想家。……《三國演義》最不會剪裁，他的本領在於搜

羅一切竹頭木屑，破爛銅鐵，不肯遺漏一點。因為不肯剪裁，故此書不成為

文學的作品。   

  胡適不把《三國演義》當作是文學作品的說法，顯然是過於極端。然而不

可否認的，由於被冠以「歷史小說」之名，在批評此類作品時，常常因立場和

觀點的不同，而有不一的評價。因為文學重創造，如果加入了「史事」的成分，

作者便有「照本宣科」之嫌，藝術價值必大打折扣，這似乎是歷史小說難逃的

                                                 
   《三國演義》版本甚多，究竟何者最早目前學界仍爭論不休。其版本概略有：明弘治甲寅仲春庸愚子（即蔣大

器）作序，嘉靖壬午孟夏脩髯子（即張尚德）作引的「嘉靖本」。明萬曆、天啟年間總稱「志傳本」的多種版

本。明末出現的《李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清康熙年間毛綸、毛宗崗父子修訂評點的《三國演義》，世稱「毛

本」。由於《三國演義》的版本及成書過程，非本文研討之重點，故筆者僅在此略述。讀者可參考徐朔方〈論

「三國演義」的成書〉一文，有較為深入的探討。《中國書目季刊》，二十八卷第一期，1994 年 6 月，頁 3～

20。 
   陳曦鍾、宋祥瑞、魯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 年），頁 19。 
   見《章氏遺書》（台北：漢聲出版社，1973 年），外編卷第三，《丙辰劄記》，頁 889。。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收錄於《魯迅小說史論文集》（台北：里仁書局，1994 年），頁 114。 
   胡適：〈「三國志演義」序〉，收錄於《胡適古典文學研究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年），頁

74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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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  。周英雄把所謂歷史小說視為歷史與小說的「中介」（mediation）而

給予一定的評價，說法似乎是比較中肯的。他說：  

歷史必加中介整理，使成整體，然後人才能參與其中，並體會其中的旨意。

在中介整理過程當中，古今應加揉合，而虛實也要求其互補。 

  接著，周氏對《三國演義》提出了  「中介觀」說法：  

我們也可以說《三國志演義》是中國文人透過一種虛實互補的中介觀，而對

過去歷史所做的詮釋與瞭解。   

  周氏所言，在一定的程度上，是把《三國演義》視為一思想啟蒙的工具，

而並不注重其文學的藝術層次。然而我們不妨換一個角度想：《三國演義》脫

胎自民間話本，在讀者水平不一的雅俗文學界，作者是如何在這些人之間對歷

史做出詮釋？又是如何讓他們瞭解歷史的？一本《三國志》與一本《三國演

義》，人們究竟是受何者影響大些？絕大多數的人所認識的三國歷史，其實幾

乎都是《三國演義》所詮釋的歷史，而與真實的「史實」大相逕庭  。人們

之所以捨《三國志》而就《三國演義》，必然是受到文學成分因素的影響，因

為藝術手法及創作意涵的感染力，使得《三國演義》至今仍為人津津樂道。李

辰冬說：「小說所以使人喜歡的，必定是他所描寫的主要人物引起讀者的同情。

一切好的小說，都建築在這同情上，我們的心祇為同情而悸動。這同情能以決

定一部小說的壽命與價值，以及他的讀眾數量」  。李氏僅言人物描寫，似

乎不夠充分。筆者認為，《三國演義》之所以成功，除了人物描寫和情節安排

有傑出的藝術表現外，更重要的是它引發了人們的「悲劇意識」，全書的創作

幾乎都不脫這個基調，讀者也因此對全書產生極大的共鳴。  

 

                                                 
   「歷史小說」為治文學者常用之名詞，然不知起於何人何時。筆者認為，要界定何者為歷史小說或何者為非是

有其困難度的。如果以歷史為主要題材的作品便稱為歷史小說，未免過於武斷。如金庸的《鹿鼎記》主要架構

為歷史，其中人物也多為真實人物，然多數人仍稱其為「武俠小說」而非「歷史小說」，便是詮釋上的分歧。 
   上述兩段話皆見周英雄：《小說‧歷史‧心理‧人物》（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 78 年，頁 59。 
   《三國演義》與史實多有不同，此點早已是公論，現今已有多人提出。較為詳盡而有系統的論著，如丘振聲：

《三國演義縱橫談》（台北：曉園出版社，1991 年）。劉逸生：《真假三國縱橫談》（台北：遠流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1992 年），以及李明裕：〈三國演義與三國志之比較研究〉，《大同學報》，10 期，1980 年 11
月。 

   李辰冬：《三國水滸與西遊》（台北：水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年），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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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悲劇意識，學者張法把它與「悲劇」和「悲劇性」做出了區隔，而作

了如下的定義：  

悲劇是一個戲劇種類，它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和內容的統一。悲劇反映的

是現實悲劇性。悲劇性是悲劇中最核心的內容，他使悲劇具有最激動人心

的、最具持久性、含有最深的文化意義的力量。悲劇性又是超越悲劇的，它

也可以表現在其他藝術形式裡面。……悲劇性在現象形態上有兩種：一是現

實的悲劇性，一是藝術中的悲劇性。……悲劇意識是對現實悲劇性的意識，

是對現實悲劇性的一種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現實的一面，又有主動的認識

現實、結構現實的一面。作為文化意識之一部分的悲劇意識，只要是成熟的，

都有自己的形態、結構和內容，它的載體是文學藝術。   

  《三國演義》的內容充滿了「悲劇性」，而《三國演義》本身屬於「文學

藝術的載體」，又由於它以三國歷史為題材，使讀者在閱讀後產生了對歷史的

反思，這種歷史的反思在一定程度上「反映了現實」，進而使讀者出現「悲劇

意識」。故《三國演義》所表現的內在精神，正符合張氏所言之定義。唐君毅

也說：  

吾人可謂中國之悲劇意識，主要者，殆皆如《紅樓夢》式之人生無常感。人

生無常感，及包含人間社會之一切人物，與其事業，及人間文化本身之無常

感。中國之歷史小說戲劇，常皆具有此感。如中國最有名之歷史小說《三國

演義》。   

  唐氏的確點出了《三國演義》具有悲劇意識，然而他把一切悲劇意識歸結

為「人生無常感」，似乎過於片面。筆者試圖先從一個宏觀的角度探討《三國

演義》作者的歷史詮釋觀點，再就這樣的前提下討論小說人物塑造時，作者有

意為之的悲劇意識，以此看出《三國演義》悲劇意識帶給讀者的沈思與侷限。

然而必須要說明的是，由於《三國演義》自元末明初以降出現多種版本  ，

而毛本《三國演義》已為世人視為定本，現今流傳也多為此本，故本文論述時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識》（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年），頁 1～2。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台北：正中書局，1994 年），頁 359。 
   《三國演義》版本已見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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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非特別註明，將一概以毛本為主  。而本文所言《三國演義》之「作者」，

也因版本眾多且內容均有差異，實難定於一人。本文既以毛本《三國演義》為

主要討論對象，所謂的「作者」即意指毛宗崗。然嚴格來說，毛宗崗應為《三

國演義》之改定者，其中內容大多非其原創，故以「作者」名之，實為方便行

文所致。  

二、歷史循環與正統觀 

  在論述《三國演義》的悲劇意識時，我們必須先檢視貫串全書的作者歷史

觀照，因為這可說是全書悲劇意識的主要根源。  

  對《三國演義》影響極大的《三國志平話》，對於歷史的處理態度，是充

滿了迷信的色彩的，這可能是因為話本直接貼近民眾，受到民間信仰與習俗影

響的結果。文中對三國的形成，有著濃厚的因果報應觀點：  

玉皇敕道：「與仲相記，漢高祖負其功臣，卻交三人分其漢朝天下：交韓信

分中原為曹操，交彭越為蜀川劉備，交英布分江東長沙吳王為孫權，交漢高

祖生許昌為獻帝，呂后為伏皇后。交曹操占得天時，囚其獻帝，殺伏皇后報

仇。江東孫權占得地利，十山九水。蜀川劉備占得人和。劉備索取關、張之

勇，卻無謀略之人，交蒯通生濟州，為琅琊郡，複姓諸葛，名亮，字孔明，

道號臥龍先生，于南陽鄧州臥龍岡上建庵居住，此處是君臣聚會之處，共立

天下，往西川益州建都為皇帝，約五十餘年。交仲相生在陽間，複姓司馬，

字仲達，三國並收，獨霸天下。」天公斷畢。   

  文中藉著書生司馬仲相遊仙界一事，帶出三國故事來。然而說書人將三國

緣由和漢初劉邦大殺功臣扯上了關係，然後作了如上的安排，這樣的因果觀

點，除了迎合中下階層人民「報應不爽」的心理需求外，看不出有太大的深度。

唯一可說的，或許是一種人類對歷史進程的無力感，因為一切現狀皆來自於前

世，除了給人處世的戒慎恐懼感外，似乎並不能給人們更多的感動和反省。  

                                                 
   而本文所據之毛本，乃參考吳小林校注：《三國演義校注》（台北：里仁書局，1994 年），《精印三國演義》

（台北：老古文化事業公司，民 80 年），以及陳曦鍾、宋祥瑞、魯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北京：

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 年）。後文中如引用毛本《三國演義》原文，除非例外，主要以吳小林校注本為先。而

各家評點文字，則以陳曦鍾等三人輯校之《三國演義會評本》為準。 
   《三國志平話》卷上。收錄於《古本小說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年不詳），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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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出現後，刪除了前述《三國志平話》因果報

應的一段話，直接從東漢桓帝崩而靈帝即位寫起。然而在全書之末，作者引用

後人〈古風〉一篇，概略總結三國歷史，其最後四詩句表明了作者的歷史態度： 

紛紛世事無窮盡，天數茫茫不可逃。鼎足三分已成夢，一統乾坤歸晉朝。   

  對於歷史的演變歸因於未知的「天數」，在二十四卷的三國事蹟精彩敘述

後，卻認為整個三國歷史只是幻夢一場，處於歷史之中的人物，不管成敗與否，

都無所逃於茫然不可預測，自然也就無力改變的命定說法，雖然捨棄了因果報

應理論深度較為薄弱的觀點，卻更加強了人類面對歷史洪流的無奈，悲劇意識

因而透顯出來。因為，在《三國演義》中，我們所看到的人物，其轟轟烈烈的

作為，在作者的觀點下，都只是夸父追日的荒謬罷了。而做為讀者的我們，彷

彿便是那至高無上的「天」，冷眼看著歷史人物面對歷史的渺小與無力，同樣

身處歷史洪流的我們，透過如此悲劇性的呈現，更能在心底產生極大的悲劇意

識。正如學者黃鈞所說：  

真正的悲劇應該是以歷史必然性觀念作為基礎，是個人自覺的意圖，受到極

端的、多少有點片面性的稟賦的支配，而又面對著像自然規律一樣起作用的

歷史運動的盲動力量，並與之發生衝突所造成的結果。   

  《三國演義》作者有意讓讀者看到三國人物如前述引文所提到的悲劇性，

也藉此使讀者對歷史的詮釋轉為悲觀，在悲劇意識的凸顯下，手法無疑是成功

的。而毛本《三國演義》除了保留嘉靖本結尾的古風外，更在卷首加入了至今

仍為人朗朗上口的明人楊慎的〈臨江仙〉和開卷語。詞為：  

滾滾長江東逝水，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度夕陽

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都付

笑談中。   

  此詞與蘇軾〈念奴嬌‧赤壁懷古〉似有異曲同工之妙，然而細究後可發現，

                                                 
   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收錄於《古本小說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年不詳），頁 3894。 
   黃鈞：〈我們民族的雄偉的歷史悲劇－－從魏、蜀矛盾看三國演義的思想內容〉，收錄於《三國演義研究集》

（成都：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 年），頁 39。 
   吳小林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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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兩闋詞看似對歷史超脫的面目下，其實懷有一種「無力回天」的落寞情懷。

而《三國演義》將此詞置於全書之始，正是昭告了讀者對即將面臨的一百二十

回故事須以平常心待之，而不論故事發展是否盡如人意。然而毛宗崗是否真的

那麼超脫呢？筆者認為答案應是否定的。毛氏有意使全文首尾以詞起以詩結，

除了顧及結構完整及首尾呼應外，可以看得出來，兩篇作品的核心思想都落在

一「空」字  。然而這樣「空」的心理，在一百二十回的文字中，並沒有被

刻意的強調，讀者的心理反而是融入了文中人物的作為及遭遇，而與之高低起

伏。如此一來，卷首詞非但未能達到提示「空」的效果，反而還成為一種讀者

在讀完《三國演義》後面對歷史無奈的自我解嘲，而適時呈現出一種悲劇意識

的感受。  

  而卷首詞剛落，正文的開卷語則明白道出了毛宗崗的歷史觀。他說：  

話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這就使《三國演義》的歷史觀點從《平話》的因果論變成了循環論。毛氏

生於清康熙年間，對中國自信史以降的歷史發展自有一番深切的體認。事實

上，這種可上溯至老子宇宙循環論的歷史觀點，在很大程度上是符合中國歷史

發展脈絡的。所以儘管這樣的觀點沒有理論基礎，卻因更貼近於歷史現實而使

讀者產生認同。學者張法在論及這個現象時便說：「歷史和時間本來是一條進

化直線，但在中國文化的意識中被轉化為一條循環之線。這對於中國宇宙的整

體性和中國文化的穩定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中國悲劇意識的性質具有非

常重大的影響」  。試想，如果歷史的進程成了一個封閉性的循環，一切的

盛衰也就成為必然，那麼「盛極而衰」便成了無所逃於天地間的宿命，其間「人」

的力量根本無足輕重，「人定勝天」成了一種悖論，人類的理想和努力終將失

落於歷史的循環中。以這樣的歷史觀點出發，絕對有著極大的悲劇意識。唐君

毅將之解釋為「人生無常感」，殊不知這樣的無常正構築於歷史循環的「常規」

中。《三國演義》的作者雖然抱持這種歷史觀點，卻仍極力寫出三國人物為信

                                                 
   毛宗崗在第一百二十回〈回評〉中評篇末古風時云：「此一篇古風將全部事跡隱括其中，而末二語以一『夢』

字、一『空』字結之，正與卷首詞中之意相合。」見陳曦鍾、宋祥瑞、魯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頁

1457。 
   吳小林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1。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識》，頁 20。 



．東海中文學報． 

 ．150．

念和理想戮力奮鬥的故事，正符合朱光潛所說的：  

悲劇承認神秘事物的存在。我們如果把它進行嚴格的邏輯分析，就會發現它

充滿了矛盾，它始終滲透著深刻的命運感，然而從不畏縮和頹廢；它讚揚艱

苦的努力和英勇的反抗。它恰恰在描繪人的渺小無力的同時，表現人的偉大

和崇高。悲劇毫無疑問帶有悲觀和憂鬱的色彩，然而它又以深刻的真理、壯

麗的詩情和英雄的格調使我們深受鼓舞。   

  誠如前言，歷史觀照始終是左右《三國演義》全書悲劇意識寫作的最大因

素，正是因為對歷史進程的悲觀消極，才更凸顯了歷史人物的崇高精神；也正

因為這種崇高精神的渺小無力，使得悲劇意識深植讀者心中。  

  另外還有一個充滿悲劇意識的歷史觀點，便是「歷史正統觀」。 

  眾所皆知，《三國演義》不同於史書將曹魏視為三國時期的正統觀點，而

將地處邊陲的蜀漢視為「正統」，這種觀點至毛宗崗的〈讀三國志法〉而至頂

峰。其實早在話本時期，三國故事便已有以蜀漢為正統的跡象。蘇軾在《東坡

志林》卷一記載：「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劣，其家所厭苦，輒與錢，令

聚坐聽說古話。至說三國事，聞劉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

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不斬。』」  ，便看出民眾與史家看法的落

差。除了民間觀點外，南宋理學家以儒家道德取向所提的「正統」之說，對《三

國演義》也有極大的影響，尤其以朱熹的說法最為明確。他說：「若以其能建

立國家，傳世久遠，便謂其得天理之正，此正是以成敗論是非，但取其獲禽之

多，而不羞其詭遇之不出於正也。千五百年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漏牽

補過了時日。其間雖或不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

行於天地之間也」  。在老百姓與理學家的雙重影響下，形成了《三國演義》

「擁劉反曹」的傾向  。蔣大器署名庸愚子的〈全像三國志通俗演義敘〉中

便道：  

                                                 
   朱光潛：《悲劇心理學》（台北：日臻出版社，1995 年），頁 314。 
   蘇軾：《東坡志林》（台北：木鐸出版社，1982 年），頁 7。 
   朱熹：《晦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年）卷三十六，〈答陳同甫〉第六書，

頁 1144-18。 
   如楊義認為：「崇劉抑曹的思潮顯然與宋代理學闡明正統有關，又深刻地聯繫著南宋至元代南北矛盾激化時期

的民間民族情緒，講史說話人成了這種民間民族情緒的代言人。」見其著《中國古典小說史論》（北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年），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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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瞞雖有遠圖，而志不在社稷，假忠欺世，卒為身謀，雖得之，必失之，萬

古姦賊，僅能逃其不殺而已，固不足論。孫權父子，虎視江東，固有取天下

之志，而所用得人，立心操行，又非老瞞可議。惟昭烈漢室之冑，結義桃園，

三顧草廬，君臣契合，輔成大業，亦理所當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

日星，古今仰之。而關張之義，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遺芳遺臭，

在人賢與不賢，君子小人義與利之間而已。觀《演義》之君子，宜致思焉。   

  而署名脩髯子的張尚德在〈全像三國志通俗演義引〉也說道：  

史事所志，事詳而文古，義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學，展卷間，鮮不便思困睡。

故好事者，以俗近語，隱括成編，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

義，因義而興乎感。不待研精覃思，知正統必當扶，竊位必當誅，忠孝節義

必當師，姦貪諛佞必當去。是是非非，了然于心目之下。裨益風教，廣且大

焉。   

  以這樣的前提來讀《三國演義》，無疑是把小說的文藝價值降低了，而將

之視為移風易俗的教本。可見得，《三國演義》所表現出的正統觀，其實是以

儒家道德觀作為主要取向的。毛宗崗在〈讀三國志法〉中更以「正統」、「閏

運」、「僭國」的說法，對三國乃至晉朝做出評價：  

讀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別。正統者何？蜀漢是也。僭國者

何？吳魏是也。閏運者何？晉是也。魏之不得為正統者何也？論地則以中原

為主，論理則以劉氏為主。論地不若論理。故以正統予魏者，司馬光《通鑑》

之誤也；以正統予蜀者，紫陽《綱目》之所以為正也。   

  筆者之所以如此不厭其煩地詳錄上述文字，乃是希望藉此證明，不管是羅

貫中還是毛宗崗，都違反了史家的論述，而將小說賦予了濃厚的道德意味，而

這樣的道德意味，與傳統儒家思想的倫理或政治觀，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學

者宋克夫對於這種情形，論道：「《三國演義》的正統思想，實質上是倫理判

斷觀照、評價歷史的藝術體現。主要是從倫理準則出發，作者才肯定了蜀漢的

                                                 
   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頁 8~10。 
   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頁 1~2。 
   陳曦鍾、宋祥瑞、魯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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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地位」  ，這是很公允的論斷。 

  確立了《三國演義》的正統觀，我們來看看在這樣的觀點下所表現出來的

悲劇意識。作者擁劉抑曹，雖是迎合了群眾和儒家思想的需要，然而由於作者

是基於「忠於史實」的大前提下作為全書的骨幹，自然無法寫出違逆歷史的結

果，這已埋下悲劇意識的因子。歷史上的勝者是司馬氏（廣義的說法也可將曹

魏算入），這是作者不能更動的事實，然而作者讚揚的卻是處於失敗一方的蜀

漢，因為道德感將之視為正統，卻又不得不接受維護道德一方落敗的事實，這

便是一種「理想的失落」，悲劇意識因而透顯出來。學者楊義說：「三國之中

以蜀方站穩腳跟最晚，國力最弱，以它作為代表道義一方的描寫中心，無疑能

夠造成一種『扶漢有志，回天無力』的悲劇態勢，並給其間注入一股悲劇性的

倫理力量和情感力量」  。理想雖失落，讀者卻對失落的理想繼續執著與懷

想，在無可抗拒的歷史進程下，這份悲劇意識與其說是作者造成的，毋寧說是

儒家傳統所造成的。  

  再將其與前述歷史循環的觀點結合，可以看出：所謂的「分久必合，合久

必分」，是無關乎執政者的品質的。如果代表正統的漢朝是「合」，那麼即便

它是道德或是血緣上的正統，都無法避免「分」的宿命。同樣地，如果魏蜀吳

是代表了「分」，最後的合也並非作者認為正統的蜀漢，而是「閏運」的晉。

在這兩種悲劇意識的結合下，我們似乎更能說明卷首或卷末的詩詞，其所強調

的「空」，其實並非超越，而是人類與「天數」妥協下的悲劇意識產物。  

三、理想人格的悖謬 

  前節論完《三國演義》悲劇意識形成的根源因素，本節將焦點移至書中人

物形象塑造時，理想人格因缺陷或與現實扞格所造成的悲劇意識。  

  《三國演義》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由於「典型化」的處理方式，常遭致學

者褒貶不一的評價，褒者以其能強烈凸顯主人公的性格特徵，進而在讀者心中

留下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貶者則認為如此的人物與現實情狀脫節，性格過於

單一。學者裴斐曾說：「所謂英雄人物，總是寄予了作家某種社會理想，由於

                                                 
   宋克夫：《宋明理學與章回小說》（武漢：武漢出版社，1995 年），頁 76～77。 
   楊義：《中國古典小說史論》，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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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損害理想的純潔，寫作時總要對人物加以美化或拔高，並因而忽略性格自

身的真實和飽滿，這也許是文學中的這類人物比較容易趨於概念化的原因罷。」

 這樣的說法，是很能與《三國演義》契合的。本節的重點並非討論人物典

型化寫法的優劣，而是要看看在這種寫法的背後所呈現的悲劇意識。 
  由於作者傾全力把儒家的理想人格灌注在屬於蜀漢的主要人物上，而這些

人物最終的下場都是走向失敗一途，於是便會使讀者產生一種審美經驗中的

「同情式認同」。關於「同情式認同」，德國學者漢斯‧羅伯特‧耀斯（Hans 
Robert Jauss）的解釋為：  

所謂同情式認同，是指將自己投入一個陌生自我的審美情感。也就是這樣一

種過程，它消除了欽慕的距離，並可在觀眾和讀者中激發起一些情感，這些

情感導致觀眾或讀者與受難的主人公休戚相關。   

  在《三國演義》的閱讀過程中，讀者顯然是會產生「同情式認同」的，這

是因為蜀漢人物的理想性格遭致悲劇收場所致。也正因為讀者對書中英雄人物

的這種審美上的認同，悲劇意識便更為加深。筆者在眾多人物中挑選劉備、關

羽、諸葛亮三人作為討論對象，因為在這三人身上，我們看見了理想人格的呈

現與破滅。 
  劉備在全書中是被塑造為儒家仁君的典型的，儘管魯迅說《三國演義》作

者「欲顯劉備之長而似偽」  ，而劉備在很多行為上也似乎透露著一種權謀

的色彩（如怒擲阿斗、自領益州等事），然而與書中其他君主人物相比（尤其

是曹操），仍不失儒家仁君的形象。以第四十一回劉備攜民渡江以避曹操一事

為例，小說中寫道：  

即日號泣而行。扶老攜幼，將男帶女，滾滾渡河，兩岸哭聲不絕。玄德於船

上望見，大慟曰：「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

左右急救之，聞者莫不痛哭。   

  毛宗崗對此描寫評曰：  

                                                 
   裴斐：《文學原理》（北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 年），頁 258。 
   羅伯特‧耀斯（Hans Robert Jauss）著，顧建光、顧靜宇、張樂天譯：《審美經驗與文學解釋學》（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 年），頁 262。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收錄於《魯迅小說史論文集》，頁 114。 
   吳小林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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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玄德之欲投江與曹操之買民心一樣，都是假處，然曹操之假，百姓知

之；玄德之假，百姓偏不以為假。雖同一假也，而玄德勝曹操多矣。   

  劉備是真是假當然是見仁見智的問題，然而毛宗崗對此事的說法確是一語

中的。在全書中，劉備和曹操是作者有意塑造的對比人物，同樣是建立霸業，

曹操不顧道德倫理的作為，是很難得到民眾認同的。劉備不一樣，他常常似真

似假地把百姓的利益擺在自己的利益前面，「民貴君輕」的儒家信念在此發酵，

民眾（讀者）自然將情感偏向劉備一方，正如學者于天池所言：「劉備的愛百

姓裡面有為了成就個人的大事而表現出來的權謀，然而這種權謀和作風畢竟與

殺戮成性、窮凶惡極的另一類壞皇帝有了區別，合乎封建社會人們對於好皇帝

的願望」  。另一方面，劉備出身的雙重身份也使他在讀者認同上無往不利。

他既是皇族遠親，對爭奪天下師出有名，又是販履織蓆的孝子，能夠得到中下

階層的認同，在在都顯示出劉備正是儒家仁君的理想形象。  

  然而悲劇意識亦由此而生。歷史的實情讓人不得不承認，劉備在三國爭雄

的過程中，最頂峰的時刻不過是在西蜀一隅稱帝而已，之前的崛起如不是獲得

諸葛亮的幫助，根本就沒有鼎足三分的本錢。我們可能只看到一個舉著「仁義」

大纛，卻只能四處依附他人的劉備，而劉備在稱帝建蜀不久後，隨即因大敗於

陸遜憂憤而死。相較之下，代表「奸」典型的曹操，雖至死也未能稱帝（其實

實際情況絕對有足夠的條件稱帝），在赤壁之戰被蜀吳聯軍所敗而未能一統江

山，卻依然能「挾天子以令諸侯」，且保有黃河流域的精華地帶，其志得意滿，

遠非劉備可同日而語。即使歷史事實如此，但作者並未因此將小說情節改為合

乎讀者希冀之發展，是否特意令讀者在反思後感到困惑：何以理想的仁君勝不

過奸惡的梟雄？「仁者無敵」難道只是一種虛妄的口號？學者單長江便說：「羅

貫中是在用蜀漢君臣推行王道卻失敗作反證，通過曹操實行霸道卻取得了實質

上的勝利的客觀描寫，形象地宣告了儒家空談的王道破產」  。對於從小沈

浸在儒家文化的讀者而言，劉備的失敗對讀者自小培養的堅定信念無疑是沈重

的打擊。理想人物在現實黑暗中奮戰後的落敗，便顯出了一定程度的悲劇意

                                                 
   陳曦鍾、宋祥瑞、魯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頁 516。 
   于天池：《明清小說研究》（北京：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年），頁 13。 
   單長江：〈對傳統文化的反思與回歸〉，收錄於《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成都：巴蜀書社，1992 年），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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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只是，在這樣的悲劇意識後所隱藏的，是對道德倫理無止盡的質疑與沈思。

有的學者對儒家信仰感到悲觀  ，然而筆者認為更具悲劇意識的，是讀者在

體會這種悲觀論點後，依然對劉備堅持的理想感到喝采而繼續執著下去的讀者

心理。學者張法說「儒家在創造理想的同時就預創了中國悲劇意識」  ，這

話的是確論。  

  下來要談到關羽，他在《三國演義》中被塑造成「義」的典型。雖然說「義」

的質素亦見於劉備、張飛、諸葛亮等人的身上，但都沒有關羽本身形象來得強

烈，所以在以下的討論中，仍以關羽為主，必要時再兼論其他人物。 
  關羽的「義」從全書一開始便被作者刻意塑造，然而當時的義意涵為「正

義」。試看關羽出場時自我介紹之語：  

吾姓關，名羽，字長生，後改雲長，河東解良人也。因本處勢豪，倚勢凌人，

被吾殺了；逃難江湖，五六年矣。今聞此處招軍破賊，特來應募。（《三國

演義》第一回）   

  無視王法，助弱扶強，關羽一出場便有十足的草莽氣息，雖說張飛之草莽

氣息更甚於關羽，但正因「正義」的形象，使得關羽在一開始便得到民間弱小

百姓的共鳴，連劉、張二人都猶有不及。而接下來的結義誓詞，更是傳誦千古： 

念劉備、關羽、張飛，雖然異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力，救困扶危；上

報國家，下安黎庶；不求同年同月同日生，只願同年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

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戮！（《三國演義》第一回）   

  劉關張三人的確背負著這段誓詞走到生命的終點，只是他們的事蹟，似乎

只著眼於異姓兄弟與「同年同月同日死」的承諾上。關羽為了「義」不願降於

曹操，甚至過五關斬六將；卻又因為念及曹操的知遇之恩，不惜捨棄蜀國的利

益義釋曹操於華容道。而劉備與張飛也都是因為急於報關羽被害之仇，因而喪

失了理智，而遭致敗亡的命運，這在很大程度上是把個人小義置於國家大義之

上的。毛宗崗在第五十回〈回評〉論及關羽之義時道：  

                                                 
   如學者宋克夫說：「在《三國演義》中，無論是倫理上的成功導致了政治上的失敗，還是政治上的成功導致了

倫理上的失敗，無不表明倫理和政治在本質上難以兼容的事實，溶合倫理和政治的『仁政』僅僅是一個體現儒

學政治理想的悖論。」見《宋明理學與章回小說》，頁 58。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識》，頁 15。 
   吳小林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4。 
   吳小林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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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疑關公之於操，何以欲殺之於許田，而不殺之於華容？曰：許田之欲殺，

忠也；華容之不殺，義也。順逆不分，不可以為忠；恩怨不明，不可以為義。

如關公者，忠可干霄，義亦貫日，真千古一人。   

  毛氏的說法似在忠義間兩相得宜，殊不知其重點仍在「恩怨」二字。顯然

在重大抉擇上，關羽是把個人恩怨看得比一切都重要的，所以在放走曹操的同

時，關羽心中是不會有任何「上報國家，下安黎庶」的觀念的。這種道理同樣

可用於劉備與張飛的報仇上。在第八十一回中，對於征伐東吳一事，劉備與趙

雲有這樣一段對話：  

雲曰：「漢賊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願以天下為重。」先主答曰：

「朕不為弟報仇，雖有萬里江山，何足為貴？」遂不聽趙雲之諫，下令起兵

伐吳。……   

  實際上，趙雲的諫言是符合國家大義的，然而劉備如同關羽一般，被桃園

結義的承諾所束縛，做出了親痛仇快的決定。關羽和劉備在此處的表現，與其

說是「重義輕利」的儒家人格，倒不如說是市井階層重然諾的義氣，用現在的

觀點來看，其實可說是透露著些許幫派色彩。關羽的「忠義」觀是要分開來看

的，而他對「義」的價值判斷顯然是遠高於「忠」的。學者齊裕焜說：「《三

國演義》中的『忠義』觀念，是統治階級與市民階級道德觀念融合的產物，存

在著深刻的矛盾，關羽的『義』正是這種矛盾的反映」  。正是由於關羽的

「義」更貼近於市井小民，作者才會將他神格化，而不在乎他在性格上剛愎自

用的重大缺陷，這是符合大眾心理的  。然而不同於劉備的理想失落，關羽

的悲劇意識表現在個人價值的創造和維持，並願意隨時為其而死的人生態度，

且的確也為其而死的悲劇作結。在讀者的感受上，這顯然更接近自己，更有可

能親身實踐，悲劇意識的感受也就愈強。  

  最後論到諸葛亮。諸葛亮在書中是作為「忠」和「智」的代表典型，然而

                                                 
   陳曦鍾、宋祥瑞、魯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頁 622。 
   吳小林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913。 
   齊裕焜：《明代小說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年），頁 70～71。 
   陳偉在其著〈淺談蜀漢人物的悲劇特色〉一文中說道：「如果作品寫出了英雄人物的某種性格缺陷或缺點乃至

錯誤，並顯示出人物和環境的辯證關係，符合人物性格的發展邏輯，這樣反而會使英雄人物的性格更加豐富，

更加生動，更加真實可信。」收錄於《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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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悲劇性，正是因為背負著「忠」而拖垮了「智」。  

  諸葛亮的出場其實有些道家隱士的意味，我們看劉備三顧茅廬過程的曲

折，襯托了諸葛亮神秘難測的能力，這與隱士的形象是很有關連的。然而諸葛

亮決定出山助劉備的剎那，就已經由道家的隱士一變為儒家（甚至是法家）的

政治家。儘管諸葛亮一出手便顯不凡，進而助劉備建立江山，卻仍難逃悲劇性。

這在司馬徽的話中便可體會到：  

徽出門仰天大笑曰：「臥龍雖得其主，不得其時，惜哉！」（《三國演義》

第三十七回）   

  顯然作者欲透過司馬徽之口表達一種「生不逢時」的感嘆，這一句話便有

十足的悲劇意識。儘管諸葛亮有超人的智慧，儘管他選擇的是理想的君主，卻

仍必須屈服在歷史的「天數」中。我們可以試想：倘若諸葛亮純粹為了實現政

治家的抱負，不被儒家的「仁君」思想所束縛，轉而投身曹操陣營，其功成名

就是可以預見的。學者楊義說「諸葛亮的悲劇在於智慧與國力的錯位」  ，

其實不僅僅是國力的問題，更是儒家理想的問題。諸葛亮若選擇了曹操，成功

自然不在話下，但人們對其評價顯然會大打折扣，選擇劉備的結果則反之，這

種情況是很容易造成悲劇意識的產生的。  

  然而諸葛亮的悲劇性還不止於此。劉備兵敗東吳後的臨終託孤，使諸葛亮

的悲劇性升到了最高點。敏銳的讀者應可感到，劉關張三人的死亡使蜀漢的國

力明顯趨弱，剩下的趙雲等人已是強弩之末。在這樣的情況下，劉備的託孤顯

然帶給諸葛亮極大的負擔。文中有這麼一段精彩的描寫： 

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淚，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

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

定國，終定大事。若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不才，君可自為成都之主。」

孔明聽畢，汗流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不竭股肱之力，盡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流血。（《三國演義》第八十五回）   

 

                                                 
   吳小林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435。 
   楊義：《中國古典小說史論》，頁 248。 
   吳小林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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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宗崗評此言：「人疑此語乃先主所以結孔明之心，吾謂此語乃深知劉禪

之無用也」（第八十五回〈批語〉）  。此處如不考慮劉備的用心，諸葛亮

的領命，實際上已將自己套入了枷鎖之中，而這個枷鎖，正是「忠」的觀念。

在劉備死後，諸葛亮就連「得其主」的因素都消失了，效忠劉禪成了諸葛亮一

生最荒謬的事，然而諸葛亮仍願背負起這千斤重擔直至死去，讀者在「忠君」

與否的困惑上，感受了諸葛亮造成的悲劇意識。  
  所以諸葛亮之後的征討南蠻與北伐中原，都可以看得出不再像赤壁之戰或

謀取西蜀時的無往不利，常常受到天時和人和的困擾  ，尤其是劉禪的不信

任，更是造成多次的功敗垂成。可以說，諸葛亮的智慧對劉禪完全派不上用場，

也就是筆者前述的所謂因背負「忠」而拖垮了「智」。  
  然而諸葛亮的悲劇性還不止於此，從劉備死後到他自己勞瘁而死的這段時

間，整個蜀漢幾乎是由他獨力支撐下來，外有強敵不說，還得面對內部的人事

問題  。雖然如此，他仍持續堅持對劉備的忠心，繼續對抗曹魏與司馬懿，

這就使讀者產生了某種程度的悲劇意識了。雖然在第一百三回司馬懿中計幾至

於死，卻因天降大雨而逃過一劫時，諸葛亮曾發出了「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51  的感嘆，他卻依然是全書中唯一勇於和「天數」對抗之人，浦安迪便說：

「諸葛亮這種明知以寡敵眾無濟於事而鬥爭到底的執著態度，……既有陳腐的

書生氣，也有浪漫的革命精神味兒。這也是那種屈從和挑戰兼而有之的氣概，

也許正是大多數讀者所信奉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之意，就是說，這句話

可理解成把人生鬥爭的價值放到不可抗拒的天命相提並論的地步」 52  。以這

樣的角度來詮釋諸葛亮死前的禳星行為，就不必苛責他是「不識天時」或「不

知天命」了 53  ，反而是毛宗崗在第一百三回〈回評〉帶有正統觀的說法，更

能讓讀者體會這中悲劇意識。他說：  

然則武侯之祝壽而禳星者，毋乃愚乎？曰：武侯非為己請命，而為漢請命耳。54   

                                                 
   陳曦鍾、宋祥瑞、魯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頁 1035。 
   浦安迪認為：「儘管第 104 回理他戲劇性的去世一幕讀來像是一位偉大英雄壯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壯事件，但實

際上小說在劉備死後長達 20 回篇幅的敘述裡早為這一刻的到來作了仔細的準備，好些地方都在暗示他在漸漸

衰弱和疲憊。到他引軍與司馬懿決戰時，大家都早看清諸葛亮已大不如前，他的精力正在衰退消失。」見其著，

沈亨壽譯：《明代小說四大奇書》（北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 年），頁 376～377。 
   歐陽代發指出：「諸葛亮的真正悲劇卻在於，蜀漢中不少主要人物卻並不能與他真正配合到底。即是說，蜀漢

和諸葛亮的真正悲劇，是沒有能很好做到『人和』。」見其〈論蜀漢和諸葛亮的悲劇〉一文，收錄於《三國演

義與中國文化》，頁 204。我們看到諸葛亮和譙周、馬謖、魏延等人的相處模式，的確存在著隱憂。 
 51   吳小林校注：《三國演義校注》，頁 1170。 
 52   浦安迪《明代小說四大奇書》，頁 378。 
 53   此為李贄對第一百三回之〈總評〉。見陳曦鍾、宋祥瑞、魯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頁 1269。 
 54   陳曦鍾、宋祥瑞、魯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頁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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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劉關張三人因「義」喪失理智導致失敗乃至死亡帶給讀者的悲劇意

識，諸葛亮始終保持一定的理智，卻也因為這種理智，造成他的心力交瘁而死

亡，如此的悲劇意識，似乎更讓人不勝欷噓。 

四、悲劇意識的沈思與侷限 

  本節在論及《三國演義》悲劇意識帶給讀者深刻的沈思和本身的侷限前，

筆者欲先引用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的一段論述：  

我們發現了下面有關悲劇的幾個方面：（a）勝利並非屬於成功者，而是屬

於挫折中的失敗者。在經受失敗的痛苦中，失利者得勝了。表面上的勝利者

事實上成為劣敗者；他的勝利是虛浮空洞的。（b）獲勝的是普遍宇宙、世

界秩序、道德秩序、生命的普遍規律、永恆。－但是對這種普遍性的認識

也暗示著相反的含意：普遍的性質就是表示它必須要粉碎與他相對立的人類

的偉大。（c）在現實中沒有什麼勝利者。……（d）在勝利和失敗中，在獲

得解決的過程中，新的歷史秩序誕生了，但同樣地轉瞬即逝。…… 55   

  在卡爾．雅斯貝爾斯所歸納悲劇的四個特質中，我們隱約可以看到《三國

演義》也具有這樣的特質，不論是歷史觀或是人物描寫上，作者都展現了極強

的悲劇性手法，讓讀者在產生悲劇意識的同時，同樣意會到了自己也屬於歷史

洪流中的一份子，而使悲劇意識更加深刻。  

  然而，這樣的悲劇意識，究竟帶給讀者怎樣的沈思呢？  

  首先應該是對民族傳統文化思維的省思。讀者在閱讀《三國演義》的英雄

人物時，很多時候是把自己完全設身處地融入書中的。學者黃鈞提出的看法很

能概括這種現象：  

《三國演義》所描寫的不僅是蜀漢集團的悲劇，而且也是我們民族的悲劇。

因為，歷史並不是個人的歷史，以劉備、諸葛亮等人為標記的那個時代乃是

特定時期整個民族的歷史。這些悲劇人物正是我們民族的最雄偉的歷史典

型，他們都是作為民族的代表，民族力量的承擔者、民族傳統道德的象徵、

                                                 
 55   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著，奕春譯：《悲劇的超越》（Tragedy Is Not Enough）（北京：工人出版

社，1988 年），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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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精神的反射鏡、民族命運的注釋者而出現於作品之中。他們的性格是經

過了幾個世紀的積累由全民族共同創造出來的，他們的自我完全消溶在民族

的自我裡面。 56   

  誠如黃氏所言，三國歷史人物（尤其是蜀漢人物）代表了整個民族，所以

當他們消溶在民族的自我的同時，同樣身為民族一份子的我們，也隨之消溶於

其中。面對書中人物遭遇的困境，其實讀者是很能感同身受的，原因無他，中

國五千年歷史，無時無刻都在上演與《三國演義》相同的戲碼，而以儒家思維

為思想主流的我們，時時都會遭遇一種「知其不可而為之」的使命感，卻又往

往必須承受理想無法實現的落寞感。學者張法說「儒家在創造理想的同時就預

創了悲劇意識」 57  ，藉著《三國演義》中英雄人物的崛起、輝煌與敗亡，種

種轟轟烈烈的事蹟，讀者對這種傳統思維有了一定的困惑，繼之以深刻的反

省。然而讀者最後終於會發現，其更大的悲劇意識正在於我們無法找出比之儒

家理想更好的思維模式，而必須一再地上演理想的執著與失落。  

  另一種沈思則來自對歷史的認知與詮釋。前面說過，《三國演義》的作者

有意將歷史進程視為一個封閉的循環，讀者透過閱讀本身，理解這種循環歷史

觀帶給人們的悲觀的無奈，進而造成一種悲劇意識，然而這種悲劇意識不妨可

視為在經驗法則下對歷史的反芻。學者李時人說：  

無論是《平話》或通俗演義，強調《三國志》，只不過反映了在強大文化傳

統壓力下企圖依附或靠攏史傳以為標榜的一種文化定式，對它們來說，最重

要的並不是對歷史的複述，而是對歷史－因而也是對現實（任何歷史都是

當代史）－的認識和理解。說穿了，《三國演義》這種「高不可及的範本」

現象，正是其史詩性質的表現。對史詩來說，歷史不過是一個框架，它所要

表現的主要是一種時代的民族行為方式和思想精神。 58   

  李氏所言雖不無道理，但有著一定程度上的偏頗。《三國演義》的確表現

了一種時代的民族行為和思想精神，但若認為其以歷史為骨架只是依附或靠攏

                                                 
 56   黃鈞：〈我們民族的雄偉的歷史悲劇－從魏、蜀矛盾看三國演義的思想內容〉，收錄於《三國演義研究集》，

頁 44。 
 57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識》，頁 15。 
 58   李時人：〈亞史詩：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收錄於《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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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傳以為標榜的文化定式，未免太低估了作者的企圖。《三國演義》其實讓我

們站在一個比較宏觀的角度檢視歷史的進程，雖然在卷首和卷尾他刻意地灌輸

帶有悲觀意味的歷史觀試圖讓讀者接受，但不可否認的，透過了小說的描繪，

讀者雖不一定認同這樣的歷史觀，但也必然對歷史有一番領悟與反省，反省人

類在歷史中的價值和定位。筆者認為這種思考透過小說的模式進行，將遠比史

書來得更令人感到深刻。  

  然而從這樣的沈思引發出來的，是讀者看到作者的侷限，更精確地說，應

該是作者創造的悲劇意識不可避免的侷限性，就是一種「宿命論」的觀點，充

斥在全書各個角落。關於宿命論，朱光潛對其下了一個簡明的定義： 

宿命論究竟是什麼呢？這就是對超人力量的迷信，認為這種力量預先注定了

人的遭遇，人既不能控制它，也不能理解它。宿命論與悲劇感密切相關，可

以說是原始人類對惡的根源所做的最初解釋。 59   

  《三國演義》作者既對歷史進程抱持悲觀態度，認為「天數茫茫不可逃」；

又對儒家理想人格的失敗無法做出合理的解釋，只好訴諸於宿命的觀點。而書

中最明顯的手法，就是屢見不鮮的「夜觀星象」模式。諸葛亮因「夜觀乾象，

操賊未合身亡」（第四十九回）派關羽守華容道而成就了關羽的「美事」，卻

貽誤了扭轉歷史的契機，是全書運用宿命觀點最不能令人信服之處 60  。其後

如龐統的死亡（第六十三回），孔明北伐前譙周的預告北伐終將失利（第九十

一回），以及諸葛亮禳星的失敗（第一百三回），都是運用了這樣的觀點。由

於作者不欲違反史實的寫作前提，又想凸顯歷史的悲劇意識，只好有些捉襟見

肘地重複使用單調的宿命觀點。學者李福清（B.Riftin）簡單歸納了《三國演

義》的人物處境：  

由此《演義》中人物的境況取決於三個因素－天命、時勢和人物的意

志。……敢於違抗天命的人物從來不能如願。這種狀況感人之處全在於失敗

的不可避免和災厄的預先感知。 61   

                                                 
 59   朱光潛：《悲劇心理學》，頁 256。 
 60   浦安迪便認為《三國演義》中「引述『天』的概念常常不是為了探究追溯世俗事物發生的首要原因，而是用來

為他們的行動推卸責任」，見《明代小說四大奇書》，頁 400。 
 61   李福清（B.Riftin）著，尹錫康、田大畏譯：《三國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年），

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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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明眼的讀者絕對可以看出，《三國演義》中的人物處境只取決於一個

因素－天命，然而這裡的天命絕非所謂賞善罰惡的上天意志，而是更接近宿

命的觀點。其實這種觀點的產生是有脈絡可循的，學者程鵬便說：  

《三國志演義》的英雄史觀，在本質上是與宿命論的歷史觀相對立的。 

……當主觀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在歷史的錯綜發展面前無以自圓其說的時

候，它向客觀唯心主義的「天命觀」的轉變也就成為合乎邏輯的必然。 62   

  正因為作者在心中早已對歷史有了定見，所以他必須用宿命的觀點去解釋

三國英雄人物的事蹟。李福清說這便是《三國演義》的感人之處，筆者則認為

這種矛盾造成了歷史的荒謬性，悲劇意識也在此產生。然而宿命的侷限仍舊是

這種悲劇意識在塑造時無可避免的問題。  

五、結語 

  李澤厚在論及明清小說時，有如下的評語：  

雖然還談不上個性解放，但在這些世俗小說中已可窺見對個人命運的關注。

從思想意識說，這裡有對邪惡的唾罵和對美德的讚揚，然而同時也有對宿命

的宣揚和對因果報應、逆來順受的渲染。總之某種近代現實世俗性民主性與

腐朽庸俗的封建落後意識的滲透、交錯與混合，是這種初興市民文學的一個

基本特徵。 63   

  《三國演義》作為明清以降長篇章回小說的先驅，其文學價值絕對不只是

時間最早而已。從三國故事、話本，到小說，在在都與民眾結合。而到了毛本

《三國演義》，其悲劇性的呈現，使之成為明清小說中最貼近民眾的作品。正

如李澤厚所言的初興市民文學特徵，《三國演義》誠然有一些現今看來的確是

落後的思想，但這些知識界所視為的糟粕，在當時是結合了民眾的思想的。直

到現在，《三國演義》依舊是中國古典小說中，最為人津津樂道的一部，因為

「歷史小說」的結構而以另一種文學標準批評之，顯然是極不公允的。  

                                                 
 62   程鵬：〈能攻心則反側自消，不審勢即寬嚴皆誤－論三國演義的歷史觀〉，收錄於《三國演義學刊》第 2 期

（成都，四川省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 年），頁 78。 
 63   李澤厚：《美的歷程》（新店：谷風出版社，1987 年），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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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三國演義》所塑造的悲劇意識，正是它至今仍在民間維持不

墜評價的最主要原因。三國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蹟，理想典型的奮鬥與失落，無

不使讀者產生了最大的共鳴。在我們著眼於《三國演義》寫作技巧的優劣，或

是作者正統思想的同時，我們更應該重視書中給人們帶來悲劇意識的反思。世

人多論《紅樓夢》的悲劇感，認為曹雪芹創造了中國小說的悲劇性，殊不知早

於《紅樓夢》的《三國演義》，以其帶給讀者濃厚的悲劇意識，已深深吸引了

廣大民眾，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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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gic Consciousness in the Mao 
zong-gang Edition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en, Ching-Yuan∗ 

【Abstract】 

  Although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holds a paramount position in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its artistic creativeness earns mixed responses for the fact 

that its subject matter is mainly historical.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 sense of 

prevailing tragedy explains the novel’s favor and popularity. Based on Mao 

Zong-gang edition,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studying its characterization and historical vision. I also 

examine this tragic sense in terms of reader’s response and evaluate its affective 

power, hoping to provide yet another reading of this classic. 
 
Keyword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ragic consciousness, Mao Zung-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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