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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阮故事的文本層次、語境變遷與意義轉移 

  許蔚 

摘 要 

劉晨、阮肇入天臺故事初見於《幽明錄》，後為《續齊諧記》所襲取，

唐宋以來多見流傳。該故事具有多層遞進的文本層次，不同的文本層次也

相應展現不同的意義。這樣的層次及意義，在類書節略大義的處理方式和

目類劃分的規定之下，顯得愈加明晰。而故事文本在流轉複製過程中，也

伴隨時代與語境的變遷發生變化。有關意義則在這些出乎不同立場的選擇

性改造中發生轉移。 

關鍵詞：劉阮故事、神女、佛教、道教、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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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airytale of Liu and Ruan,  
Focusing on Development of Plot Layers,  

Changing of Contexts and Shifting of Meanings 

Xu Wei 

Abstract 

The fairytale of Liu and Ruan (劉阮) was first collected in Youming Lu (幽

明錄), then in Xu Qixie Ji (續齊諧記) and other relevant texts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involves many progressive 

plot layers, with each layer conveying different meanings. These different layers 

and meanings become clearly recognizable with the help of plot summaries and 

categorization in ancient Chinese reference books (leishu 類書). During the 

circulation process of the texts, the story has evolved with changing times and 

contexts. The story has gone through changes, due to intentional selections and 

modifications made by the subsequent authors with different viewpoints. 

Keywords: the fairytale of Liu and Ruan, goddesses, Buddhism, Daoism, sec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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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晨、阮肇入天臺是為人豔稱的遇仙故事。這個故事在劉宋以來的各

體文學傳統中，不僅作為典故，也作為再創作的題材或模擬對象，發揮著

廣泛的影響。這些後代的改編、戲擬、仿作、用典以及評論，既體現故事

文本的流轉與變遷，也反映讀者對其旨趣選擇性的解讀與接受。 

就今日所能見到的文獻而言，劉阮故事最早節錄於《藝文類聚》卷 7

山部「上天臺山」，亦節錄於《白氏六帖事類集》卷 2「天臺山」（《白孔六

帖》卷 5「天臺山」）、《太平御覽》卷 967 果部 4「桃」、《事類賦》卷 26 果

部〈桃賦〉注等，較完整的文本則見於《法苑珠林》卷 31〈潛遁篇〉及《太

平御覽》卷 41 地部 6「天臺山」，均出《幽明錄》。1可以確信，劉阮故事文

本最早出自《幽明錄》。2 

另外，該事亦見引作《續齊諧記》，如《太平御覽》卷 862 飲食部 20「脯」、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 24 米穀部「胡麻」（《圖經衍義本草》卷

37 米穀部「上品胡麻」）、《輿地紀勝》卷 12 兩浙東路臺州〈景物〉及〈仙釋〉

等所引，較完整的文本則見於《補注蒙求》卷 5（《蒙求集注》卷下）、《重刊

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 15〈果實篇〉、《剡錄》卷 3 及《綠窗新話》卷上，3可

認為劉阮故事亦為《續齊諧記》所襲取。此外，《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7

載劉阮故事，文字與前舉諸書引文大體一致，可以判定應是據《續齊諧記》

改寫。今藏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元初趙蒼雲〈劉晨、阮肇入天臺山圖卷〉，

文字上也大體可判定是改寫自《續齊諧記》。至於《太平廣記》卷 61 女仙 6

〈天臺二女〉所述劉阮故事，謂出《神仙記》，如果並非誤題，則應如李劍

國所懷疑的，可能是唐人採自《幽明錄》或《續齊諧記》。4 

                                               
1 ［唐］釋道世撰，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卷 31，頁 967-968。 
2 魯迅曾據《法苑珠林》、《太平御覽》等書校輯，鄭晚晴則以魯迅輯本為底本再予校釋，

見魯迅校錄：《古小說鈎沉》（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頁 149-150；［南朝宋］劉義

慶撰，鄭晚晴輯注：《幽明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 年），頁 1-2。 
3 李劍國指出《綠窗新話》引作《齊諧記》，脫「續」字，文句與前舉諸書多相合，見李劍

國：〈汪紹楹〈搜神記佚文〉辯證〉，《古典文學知識》2005 年第 4 期，頁 87。先坊幸子

〈『續齊諧記』補遺〉僅錄梗概，但未注出處，據錄文，應出《太平御覽》，見［日］先

坊幸子：〈中国古小説訳注─『續齊諧記』〉，《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 59 號（2011 年 9

月），頁 118。 
4 李劍國：〈汪紹楹〈搜神記佚文〉辯證〉，頁 87。此說僅是一種推測，他後來也並未沿用，

見李劍國：〈《搜神記》、《搜神後記》佚文辯正〉，收於［晉］干寶、［宋］陶潛撰，李劍

國輯校：《新輯搜神記‧新輯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附錄 3，頁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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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劉阮故事的表層：從博物傳說到神仙故事 

諸類書引錄劉阮故事，大體列入「天臺山」或「桃」、「胡麻」、「脯」

等目之下，編選著眼的是該目下值得稱引的地方風物傳說及名物故實，雖

然是符合類目分別的本來目的，但也突出了天臺山與桃、胡麻這幾個在故

事發展過程中並非那麽重要的單元。以此種類目的立場去觀察劉阮故事，

當然首先看到的是進入天臺山或者食用山中所得的桃、胡麻飯、脯等。也

就是說，最表層的解讀，劉阮故事不過是入山羈留不歸的故事。 

而在此基礎上，結合天臺山的聖山仙境定位和仙桃、胡麻的養生功用，

劉阮的入天臺山，無論所至之地究竟是仙鄉還是人境，所遭遇二女是仙女、

神女、妖媚還是巫女、隱者、逃人或者一般人，對於讀者而言便趨向於所

到為仙境、所遇只是神仙一類的人物。《太平廣記》將劉阮故事列在「女仙」

目下，以劉阮天臺所遇二女為女仙，雖然可能是受到文本出處《神仙記》

的影響，但也符合天臺山之仙境觀。而南宋時人編撰的《輿地紀勝》、《剡

錄》、《赤城志》等地誌收錄該故事，當然符合記錄地方風土與人物的需要，

但如《輿地紀勝》列入「仙釋」類、《剡錄》列入「仙道」類，雖然可能是

受到地方誌寫作中區分道、釋的體例影響，顯然也是以劉阮入山所遭遇為

仙人，《剡錄》即注稱「剡有桃源，在縣三里。舊經曰：劉阮入天臺遇仙，

此其居也」。5那麽，以「仙道」、「仙釋」的類目來看，劉阮故事的基層敘

述，顯然就不再是入山不歸，而是進一步的入山「遇仙」了。 

值得注意的是，《法苑珠林》所引《幽明錄》，除劉阮故事以外，還有洛

下男子、黃原等兩個故事。後二者均明確提到「洞窟」，是典型的誤入洞窟

故事。釋道世選取這三個故事時是否也將劉阮故事看作同一類型的洞窟傳

說，難以確認。單就劉阮故事本身而言，則無論是《法苑珠林》、《太平御覽》

所錄較完整的文本，還是其他類書節錄的文本，均未曾提及「洞窟」。從有

關文本情況來看，《法苑珠林》引文述二人入山，為「沒水，逆流行二三里，

得度山，出一大溪」，6《太平御覽》卷 41 所載無「沒水」等事，僅作「度山，

                                                                                                  
周楞伽以為《神仙記》即《神仙傳》，亦屬想當然，見［宋］皇都風月主人編，周楞伽箋

注：《綠窗新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卷上，頁 3。 
5 ［宋］史安之修，［宋］高似孫纂：《剡錄》，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

第 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卷 3，頁 7218。 
6 ［唐］釋道世撰，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 31，頁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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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大溪」（《太平廣記》所引《神仙記》作「遂渡山，出一大溪」），7《藝

文類聚》、《白氏六帖事類集》同，《太平御覽》卷 967 所載則為「下山，一

大溪」，8《事類賦》注同，無論是度山還是下山（原文似當以「度山」為是），

都只是說離開現在所在的山，來到一條大溪邊，而並沒有說要進入某個洞穴。 

而劉阮故事為《續齊諧記》所襲取，文本情況則有所改變。就與前舉

相應文本的情況來看，《補注蒙求》引文述二人入山，「因過水，行一里，

又度一山，出大溪」，9《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作「因過水，行里許，

又度一山，出一大谿」，10《剡錄》載「因過水，深四尺許，行一里，又度

一山，出大溪」，11《綠窗新話》作「因行，度一山，出大溪」，12《輿地紀

勝》作「浮波而下，遂行數里，溪山雲霧甚異人間」，13《重修政和經史證

類備用本草》作「迷失道路，忽逢一溪，過之」。14此外，《歷世真仙體道通

鑑》作「因過水，深四尺許，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15與《剡錄》

所引完全一致。〈劉晨、阮肇入天臺山圖卷〉此段畫面榜題改作「因負藥筥，

以鋤挺探水，水纔四尺許。二人褰裳渡之，行及一里餘，得小徑，又度一

山，又見一溪焉」，16也可看出與《剡錄》所引有淵源關係。而通過對讀，

則可知「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大體上保持了《幽明錄》

的舊有敘述，可以認為是較為接近《續齊諧記》原文的表達，雖然在文字

上相比《幽明錄》已經有所增益，但仍然只是說經過一個山頭，出至大溪

邊，也仍然沒有說進入某個洞穴，可見只是基於舊有文本的一種闡釋性轉

寫，並沒有添加更多的後代因素（以上參見表 1）。 

                                               
7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卷 41，頁 194；［宋］李昉

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年），卷 61，頁 721。 
8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卷 967，頁 4291。 
9 ［唐］李瀚撰，［宋］徐子光補注：《補注蒙求》，收於《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

會編：《中華再造善本》第 5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卷 5，原書無頁碼。 
10 ［金］王朋壽：《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卷 15，頁 5B。 
11 ［宋］史安之修，［宋］高似孫纂：《剡錄》，卷 3，頁 7218。 
12 ［宋］皇都風月主人編，周楞伽箋注：《綠窗新話》，卷上，頁 3。 
13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 12，頁 697。 
14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 年），卷

24，頁 482。 
15 ［元］趙道一編：《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收於［明］張宇初等編：《道藏》第 5 冊（北京：

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卷 7，頁 147。 
16 ［元］趙蒼雲：〈劉晨、阮肇入天臺山圖卷〉（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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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相應的文本變化不大，在較完整的文本中如《剡錄》、《綠

窗新話》所錄也未見有關洞窟的表述，但《補注蒙求》、《重刊增廣分門類

林雜說》所錄則均見有「劉阮從此山洞口去」的表述。17此一描述後為《歷

世真仙體道通鑑》所襲，至〈劉晨、阮肇入天臺山圖卷〉則除文字有所增

衍以外，更另繪有山洞場景。那麽，似乎可以認為《續齊諧記》很可能在

《幽明錄》劉阮故事文本的基礎上增添了新的洞窟細節。此種文本上的添

改，與前述闡釋性轉寫不同，是有意識的添改。當然，所謂有意識並不是

說有意新變，而很可能只是基於洞窟傳說的流行性或受道教洞天說影響的

預設認知，對文本進行符合當下意識的「合理性」改造。 

這一附加入洞窟細節的新文本，顯然符合曹唐個人所具備的道教洞天

知識預期，他的系列擬詩以劉阮所到為洞府，正反映了此種文本改造與認

知體驗。可與曹唐擬作對比的是，裴鉶《傳奇》有元徹柳實故事，為海上

遇仙，而明言「昔有劉阮，今有元柳」，18儘管是對劉阮故事的仿作，體現

的卻是海山仙島的當下經驗。有意思的是，杜光庭記錄 72 福地，卻還只是

說「天姥岑，在臺州天臺南，劉阮迷路處」，19並沒有說劉阮所入為洞天，

或許是不接受這一新的文本。不過，到北宋天臺山道士王松年轉載該故事，20

則在天姥岑基礎上，增出「迷入桃源洞」一說。21南宋地志所載劉阮所到處，

傳聞不一，不僅指某山，也有了某洞的傳說。22至明初王子一作雜劇《劉晨

                                               
17 ［唐］李瀚撰，［宋］徐子光補注：《補注蒙求》，卷 5，原書無頁碼；［金］王朋壽：《重

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 15，頁 6A。 
18 《三洞群仙錄》卷 12「天臺劉阮、合浦元柳」引《傳奇》；見［宋］陳葆光：《三洞群仙

錄》，收於［明］張宇初等編：《道藏》第 32 冊，卷 12，頁 314。元徹柳實故事較詳細的

文本見於《太平廣記》卷 25，注出《續仙傳》；亦見《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33，未注

出處，文字與《太平廣記》引文接近。周楞伽徑以《太平廣記》所收作為《傳奇》原文

輯錄，顯然缺乏足夠的依據，見［唐］裴鉶撰，周楞伽輯注：《裴鉶傳奇》（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43。 
19 ［唐］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收於［明］張宇初等編：《道藏》第 11 冊，頁 58。 
20 關於王松年的年代問題，參見［日］秋月觀暎著，丁培仁譯：《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淨明

道的基礎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第 1 章，頁 37，注 13 譯者按語。 
21 ［宋］王松年：《仙苑編珠》，收於［明］張宇初等編：《道藏》第 11 冊，卷上，頁 27。 
22 臺州有「劉阮洞，在天臺縣西北二十里」、「劉阮廟，在天臺縣西北三十里雙闕下，世傳二

仙所至即其所」，見［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12，頁 684、689。其中，天臺「劉阮

洞，在縣西北二十里」，亦見［宋］陳耆卿等纂：《嘉定赤城志》，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宋元方志叢刊》第 7 冊，卷 21，頁 7444。儘管位置上相差十里（如果記載不誤），但劉

阮洞與劉阮廟同在天臺縣西北，可能原屬同地或同祀。另外，新昌縣有「劉門山，在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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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肇誤入桃源》，更將劉阮所到明確改作「天臺山桃源洞」。這一改作未必

是源自《續齊諧記》的文本效應，而可能是受到宋元時代天臺桃源的風物

傳說影響，並且也顯然符合後代對神仙洞府的一般認知。而結合《續齊諧

記》的轉寫與改作，則可以知道，如果不是繞開文本本身的表達或者對文

本進行改造，另行附加如道教洞天說或者借助其他文本如袁柏根碩等洞窟

傳說，便不能獲得《幽明錄》所載劉阮故事屬於洞窟傳說的認識。23 

二、劉阮故事的內層：從入山遇仙到神女接引 

《法苑珠林》將該故事列入〈潛遁篇〉，僅就篇題而言，直觀的理解可

能是該篇應當講述隱者、隱士或者避世潛藏之故事，這也符合劉阮入山，

進入與人間不同的空間的基本敘述。但據〈述意部〉所述，該篇之旨則是

「聖賢應世，影跡無方」，「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

士。世有可善，故出善應之；世有可惡，故出惡應之」，24雖然也提到隱淪，

卻是以應世為主。〈引證部〉所引佛經故事共 4 則，3 則講巧智應對，1 則

講前世福報，頌稱「潛遁巧變，善弄冥馳」，「福應所感，冥運投機。靜也

沖默，動也神輝」，「隱顯叵測，真偽難議」，25同樣雖提到潛遁，但也是偏

                                                                                                  
南三十里，傳云劉晨、阮肇自剡採藥至此山，有劉阮祠、山亭、採藥逕，山下居民多劉姓

者」，見［宋］施宿等纂：《嘉泰會稽志》，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第 7

冊，卷 9，頁 6878。新昌在天臺西北，劉門山在新昌縣東南，即在天臺縣西北，應與天臺

縣的劉阮廟為同一地。可見，天臺當地的風物傳說中，劉阮祠或劉阮廟所在的劉門山即劉

阮所到處，而劉阮洞，如果並非同地異名或分祀，則可能是另起的風物傳說。 
23 學界以往的有關討論都是針對《幽明錄》而發，並不涉及《續齊諧記》。比如李劍國把劉

阮故事看作洞窟傳說的代表作品，並指出劉晨阮肇與袁柏根碩、黃原等三個故事，在故

事源流上與《列仙傳》、《拾遺記》所記洞窟傳說有承繼關係，見李劍國：〈六朝志怪中的

洞窟傳說〉，《天津師大學報》1982 年第 6 期，頁 76。儘管就遇仙故事類型而言，這幾個

故事在情節或單元上有相似之處，但後二者有明確的洞窟記述，《幽明錄》所載劉阮故事

卻沒有這樣的表達。有趣的是，先坊幸子將劉阮故事與袁柏根碩、黃原等兩個故事一併

列為「山中遇仙故事」，雖然注意到劉阮故事是入山遇仙，卻又忽略了後二者的「洞窟」

特徵，見［日］先坊幸子：〈六朝の『異界説話』〉，《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 36 號（1999

年 7 月），頁 24。李豐楙由道教洞天說的發展入手，以陶弘景「世人采藥往往誤入諸洞」

的表述切入，進而舉證袁柏根碩與劉晨阮肇兩個故事，雖然只是提出「誤入」而未明確

說進入洞窟，但解說劉阮進入仙境是「沒水度過山腹」，仍是以洞窟說為解說的預設前提，

與原文有一定差距，見李豐楙：〈六朝道教洞天說與遊歷仙境小說〉，收於李豐楙：《仙境

與遊歷：神仙世界的想像》（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376-377。 
24 ［唐］釋道世撰，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 31，頁 945-946。 
25 同上註，卷 31，頁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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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顯化，與〈述意部〉相合。隨後的〈感應緣〉所引《高僧傳》、《神仙傳》

等諸故事，大體也都是講述應世化現。而該書所引《幽明錄》3 則故事，

就故事類型而言，洛下男子洞穴遇仙人、黃原隨犬入洞穴遇神女與劉阮故

事一樣，都是遇仙故事。就「潛遁」的題旨而言，則天臺二女以及洞中仙

人或神女，便是應世化現的「遁仙高士」。《太平廣記》將劉阮故事列於「女

仙」目下，正與《法苑珠林》的處理相合。應該說，這種理解也確實部分

符合《幽明錄》收錄神鬼異事的性質。但是如此一來，對該故事的理解，

便應由劉阮入山遇二女，轉變為二女化現接應劉阮。就文本自身而言，則

是故事類型的位移，當然也是文本層次的增益。 

天臺二女的凸顯，反映讀者閱讀時的聚焦所在。在剝離了入山、遇仙

的外層敘事後，故事的內核則集中於二女如何接引劉阮，即美女相伴居停

半年的種種細節。諸類書所節錄的文字基本上僅為梗概，實際上僅保留故

事的外核，在涉及二女的層面上幾乎沒有參考價值。就前舉較完整的文本

看來，《幽明錄》講述二女在溪邊接引劉阮，首先是二女「姿質妙絕」，僅

言美色，未說是仙女；其次二女所居銅瓦屋內則「各有一大床，皆施絳羅

帳，帳角懸鈴，金銀交錯」，所食則胡麻飯、山羊脯及牛肉，豐贍富麗而已，

人間豪族也可做到；從「酒酣作樂，劉阮忻怖交並」的表述可以看出，二

人顯然也未以為是仙鄉。而「至暮，令各就帳宿，女往就之，言聲清婉，

令人忘憂」，26二女宿劉阮，如果沒有下山已是七世孫的後文，則也只不過

是男女交接、盤桓經年而已。此點在《續齊諧記》說得就更為直白，為「劉

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不過，已不再描寫劉阮忻怖狐疑，且通

過二女自述，表明是「得與仙女交接」，27做進一步的闡釋性轉寫，與《幽

明錄》下山已隔七世的用意尚屬一致。28 

                                               
26 ［唐］釋道世撰，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 31，頁 968。［宋］李昉等

編：《太平御覽》，卷 41，頁 195。 
27 ［唐］李瀚撰，［宋］徐子光補注：《補注蒙求》，卷 5，原書無頁碼。［宋］皇都風月主

人編，周楞伽箋注：《綠窗新話》，卷上，頁 3。 
28 就劉阮入山的層次而言，下山已隔世的時間差，符合晉宋時代流行的仙境時間觀（此種時間

觀的典型即爛柯故事，參見李豐楙：〈六朝道教洞天說與遊歷仙境小說〉，頁 364），應而對於

編制、傳播這一故事的群體而言，其理解之期待應為二人所進入之空間為仙境，所遇為仙女。

作為同一故事的另一傳本，剡縣民袁柏、根碩入赤城遇女故事，則並未運用仙凡時間差的

觀念。而如果承認腕囊青鳥與西王母神話有關，袁柏、根碩僅餘皮殼如蟬蛻就是道教的屍

解（李豐楙：〈六朝道教洞天說與遊歷仙境小說〉，頁 379），則也可理解所遇女子為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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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附加上遇仙外殼的男女交接故事，同樣也見於袁柏根碩、黃原

兩個故事，在文學傳統上，則與神女豔情傳說有關。29 

曹唐的擬詩，分別以劉阮與洞中仙女的立場來表達離別的憂傷以及對

對方的思慕，正是以仙子寫豔情。30在這個意義上，若將〈遊仙窟〉看作是

對劉阮故事的戲擬，儘管沒有文本上的直接依據，卻與讀者的閱讀體驗是

一致的。而《事類賦》注引《幽明錄》，雖然未涉細節，僅說留半年而已，

正文卻作「神女嘗食於二郎」，31徑目二女為神女，顯然是出於神女文學的

閱讀經驗，透露出吳淑對劉阮豔遇的意會。至於《綠窗新話》標目作〈劉

阮遇天臺女仙〉，雖然形式上尚可以看出《法苑珠林》、《太平廣記》之痕跡，

但考慮所錄並非《幽明錄》的含蓄文本，而是《續齊諧記》的露骨文本，

並且全書所選俱是風流韻事，劉阮故事所在的上卷更全為豔遇私通之事，

無疑也是出於豔情消費的考量。而王子一說劉阮遇女是「恰做了襄王一枕

高唐夢」，二女配劉阮是「效文君私奔相如，比巫娥願從宋玉，似鶯鶯暗約

張生，學孟光自許鴻梁」，32不僅目二女為神女，更比作奔女。 

可見，入山也好，遇仙也罷，大抵可以忽略不計，所謂「人神戀愛」，

雖然有類型學上的意義，卻無疑是太過美好的想象，實際上，對於一般讀

者而言，引起持續關注與興趣的，並非神仙，只是露水風流。 

三、劉阮故事的神聖與世俗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這樣的豔遇故事，讀者的接受是否存在世俗層面

與宗教層面上的差異。就《法苑珠林》而言，選錄這樣的豔遇故事，儘管

                                               
29 關於神女傳說的性義涵與原始信仰，參見聞一多：〈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收於聞一多

著，孫黨伯、袁謇正主編：《聞一多全集》第 3 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頁 3-34。 
30 此處所引曹唐擬詩，著眼點是曹唐對劉阮故事的理解，雖然跨越了不同的文類，但曹唐

組詩在模擬雙方贈答的語境下，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用典，仍然具有一定的敘事特徵。

當然在韻文（詩、詞等）的寫作傳統上來看，與敘事文體的曲折變化不同，所用劉阮典

故的意義一直都只是豔情。後文引述張繼先詩，雖然是批判，但其理解的劉阮也仍然是

豔情。關於行文中混用不同文類材料的問題，承林曉光先生指出，特予說明並致謝忱。 
31 ［宋］吳淑：《事類賦》，收於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第 75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年），卷 26，頁 521。 
32 ［元］王子一：〈劉晨阮肇誤入桃源〉，收於王季思主編：《全元戲曲》第 5 卷（北京：人

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第 2 折，頁 539、540。王子一所作其他三種雜劇〈海棠風〉、

〈楚臺雲〉、〈鶯燕蜂蝶〉雖皆不存，僅從劇目來看，也無不是寫男女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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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除與寺院俗講以渾話引人有著一致的目的，但在佛教敘事的層面，卻

也無妨是譬喻，可以理解為化現與接引。33 

而道教方面則比較複雜。由於魏晉時代民間神女傳說的盛行、道教仙

真下降的傳道修真模式的興起以及房中技術的運用，34仙女與凡人交接之事

對於晉唐時代的道教人士而言，作為一種接真方式或成仙模式，也是可以

接受的。劉阮故事也因此得以進入道教的傳志書寫，杜光庭、王松年、陳

葆光等均曾加以記錄。而據說活躍於開天之際的仙人丁皇，曾說「我亦識

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悞入他桃源洞，終亦有俗心，故不得

仙也」。35劉阮故事雖未明確說二人成仙，但卻有「忽復去，不知何所」或

「後失二人所在」這樣的描述，是《列仙傳》、《神仙傳》等傳統神仙敘事

所常見的套語。丁皇雖然未提及二人遇女的細節，但他批評二人因有俗心

不能成仙，也表明劉阮遇仙本來具有成仙的可能性。 

可是，伴隨著時代的變遷、道教修真成仙技術的演進以及金丹大道說

與道教雷法的興起，人仙交媾便不再被道教修法之士接受為一種成仙模

式，而是被看作世俗之人耽溺淫欲的體現，甚至被認為是妖媚惑人的事件，

應當予以禁制與祛除。活躍於北宋晚期的著名天師張繼先，曾在組詩中奉

勸世人戒淫修道，就涉及對劉阮遇仙故事的批判： 

                                               
33 禪宗文獻中提及劉阮故事，比較注意的是「出入」仙境的層面，如《雪峰義存禪師語錄》

附錄的〈雪峰禪寺二十四景詩〉。值得注意的是，《普庵印肅禪師語錄》卷下〈標經題目•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有「落花隨流水，劉阮曾拈起。喫了入桃源，未是真如理」（［宋］

普庵印肅：《普庵印肅禪師語錄》，收於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 120 冊（臺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1993 年），頁 660），似乎是要表達落花本是自然而出，隨緣生滅，劉阮拈

起是起一意，以此入桃源是刻意求道，並未能領會真如本性，則又是另一種禪學式的理

解。當然，仙人丁皇的俗人說雖然是道教式的表述，實際上也是同樣的看法。關於禪宗

文獻，承李貴先生建議考察，謹致謝忱。 
34 參見李豐楙：〈魏晉神女神話與道教神女降真神話〉，收於李豐楙：《仙境與遊歷：神仙世

界的想像》，頁 47-81。 
35 ［唐］丁皇：《疑仙傳》，收於［明］張宇初等編：《道藏》第 5 冊，卷中，頁 495。關於

《疑仙傳》，《道藏提要》據《四庫提要》，以為宋人所作，見任繼愈、鍾肇鵬主編：《道

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34；常志靜則認為出五代，但未

給出理由，僅指出《崇文總目》著錄 1 卷與《道藏》本 3 卷不同，見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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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生擾擾疾如風，急殺三彭及五蟲。不使狐狸侵藥竈，須教龍虎

守真空。鼎中寶物時添火，腹內嬰兒貌轉豐。善女善男尋此語，

莫貪花酒墮迷中。 

大都奇怪惑人深，一見邪淫便動心。只是敧傾身內寶，何能堅固

水中金。天堂有路無人到，地獄無門眾卻尋。寄語世間男女道，

收蹤火宅隱山林。 

阿爾多淫上帝嗔，罰為狐獸尾隨身。只言五百年方變，豈謂三千

日化神。雷火不知何處用，犬牙同此作教親。冤魔眷屬狐狸肖，

變化妖容惑幾人。 

劉晨阮肇事多非，今日憑君子細推。謾使仙宮由色慾，卻將紫府

貯姦欺。洞中清淨難容雜，穴裹幽冥易變奇。大是世人迷不悟，

幾人喪命為狐狸。36 

儘管將劉阮所遇看作是幻化人形的狐媚，應與唐宋時代興盛的妖狐傳說有

關，也與運雷除妖的法術實踐有關，但其主旨是要批判淫邪，則是來自道

教道德戒律與修仙技術的雙重需要。那麼，以此種觀點與立場來看，劉阮

故事無疑就不再被看作是入山遇仙，而是入山遇妖，不再是豔遇成仙，而

是淫欲殺人了。37而王子一借阮肇之口說出「豈不聞酒中得道，花裡遇仙，

也是常事」，38完全是世俗的觀念，與此形成鮮明的道教宗師、世俗文人兩

極對比。 

鑑於張繼先在宋元道法傳承中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趙道一雖然仍舊收錄

劉阮故事，但在轉載時，卻迴避男女之事，僅說「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39

                                               
36 ［宋］張繼先：〈金丹詩四十八首〉，收於［宋］張繼先：《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

收於［明］張宇初等編：《道藏》第 32 冊，卷 5，頁 380-381。 
37 與此類似，杜光庭對宋玉〈神女賦〉、曹植〈洛神賦〉的色情描寫予以強烈批判，以為高

真上仙，體位高邈，仙凡敻隔，哪可以淫而降。康德謨指出杜光庭對神女色情故事的憤

怒並不意味著他不懂房中術，而是剛好相反，見［奧］康德謨（Max Kaltenmark）：〈釋

高禖〉，收於《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第 7 輯（北京：中華書局，

2002 年），頁 29。值得注意的是，杜光庭雖曾在記錄天姥岑時提及劉阮之事，但《道藏》

所收 6 卷本以及羅爭鳴輯補 10 卷本《墉城集仙錄》中均未見天臺二女，如果是原書如此，

則也不排除是出於此種批判立場的篩汰。 
38 ［元］王子一：〈劉晨阮肇誤入桃源〉，第 2 折，頁 539。 
39 ［元］趙道一編：《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7，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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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認為這是有意的改寫，則或許便是受到道法批判立場的影響而做出的

調整。40同樣的文本改造，也見於〈劉晨、阮肇入天臺山圖卷〉。該圖卷描

繪二人在溪邊遇女，所附題榜說「二人始疑為媚。久之，方辨識為人」（參

見圖 2），便很可能是受到宋元道法與狐媚傳說的影響。至於劉阮與二女相

遇之後，該圖卷則只描繪飲食宴樂，沒有描繪男女之事，題榜也不提男女

交接，僅說「二女邀劉阮偕止宿」。與趙道一不同的是，趙蒼雲的這一改動

似乎並非出於道教的立場，而是出於前朝王孫的自尊和文人雅化的趣味。41

此點從他將劉阮二人繪作儒生裝扮（參見圖 1），並說二人「家世業儒，尤

留意於醫藥，嘗飄然有霞表之氣味」也可以得到證明。 

四、結語 

劉阮故事具有多重遞進的文本層次。從入山不歸到入山遇仙，似乎順

理成章，實際包含冥俗思維的隱喻轉換，即由不歸轉換為遇仙。42由入山遇

仙到入山遇女，看似簡單的故事拼接，卻使整個故事由俗人偶然遭遇神仙

的博物傳說轉而成為神女或仙女與俗人交接的豔情故事。這樣的故事容易

引起讀者的聯想。閱讀的聚焦輕易地就從表層的遇仙探入到內層的男女交

接故事。豔情也因而成為持續的關注所在。而對於不同立場的讀者，隨著

閱讀背景的變化，有關色情意涵也就引起與世俗大眾不同的反應，進而導

致有關文本在繼續複製的過程中需要因應不同的語境而做出相應的調整。

趙道一、趙蒼雲改作的劉阮故事，迴避了原來文本中的男女交接，使得遭

遇女仙情節不再那麼重要，而劉阮故事遂又由入山遇女回轉到了入山遇

仙，其意義也由豔情回歸了成仙。當然，趙道一、趙蒼雲的改作，不論是

有心還是無意，都是極個人的表達，對於其他的人群未必造成決定性的影

                                               
40 《三洞群仙錄》引《神仙傳》，也未涉及男女之事，似乎也是有意的簡省。不過此《神仙

傳》原文不知是否有相關描寫。就題名而言，該書很可能是在葛洪之書基礎上增衍而成

的，但不知與《太平廣記》所引《神仙記》是何關係。而《太平廣記》所引《神仙記》

則是有相關描述的。 
41 儘管從表面上看並沒有對男女之事做露骨的描繪，但結合二人隨二女去以及「出洞口」

的圖像表達，實際上仍然是暗示「入洞房」。 
42 實際上即由死亡轉換為成仙。袁柏根碩入山歸來後屍解，對於家人而言自然是二人死亡。

劉阮入山不歸，歸來後已是七世孫，對於劉阮那些死去和健在的子孫而言，則二人無疑

也是久已死亡了。從《搜神後記》到《幽明錄》，意義雖然沒有變化，但表達顯然更加含

蓄了。有關討論，詳見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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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王子一的劇作，不論是出於世俗的趣味還是娛樂的需要，就仍然延續

了豔情的傳統認知。43 

 

表 1 

《幽明錄》

《法苑珠林》 沒水，逆流行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 

《太平御覽》卷 41、

《藝文類聚》、 

《白氏六帖事類集》

度山，出一大溪。 

《太平廣記》 遂渡山，出一大溪。 

《太平御覽》卷 967、

《事類賦》注 
下山，一大溪。 

《續齊諧記》

《補注蒙求》 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

雜說》 
因過水，行里許，又度一山，出一大谿。 

《剡錄》、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因過水，深四尺許，行一里，又度一山，

出大溪。 

《綠窗新話》 因行，度一山，出大溪。 

《輿地紀勝》 浮波而下，遂行數里，溪山雲霧甚異人間。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

備用本草》 
迷失道路，忽逢一溪，過之。 

〈劉晨、阮肇入天臺

山圖卷〉 

因負藥筥，以鋤挺探水，水纔四尺許。

二人褰裳渡之，行及一里餘，得小徑，

又度一山，又見一溪焉。 

 

                                               
43 原稿僅述至趙道一、趙蒼雲，承朱剛先生指出還是應以雜劇做結束，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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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劉晨、阮肇入天臺圖卷〉局部 A 

 

 
圖 2：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劉晨、阮肇入天臺圖卷〉局部 B 

 

【責任編校：黃佳雯、黃璿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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