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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虬髯客傳〉是唐代傳奇中的名篇，在古代小說總集《太平廣記》中被歸

為豪俠類。作者為唐末道士杜光庭，唐末因藩鎮跋扈，社會動盪，出現了許多

豪俠類傳奇作品，如〈聶隱娘〉、〈紅線〉、〈崑崙奴〉和〈虬髯客傳〉1，其中又

以〈虬髯客傳〉流傳最廣2。與其他傳奇作品相較，〈虬髯客傳〉包含較多的歷

史元素，故事中不僅明確交代時代背景（隋末唐初），並安排了許多史有其人的

角色如：李靖、楊素、李世民等，和虛構創造的虬髯客、紅拂女、道士等人相

遇並交互影響，這種以歷史時代為背景，讓歷史人物與虛構人物在小說中「同

台演出」的創作技巧，在後世的許多章回小說，甚至近代的小說、戲劇、電影

中經常可見。比如元朝施耐庵的《水滸傳》，雖然是以民間傳聞加以渲染，但是

宋江等人起河朔，轉略十郡，確實有其人其事，而梁山泊也確實有此地的存

在。近代小說比如作家高陽，作品《紅樓夢斷》、《李娃》、《風塵三俠》等，將

虛構的內容加入了濃厚歷史背景。而戲劇方面，例如電視劇〈後宮甄嬛傳〉，以

清朝為歷史背景，雍正皇帝為主要角色之一，而女主角雖為虛構人物，也因為

真實背景及人物的加入而更立體。電影比如〈通天神探狄仁傑〉，是以真實唐朝

著名宰相狄仁傑發展而成的故事。 

    由此可見，若將歷史及編撰的情節巧妙結合，能夠產生此變化。〈虬髯客

傳〉只有短短兩千多字，但內容扎實，張力十足。以人物來說，涵蓋了權相、

豪傑、公卿、歌伎、道士、帝王等，以情節而言，包含了私奔、逃亡、奇遇、

尋仇、密謀、對弈、盛宴、大戰……。〈虬髯客傳〉豐富的內容，成為許多後世

戲曲的題材，如明代凌初成（凌濛初）有《虬髯翁》曲本，張鳳翼、張太和先

後著有《紅拂記》，馮夢龍有《女丈夫》3。甚至現代戲劇亦有從此篇取材者，

如港劇「大運河」（分為「風塵三俠」、「瓦崗英雄」、「逐鹿中原」三部曲。一九

八七年），及中國古裝劇「風塵三俠之紅拂女」（二○○六年），題材皆取自〈虬

髯客傳〉，可見〈虬髯客傳〉篇幅雖短，卻具備十分充足的戲劇要素，寫作手法

也必有可觀之處，才得以讓小說在後代被廣泛流傳改編，因此，筆者想藉由

〈虬髯客傳〉為例，探究其如何運用現有歷史素材加以渲染想像，並分析其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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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手法。 

    由於〈虬髯客傳〉的作者運用了歷史，但其對於真實的歷史人物及事件，

在不妨礙重大史實的原則下，都做了細微的修改，以符合故事之需要，達成戲

劇效果，比如說李世民及李靖的年齡之差改變了兩人之間的關係及相遇方式，

另外還多了虬髯客這個角色襯出李世民的不凡。本論文研究重點即在於〈虬髯

客傳〉「創作手法」的分析，以及小說中歷史之「虛實運用」。以「真假之間」

為題，「真」代表「真實」，也就是歷史元素，歷史元素包含了歷史背景及人

物，例如：隋末唐初、扶餘國、李靖、李世民、楊素、劉文靜，至於「假」則

是代表「虛構」，虛構包含人物及人物性格的變化，例如：虬髯客、紅拂女、李

靖的性格年齡。期能以真假虛實的互相對照，來探究作者是以何種創作手法將

兩者穿插於〈虬髯客傳〉當中。 

    有關〈虬髯客傳〉的前人研究成果方向多元，大致可分為人物、作者、文

本所隱藏的意涵。人物方面如王國良〈「虬髯客傳」新探〉4、蔣興立〈論「虬

髯客傳」的人物虛實〉5考察了文學人物及歷史原型之間的關係。另有蔡妙真

〈衝突與抉擇──「虬髯客傳」的人物性格塑造及其意涵〉6以及張火慶〈「虯

髯客傳」的人物關係論－生剋、主從、虛實〉7，皆討論到人物的塑造及角色在

小說中的作用。而宋良宏〈「虯髯客傳」作者考〉8分析作者杜光庭的創作動

機，另有部分研究者以不同角度剖析〈虬髯客傳〉，比如安建軍〈論「虬髯客

傳」的「識人」意識〉9，認為識人意識體現於主要角色性格中，並重新檢視風

塵三俠的形象塑造。又如賀潤坤〈論唐人小說「虬髯客傳」的政治目的〉10，論

證李靖、红拂、虬髯客的言行活動是為了襯托李世民，並且給李世民非法篡奪

王位賦予正當性及合法性。付洪傳〈從後現代主義空間理論解讀唐傳奇「虬髯

客傳」〉11以西方後現代主義解讀〈虬髯客傳〉故事背後蘊含的隱喻。至於在文

本的寫作技巧方面，葉慶炳〈虬髯客傳的寫作技巧〉12在情節手法上做詳細的分

析。由此可見，不論是在內容結構及人物方面，皆有相當多的研究，而研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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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偏重在人物，人物的虛實和形象塑造被多數研究者所討論，但以上研究多側

重在結構或人物其中一項作分析，並非同時將內容及人物一併探討。因此本論

文將以「創作手法」為重心，並且分析〈虬髯客傳〉中如何將「真實」納入

「虛構」之中，同時論述人物與情節，做完整的研究，主要資料參照《新唐

書》、《舊唐書》、《隋書》及《資治通鑑》等史書，並探究其虛實交錯的寫作手

法。 

    〈虬髯客傳〉出自《太平廣記》一九三卷，筆者所使用的參考版本，是世

界書局出版，中國古典文獻學名家汪辟疆編纂的《唐人傳奇小說》13。此版本根

據明代《顧氏文房小說》本校錄，而以《廣記》一百九十三所引校補，並附有

該篇來源，對於了解故事之產生、演變有所助益。本文凡引用〈虬髯客傳〉文

本內容，皆引自此版本。 

 

二、〈虬髯客傳〉中的史實 

(一)歷史上的真實人物 

    〈虬髯客傳〉這篇小說中，真實人物與虛構人物相互穿插運用，本文對於

真假人物的判斷標準，是以正史上是否記載為依據。楊素、李靖、李世民和劉

文靜的事蹟，曾見於《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是史上

的真實人物。虬髯客及紅拂女則不見於正史，也沒有留下書信手札等考古證

據，無法證明真有其人，因此列為虛構人物。 

    小說以歷史人物楊素做為開場，史上楊素是隋末名將，善於作戰，據《隋

書‧楊素傳》中的記載：「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戰無不勝，稱為名將。」

（頁 1286）因其戰功顯赫，受到朝廷的尊寵，於是日益猖狂：「時素貴寵日

隆……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奢，制擬宮禁。……親戚

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頁 1287 至 1288） 

    〈虬髯客傳〉中則是這樣描寫楊素的： 

 

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

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床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

列，頗僭於上。（頁 266） 

 

文中的楊素驕縱尊貴，不可一世，又因時局紛亂，自認是天下權力聲望最高

者，因此排場奢華，態度倨傲，與史上記載的楊素相當貼合。又因正史中記載

楊素家中擁有上千的僮僕姬妾，作者便藉此真實背景，將紅拂女的身份設定為

楊素府中的家妓，相當合理。 

    與小說相比，《隋書‧楊素傳》中的楊素較為多面，其中提到他的好學及才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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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

意於風角。 

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頁 1281） 

 

可知楊素也是富於文采的，不同於小說中的武夫形象。作者安排小說中出現楊

素，是為了帶引出李靖和紅拂女兩個主要人物，讓他們在楊府中初見相識，楊

素本身只是陪襯，所以並不深入描寫其性格，只擷取史書中的一小部分，因此

小說中的楊素與史書相比，較偏向於非正面人物。 

    〈虬髯客傳〉的真實人物中，敘述較多，所佔篇幅最大的當屬李靖。李靖

是唐朝開國名臣及名將，亦是有名的軍事家。他的兵法才能很早便顯現出來，

據《新唐書‧李靖傳》中的記載： 

 

      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床謂曰：「卿終當

坐此！」（頁 3811） 

 

他的舅舅韓擒虎是隋朝名將14，只有李靖能與他互相切磋孫吳兵法，可知李靖才

能非凡。從以上史料中也可看出楊素對李靖非常欣賞，對照〈虬髯客傳〉中李

靖與楊素的互動： 

 

      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

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

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頁 266） 

 

    當時天下大亂，李靖文才武略俱佳，才有膽識對楊素「獻奇策」，而楊素也

接受了他的勸誡並收下他的意見書。正史中的楊素曾拍著他的坐榻對李靖說：

「卿終當坐此！」小說中的楊素本是無禮的蹲踞在坐榻上，聽了李靖的話之後

肅然起身，向他謝罪，同樣都表現出惜才愛才之心。小說中不直寫李靖的才

能，也並未詳述李靖所獻奇策的內容，但能讓目中無人的楊素放下身段並「大

悅」，正可以反襯出李靖所獻策略及其雄辯的口才必定非同凡響。 

    劉文靜亦是史書中的真實人物，〈虬髯客傳〉中他的姓名首次出現，是由於

虬髯客欲見李世民，詢問李靖能否設法讓他一見，李靖回答他：「靖之友劉文靜

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頁 269）李靖表示劉文靜與李世民很親近，

透過劉文靜居中介紹即可。據《新唐書‧劉文靜傳》所載： 

 

      高祖為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

「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帝、魏太祖之徒歟！殆天啓之

也。」（頁 3733） 

 

    《資治通鑑‧隋紀》上也有類似的記載： 

 

      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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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頁 5729） 

 

可知劉文靜初次見到李世民，便視為天縱之才。〈虬髯客傳〉中也提到劉文靜向

來認為李世民並非常人，之後聽李靖轉告說李世民是真命天子，更是喜不自

勝，證明自己眼光獨到： 

 

      「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

致使迎之。 

      招靖回：「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頁 269） 

 

    小說中劉文靜對李世民的尊崇與正史中毫無二致，至於劉文靜與李世民之

間的交情，可由以下的史書記載看出來： 

 

      太宗為人聰明英武……又與晉陽令劉文靜尤善，文靜坐李密事繫獄，太

宗夜就獄中見之，與圖大事。（《新唐書‧太宗本紀》頁 24） 

      文靜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顧它無可計者，私入視之。（《新唐書‧劉

文靜傳》頁 3733 至 3734） 

      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資治通鑑‧隋紀》頁

5729） 

 

    從以上三段史書的記載得知：李世民不顧身份，進入監牢探視被姻親牽連

入獄的劉文靜，並與之商議大計，可見兩人交情匪淺，就如小說中所描述的，

是親近的好友關係。 

    正史中的劉文靜思慮周詳縝密，是唐朝奪取天下功不可沒的軍師型人物，

然而在〈虬髯客傳〉中，劉文靜主要是以李世民好友的身份，為李世民與眾人

會面擔任穿針引線的工作，因此在小說中著墨不多。 

    唐太宗李世民在〈虬髯客傳〉中兩次出場，均無一句對白，只是以他的穿

著、神態、動作及旁人的反應來描繪其形象： 

 

      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

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頁 269） 

      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

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頁 270） 

 

    小說中強調李世民風采獨特，在尋常的裝扮下，擁有不凡的氣度，因此獨

具慧眼的虬髯客及擁有預知能力的道士，都一眼看出他是未來的真命天子。傳

奇小說不免誇大渲染，特別的是就連正史記載也為李世民蒙上一層天定神授的

神話色彩，如《舊唐書‧太宗本紀》提到他的出生：「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

午，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二龍戲於館門之外，三日而去。」（頁 21）關於他

的命名過程，也似一則傳奇：「高祖之臨岐州，太宗時年四歲，有書生自言善

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

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因采『濟世安民』之義，以為名

焉。」（頁 21） 

    小說中虬髯客及道士初見李世民，一說：「真天子也！」，一說：「此局全輸



矣！」頗能呼應以上這段《舊唐書》中的記載。不論正史或小說，行文之間均

將李世民神格化，強調順天受命的觀念。 

 

 

 

(二)隋唐時代的生活細節 

    以歷史為背景的小說不同於史書，正如小說的敘述方式不同於新聞報導，

小說若只是交代朝代、人物和事件，便缺乏閱讀的樂趣和真實感。《中國通俗小

說概論》中提到通俗小說若要想寫得成功，「情節可以虛構，細節則必須真實，

必須來自生活。」15可知若能在虛構的情節中融入真實的生活細節，既能增添趣

味、增加情節密度，也使得故事更加逼真，讓讀者更貼近小說中的世界。 

    〈虬髯客傳〉起首便點明時代：「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

京。」（頁 266）而從本篇的字裡行間，可以發現鑲嵌在其中的隋唐時代生活細

節。小說的首段提到司空楊素驕奢自大：「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床

而見。」（頁 266） 

    當時的「床」是指坐具而非臥具，《說文解字注》對於「床」的解釋是「安

身之几坐也」16，根據學者考據，漢唐之間尚無椅子之名，「床」代表的是低矮

的坐榻。而古人非常重視坐姿，當時尚未出現垂足而坐的姿勢，因此士大夫的

標準坐法是跪坐，「距」、「箕距」被認為是不禮貌的坐姿17。《史記‧高祖本紀》

記有「不宜踞見長者」（頁 473），楊素兩膝上聳、伸足向前的「踞床」坐姿，

在當時是藐視對方的侮辱行為。 

    紅拂女身為權臣楊素府中的家妓，也反映出當時的社會風氣。學者劉瑛曾

提到這種現象：「南北朝的時候，家妓特盛，隋煬帝由民間選美女，後宮佳麗無

數，因此朝中大臣，也都養了一批姬侍，像〈虬髯客傳〉中的紅拂妓。」18宋德

熹也在探討唐代妓女之文章中指出魏晉南北朝是家妓盛行的時代，隋唐之後，

此風更熾，從貴戚士大夫到騷人墨客、豪強富民，幾乎每家必蓄家妓，少則數

人，多則上百人19。另一傳奇名篇〈崑崙奴〉便描述到一品大臣宅中有「十院歌

姬」（頁 400），除了〈虬髯客傳〉與〈崑崙奴〉，唐傳奇中另有不少描寫家姬與

娼妓的故事，如〈李娃傳〉、〈霍小玉傳〉、〈柳氏傳〉等，可印證隋唐時期蓄

妓、狎妓之風的普遍。 

    在服飾方面，文本中描寫到紅拂女投奔李靖時的裝束：「乃紫衣戴帽人」

「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頁 266） 

    紅拂女脫去帽子之後，李靖才看清她的容貌，可見當時紅拂女所戴的帽子

有遮蔽面貌的作用。據《舊唐書‧輿服志》的記載：「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

                                                      
15 引自劉炳澤、王春桂，《中國通俗小說概論》，台北，漢威出版社，1998，p.149。 
16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2016 年三版，p.260。 
17 「跪坐是士大夫的標準坐法……但『踞』、『箕踞』以及『蹲』被認為是不禮貌的坐姿。」 

「對上古人而言，坐法是衡量身分、修養及心態的重要指標之一，而坐時把膝蓋提高，或把

腳伸向前去都被視為不禮貌的姿態。」見柯嘉豪，〈椅子與佛教流傳的關係〉，《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1998，p.729、p.734。 
18 引自劉瑛，《唐代傳奇研究續集‧家姬與娼妓》，台北，聯經出版社，2006，p.37。 
19 參照宋德熹，《唐史識小──社會與文化的探索》之〈美麗與哀愁──唐代妓女的生活與文

化〉，台北，稻鄉出版社，2009，p.181。 



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羃䍦。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

王公之家，亦同此製。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頁

1957）《新唐書‧車服志》也有記錄：「初，婦人施羃䍦以蔽身，永徽中，好用

帷帽，施裙及頸，坐檐以代乘車。」（頁 531） 

 

    由以上史料可知，隋末唐初之際風氣尚未大開，稍有地位的大戶人家婦女

外出，必須戴上垂下罩紗的帽子──「羃䍦」或「帷帽」來遮住臉20，以免被外

人看到，有失身份。紅拂女戴著帽子外出，正符合當時的風俗。 

    此外，〈虬髯客傳〉中的人物，第一次見面時通常會互問排行第幾，並以排

行來稱呼對方。如紅拂女初次見到李靖：「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

幾？住何處？』」（頁 266）及李靖在旅舍見到紅拂時：「問其姓，曰：『張。』

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頁 266）皆探詢對方的排行。在靈石旅舍初遇

虬髯客時也是如此：「問第幾，曰：『第三。』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

曰：『今夕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頁 268）就連虬髯

客的家僕，也以排行來稱呼主人及客人：「 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

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頁 270） 

    在唐代之傳奇文中，這種重視排行、以行第相稱的敘述俯拾皆是： 

 

      有韋使君者，名崟，第九。 

      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

任氏，第二十。(〈任氏傳〉頁 64) 

      某姓楊，第六，為東鄰妻。 

      有李十八郎，曾舍於我家。(〈李章武傳〉頁 84) 

      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霍小玉傳〉頁 114) 

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 

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霍小玉傳〉頁 115) 

      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謝小娥傳〉頁 140) 

 

    此外《唐詩三百首》中，也有許多以排行代替名字的例子，如：杜甫〈贈

衛八處士〉、孟浩然〈秋登蘭山寄張五〉及〈夏日南亭懷辛大〉、劉長卿〈餞別

王十一南遊〉及〈江州重別薛六柳八二員外〉、裴迪〈送崔九〉、白居易〈問劉

十九〉、王維〈送元二使安西〉、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高適〈人日寄

杜二拾遺〉……等。此類稱呼在唐代作品中大量出現，正足以顯示當時的稱謂

習慣，常以行第相稱，而不直呼其名。 

 

(三)濃厚的道教色彩 

    唐朝是歷史上道教發展的繁盛時期，起因是唐代的開國君主李淵在奪取政

權的過程中，大量利用道教為他製造輿論。隋末天下紛亂，各種符讖盛行，其

中以「老子度世，李氏當主」之類的符讖最廣為流傳，許多道徒紛紛投靠李

                                                      
20 戴欽祥、陸欽、李亞麟，《中國古代服飾‧唐代服飾》中介紹帷帽：「從隋唐墓室壁畫、敦煌

壁畫人物形象上看，它是一種高頂寬檐、檐下垂一絲綢(垂直至頸)的帽子。」，台北，台灣商

務印書館，1995，p.61。 



淵，為他的登臺搖旗吶喊，神化其統治。之後由於統治者的崇奉與扶植，唐代

道教位居儒、佛之上而為三教之首，出現大量道教宮觀、信徒、道士及道教學

者21。〈虬髯客傳〉的作者杜光庭，便是晚唐五代有名的道士和道教學者22，雖然

劉開榮、葉慶炳兩位學者都認為〈虬髯客傳〉的作者不詳，並非杜光庭所作23，

但〈虬髯客傳〉的內容是由杜光庭的〈虬鬚客傳〉增添潤飾而來，原始故事是

由杜光庭所創，因此這篇傳奇小說的文字和情節裡，充滿濃厚的道教色彩。 

    〈虬髯客傳〉中，有許多受道教思想左右的敘述： 

 

      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頁 269） 

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哉！救無路矣！復

奚言！」（頁 270） 

 

面相學屬於道教五術之一，以上提到觀人面相的說法及道士的預言能力，皆是

受道教觀念影響，而文本中受道教理念支配最為明顯的，便是「真命天子」之

說： 

 

      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 

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頁 269） 

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 

起陸之貴，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贈，

以佐真主。 

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冀。（頁 271） 

 

    傳中一再強調「真人」、「真天子」、「真英主」、「真主」，專研道教的學者李

豐楙指出：所有使用的「真」字，實均源於「真君」的真。真為道家哲學、道

教思想中的關鍵字，原始於僊真的神仙意義，衍變成真君時，又在宗教意義之

外，賦予一層政治色彩。此處的「真」字不是普通的「真正」之意，而另有一

層呪術性權威感，其意源於天命神授說24。「真人」與「天數」，向來是道教的常

用語，〈虬髯客傳〉一文的主題意識──天命說，實與道教思想密不可分。 

 

三、〈虬髯客傳〉中的虛構部分 

(一)不合史實的人物關係 

    〈虬髯客傳〉刻劃虬髯客的俠義行徑，其中穿插了某些著名的史傳人物，

頗為人所樂道，但文本中卻有不少情節與史實牴觸。如小說的開頭敘述：「隋煬

                                                      
21 參考劉精誠，《中國道教史‧隋唐道教的興盛》，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p.169–p.170。 
22 參考金正耀，《中國的道教‧唐末五代的道教》，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p.92。 
23 見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二版，p.134。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台北，學生書局，1997，p.476。 
24 李豐楙，《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第六章〈唐人創業小說與道教圖識傳說〉：「真君、真

主、真英主、真天子等名詞，充分表現出道教真君思想中宗教性落實於政治現實的一種轉

化，後世習用的“真命天子”也即是道教圖讖傳統下的使用法。」，台北，學生書局，

1986，p.316、p.332。 



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頁 266） 

    這兩句便全然與史實不合。楊素一生未曾官拜司空，而是司徒25。而隋煬帝

曾經三遊江都，根據文本中提到當時社會動亂，李世民又是太原州將之子的時

間點來推測，此時應是大業十二年，隋煬帝第三次遊幸江都之時。據汪辟疆指

出，煬帝大業十二年，李淵留守太原，當時盜賊遍海內，煬帝在江都，而楊素

已卒於大業二年，相距已十一年26，因此楊素留守西京之事，全無可能。正因當

時楊素已死去多年，李靖不可能與之在西京長安碰面，下文李靖求見獻策的情

節也可知是完全虛構的。 

    其次，文本中李靖與李世民的年齡差距也明顯與史實不符。李靖在小說中

被塑造為風度翩翩、胸懷大志的公子形象，李世民則是二十歲的青年：「『亦聞

太原有異人乎？』……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為？』曰：

『州將之子。』」（頁 268 至 269） 

    如前所述，李世民之父李淵留守太原時是大業十二年（西元六一六年），李

世民生於西元五九八年，當時約十八九歲27，李靖生於西元五七一年，和李世民

相差二十七歲，已是四十五六歲的中年人，和文本中的形象不合。作者刻意縮

減李靖的年齡，以配合情節發展的需求。（例如必須與紅拂女的年齡匹配，且為

未婚身份，私奔之事方不顯得突兀。） 

    除此之外，南宋洪邁的唐宋史料筆記《容齋隨筆》中指出：「史載唐公擊突

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後高祖定京師，將斬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

之事。」28 

    李靖原是隋朝臣子，察知李淵想叛變，打算向煬帝告密，在長安被唐軍俘

虜，差點被李淵所殺。汪辟疆也認為李靖在李淵未定京師之前，似無與李世民

往來之理29，〈虬髯客傳〉中的李靖與李世民在隋末煬帝時便已碰面往來，這也

是與史實不合之處。 

    小說中的李靖透過劉文靜讓虬髯客見李世民，最後虬髯客給了李靖一大筆

財富，要他幫助李世民爭天下。故事中並非依照歷史事件設定李靖與李世民的

關係，因為多了虬髯客這個虛構人物，連李靖和李世民的關係也作了改變。 

 

(二)戲劇化的情節安排 

    李靖、紅拂女及虬髯客，是本篇小說的主要人物，後世習稱為「風塵三

俠」30。這三個人相遇之後交互影響，故事自始至終圍繞著他們的對話、活動推

演進行。紅拂女及虬髯客為虛構人物，和他們相關的事件自然是想像捏造的，

而三俠中唯一有史可考的李靖，以及小說中安插的幾個活躍於隋末唐初的歷史

人物，作者也並未觸及史上記載的真實事件，小說中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全

出於作者的杜撰，也就是說作者只是運用這一段歷史背景來安排人物、創造故

                                                      
25 見蔡守湘，《唐人小說選注》：「（楊素）煬帝大業元年進為尚書令，二年拜司徒，封楚國公，

這年七月卒，未曾官司空。」，台北，里仁書局，2002，p.898。 
26 汪辟疆編纂，《唐人傳奇小說》，台北，世界書局，2014 年 11 版，p.275。 
27 楊昌年，《唐傳奇名篇析評‧虬髯客傳》，台北，里仁書局，2003，p.158。 
28 南宋洪邁，《容齋隨筆‧王珪李靖條》，台北，九角文化，2007。 
29 汪辟疆編纂，《唐人傳奇小說》，台北，世界書局，2014 年 11 版，p.275。 
30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唐之傳奇文(下)》：「杜光庭之〈虬髯客傳〉流傳乃獨廣，……後世樂

此故事，謂之三俠。」，台北，風雲時代，2010，p.107。 



事，其中情節幾乎全屬虛構。 

    故事的主線非常清晰，從李靖向楊素獻策、紅拂女夜奔李靖、行次靈石旅

舍、遇虬髯客、見李世民，到最後虬髯客遠走海外、李靖助李世民完成大業。

作者在其中安排了許多充滿戲劇張力的情節，如陌生男女的私奔逃亡、旅舍中

巧遇似正似邪的奇人、李靖和虬髯客一開始的劍拔弩張到意氣相投、相隔十年

的復仇、酒樓中各懷心事的對弈、具神秘氣息的道士預言、隱密豪宅的盛宴

等，其中又以酒樓下棋的場面最富有寓言色彩，這裡沒有真實的將帥兵馬、作

戰武器，只有一盤棋子，對虬髯客而言，卻是最關鍵性的一場戰役，道士以

「此局全輸」來暗喻局勢，虬髯客從此徹底放棄了逐鹿中原的野心，這段情節

充滿濃厚的以小喻大的色彩，作者刻意安排的許多戲劇化情節，也引發讀者不

少的想像。 

 

(三)扶餘國的地理位置 

    文本中虬髯客在離去前對李靖及紅拂女說：「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

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頁 271）貞觀十年，

南蠻派遣使臣入奏：「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

矣。」（頁 271） 

    小說中虬髯客在東南方的海外殺了扶餘國之主自立，唐朝時確有「扶餘」

這個地名，但從中國古今地名辭典31及各家學者考據32，均顯示扶餘位於東北方

而不在東南方。作者可能是誤寫，也或許是刻意製造的錯誤，因扶餘這個地名

雖是真實的，但故事是虛構的，位於東北方的扶餘，在歷史上未曾發生過來自

海外的人殺其主自立的事，作者可能只是借用此地名，因此必須更改其相對位

置。 

    另有一派說法，認為「扶餘國」是「扶南國」之誤33，扶南國位於南海，符

合小說中的地理位置。不論何種說法，虬髯客既是虛構人物而非史傳人物，與

他相關的情節盡可自由創造想像，扶餘國的真實位置在何方，對全文並無影

響。 

 

四、虛實交錯的寫作技巧 

                                                      
31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扶餘府，唐時渤海置，故城在今吉林農安縣。」，台北，台灣商

務印書館，1982 年台六版，p.388。 

  《中國地名大辭典》：「扶餘，在吉林雙城縣西二百六十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

台初版，p.23。 
32 劉瑛，《唐代傳奇研究》：「扶餘城在我國東北，不是東南。」，台北，聯經出版社，1994，

p.380。 

  楊昌年，《唐傳奇名篇析評》引《小說考證》卷三：「……高麗國中有扶餘城。」，台北，里仁

書局，2003，p.158。 

  王度，《唐人小說》：「扶餘位中國之東北，更不得云東南。」，台北，文國書局，1984，

p.180。 
33 蔡守湘，《唐人小說選注》：「扶餘國：疑為扶南國之誤，扶南國在南海大彎中，即暹邏國

（今泰國）。」，台北，里仁書局，2002，p.908。 

  《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台北，鼎文書

局，1977，p.787。 



(一)真實人物的虛構轉換 

    正史如新舊唐書中的史傳人物，多偏向重點式的平面敘述，我們只能從中

對其人的生平事蹟取得概略的印象，而〈虬髯客傳〉對真實人物添加了藝術手

法的處理，將原本扁平的歷史人物盡量鮮明化，並以獨特的方式出場，這也是

小說中的歷史人物往往比史傳中記載的人物生動有致的原因。 

    例如小說中描寫到楊素驕貴的性格，除了「奢貴自奉，禮異人臣」（頁

266）的直敘之外，還加上具體的動作及畫面：「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

不踞床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頁 266）用蹲踞而坐的姿勢及豪華

的排場，將一個權相驕矜豪奢的形象生動的呈現出來。 

    又如李世民的出場方式，是採用「虛出」的手法，在他尚未亮相時，虬髯

客先從李靖口中得知李世民，且在此之前，也曾從他人口中聽說過有關李世民

的傳聞。這種手法，常為後人所沿用，在傳統通俗小說中，這是所謂「先聲奪

人法」34，人物尚未出場，他的名聲事先讓讀者知道，如《三國演義》中的諸葛

亮在正式亮相之前，劉備（及讀者）已從多人口中得知諸葛亮。此種手法除了

先讓讀者熟悉此人物之外，也可引起好奇，製造懸念，並突顯角色的重要性。 

    此外李世民兩次出場，有關他的穿著、神采、氣度的描寫，都不是主觀敘

述，而是透過在場人物的眼中看出的。而虬髯客看到李世民時「見之心死」，放

棄稱雄的野心，道士則是「一見慘然」，勸虬髯客遠走他方，作者運用側寫，以

兩個不尋常人物的反應，烘托出李世民的風采。可見〈虬髯客傳〉對於歷史人

物的表現手法和史傳的人物寫法不同，不作靜止的肖像描寫，而是從別人的口

中說出、眼中看出人物。另外作者也將李靖的年齡做了調整，使他和李世民的

年齡差距縮小，以達到故事的合理性。 

    由上可知〈虬髯客傳〉中雖出現了不少歷史人物，但和正史記載的歷史人

物是有一段距離的，小說經過作者修改、調整、誇大、化靜為動等藝術手法的

處理，使得真實人物中含有不少想像編造的成分，因此可謂「真中有假」。 

 

(二)虛構人物的形象塑造 

    紅拂女和虬髯客雖為虛構的角色，但是二人的身份及性格，卻是以真實的

時代背景為基礎發展而來，作者並非毫無根據的憑空想像。 

    自南北朝起家妓盛行，紅拂女便是以隋末唐初士族家妓的身份及形象為雛

形，卻是同中有異。宋德熹〈唐代妓女的生活與文化〉中提到：「家妓並非婢、

妾，其地位介於兩者之間，所以可以視同畜產買賣。家妓如果遭逢主人貧病之

際，往往會被轉售脫手。」「妓女無論才色如何，只能嫁人作妾，否則必為社會

所輕視。」35可知家妓的身份低微，地位卑賤，紅拂女卻大膽逃離公卿豪門的羈

束投奔李靖，又以過人的判斷力，機智的化解衝突於無形，完全顛覆了文學作

品中妓女的悲劇形象，對照〈霍小玉傳〉中悽楚哀怨的霍小玉，紅拂女的行事

風格，和典型的妓女角色大不相同。 

    紅拂女自主性極強的形象塑造，可看出唐代婦女形象與地位的轉變。傳統

漢族宗法社會中，婦女的地位是很卑微的，隋唐皇室來自胡化很深的北朝集

                                                      
34 引自劉炳澤、王春桂，《中國通俗小說概論》，台北，漢威出版社，1998，p.158。 
35 出自宋德熹，《唐史識小》，台北，稻鄉出版社，2009，p.195。 



團，對漢族的世族禮法並不在乎
36
。少了禮教束縛，女性較前朝自由，地位逐漸

提高，武則天之後，女子的地位更是大大改變，她們可和男子一同郊遊、騎馬

射箭、博戲，皆無禁妨37，女扮男裝甚至成為一種社會風尚38。唐代婦女地位之

高，在封建社會中極為罕見，最明顯的表現在婚姻方面，唐代對離婚、再嫁不

以為非，據《新唐書‧諸帝公主傳》所載，唐代公主再嫁者二十六人，三嫁者

三人39。朝廷尚且如此，民間拘束必定更少，這說明了唐代社會貞節觀念淡漠，

對女子的要求較為寬鬆，因此在擇偶方面擁有較多的自主權40，也有更多追求情

感的自由。紅拂女敢於向傳統反抗，主動投向李靖，並掌控全局，最終扭轉身

為家妓的悲慘命運，她的行動，正彰顯了唐代婦女地位的提升。 

    另一虛構人物虬髯客，他「赤髯如虬」的形象，和史上唐太宗李世民的外

表相似度極高，許多書記載唐太宗是虬髯，如北宋錢易《南部新書》：「太宗文

皇帝，虬鬚上可掛一弓。」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亦謂「太宗虬鬚，常戲張

弓掛矢。」杜工部〈贈汝陽郡王璡〉詩云：「虬鬚似太宗。」41虬髯客的外貌，

很明顯是以唐太宗為藍本所設定的。而在〈虬髯客傳〉中，對於李世民的外表

反而缺乏具體的描述，只偏重在他所散發出來的氣質，因此不會產生虬髯客及

李世民長相雷同、令人混淆的問題。以李世民的虬髯形象寫虬髯客，並非要把

虬髯客勾勒成唐太宗，而是藉此主要人物，來烘托李世民真命天子的重要地

位。 

    虬髯客的性格，塑造為嫉惡如仇、來去如風、行蹤奇異、豪放不羈的豪

俠，也同時反映了當時俠客風氣的盛行及社會亂象。隋末大亂，亂世之中總會

出現一些特異的人物，企圖在失序混亂的社會中立足，游俠便是其中之一42。唐

初的開國功臣，也多半與俠義有關，《舊唐書‧劉文靜傳》記載劉文靜被囚，唐

太宗前去探視，劉文靜曰：「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

其豪傑，一夕嘯集，可得十萬人。」（頁 2290） 

    此段記載便是例證，且〈虬髯客傳〉完成的年代約在唐末五代，正是藩鎮

林立、社會混亂的時代。當天下大亂，民不聊生之際，人們總是希望出現奇人

異士和英雄豪傑出來主持公道、拯救蒼生，這也是豪俠小說盛行背後的原因。 

    由上可知〈虬髯客傳〉中的虛構人物雖是作者創造想像的，其身份與性格

卻建立在真實的歷史環境中，與整個時代背景、社會風氣息息相關，因此可謂

「假中有真」。 

 

(三)真實人物與虛構人物的相互作用 

                                                      
36 參照劉瑛，《唐代傳奇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94，p.33。 
37 嚴耕望，〈唐代文化約論〉，收入國立編譯館主編，《唐代研究論集》第一輯，台北，新文

豐，1992，p.22。 
38 參照榮新江，《隋唐長安》，香港，三聯書店，2009，p.38。 
39 見王壽南，〈唐代公主之婚姻〉之圖表，《唐代研究論集》第一輯，台北，新文豐出版，

1992，p.177–p.238 
40 「開元天寶遺事選婚窗條：李林甫有女六人，……每有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窗中自

選可意者事之。」見李樹桐，《唐史研究》，台北，台灣中華書局，2015 年再版，p.70。 
41 參照汪辟疆，《唐人傳奇小說》，台北，世界書局，2014 年 11 版，p.275。 

   楊昌年《唐傳奇名篇析評》，台北，里仁書局，2003，p.151。 
42 參考龔鵬程，《大俠‧唐代的俠與劍俠》：「隋末大亂，本多游俠，唐初起事時，也多藉遊俠

之力。」，台北，錦冠出版社，1987，p.120。 



    〈虬髯客傳〉中的真實人物包括楊素、李靖、李世民及劉文靜，虛構人物

主要為虬髯客與紅拂女。故事主軸以「風塵三俠」的相遇及互動為主，在這三

人之中，作者細寫了紅拂女及虬髯客的相貌、服裝、表情、動作、語言，尤其

對虬髯客更是重筆描寫，還以蹇驢、革囊、匕首、人頭等來強化氣氛，突顯其

形象，相較之下，對李靖這位唐朝第一名將的描繪便相對簡略，除了一開始對

楊素勇於直諫顯露出其英雄的尊嚴和膽識之外，其餘皆是跟隨紅拂女和虬髯客

的意志而行動，和史上記載的李靖形象強弱相差甚大。李靖是小說裡真實人物

中最主要的角色，卻遠不及紅拂女和虬髯客的形象鮮明，至於其餘的歷史人物

角色，所佔份量更不及李靖，小說的主要「戲份」明顯集中在虛構人物身上，

對歷史人物著墨不多，真實人物反而是用來襯托虛構人物的，其中如楊素、劉

文靜甚至只有道具功能，在完成任務之後，便退出小說舞台，不再出場。後世

根據〈虬髯客傳〉改編的作品，也多以虬髯客或紅拂女兩個虛構人物為主角，

真實人物李靖則居於陪襯地位。 

    這些真實人物在小說中位居次要角色，看似不重要，卻是不可或缺的，除

了可使整篇小說的人物搭配有主有從、層次分明之外，尚有其他作用。這篇小

說完成於唐末，對當時的人來說，楊素、李靖、劉文靜、李世民等隋末唐初的

人物相距不遠，是生活中所熟知的真實人物，對後世及今日的讀者而言，李

靖、李世民也是耳熟能詳的人物，在閱讀小說之前，讀者從民間傳說、野史、

戲劇中已有了初步認識，對這些人物的所處背景，基本性格已預先在腦海中打

底，不需作者費力經營，便可幫助讀者輕易進入角色及小說中的世界，因此在

虛擬的小說中安排真實人物，對作者想要達到的真實性效果有很大的加強作

用。其次的功能，便是平衡作用。紅拂女和只見過一次面的陌生人私奔逃亡，

貿然和外貌奇特、行為乖張、來歷不明的虬髯客結拜為兄妹，虬髯客盯著陌生

女子梳頭、取人首級、吃人心肝、殺扶餘國之主自立為王，都是異於常人的行

為。傳奇雖以描寫奇人異事為主，但若全篇都是言行奇特的人物，反而產生虛

假荒誕的距離感，有了接近平凡人的歷史人物穿插其中，可適度平衡傳奇人物

的誇張行為，增加小說的現實感。 

 

五、結語 

    在唐傳奇作品中，〈虬髯客傳〉向來以出色的角色塑造著稱，這篇小說的人

物逼真，情節生動，葉慶炳教授在〈虬髯客傳的寫作技巧〉一文中提到：就寫

作技巧而論，唐人傳奇中似乎沒有一篇能夠凌駕其上。他將全篇小說分為五個

段落，對每一段的布局、手法進行詳細的分析，他指出〈虬髯客傳〉故事的進

展層層推進，無懈可擊，且對虬髯客這名豪俠人物的刻畫，也取得最大的成

功。這篇小說儘管含有政治宣傳的作用（告誡亂臣賊子勿作非分之想），仍無損

於其藝術技巧的完整。43 

    〈虬髯客傳〉因擁有完整的故事架構、鮮明特出的人物及曲折多變的情

節，具備了一切適合改編的條件，因此衍生出許多豐富的作品。除了布局、人

物、情節的營造手法高明之外，深入分析其技巧，發現另有獨到之處：小說中

置入了許多歷史元素，卻不被歷史所限制，主角人物純屬虛構，卻能寫假成

                                                      
43 見葉慶炳，〈虬髯客傳的寫作技巧〉，收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小說之部(二)》，高

雄，巨流圖書，2012，p.167–p.179。 



真，栩栩如生。作者安插了「真」的歷史背景、史傳人物、生活細節、社會制

度等增加了可信度及故事厚度，使讀者更貼近虛擬的小說世界，也運用了

「假」的傳奇人物、誇張情節、戲劇效果來加強作品的張力。整篇小說真中有

假，假中有真，且「真」並非完全寫實，而是經過修改調整，「假」也並不是完

全虛構，而是根據現實來發揮想像，全文在真假虛實之間穿梭並找到平衡點，

達成小說的藝術效果。因此這篇作品不斷為後世小說戲劇所取材，千餘年後的

今日，風塵三俠的故事依然傳誦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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