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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例

東越胡應麟在明代，博涉四部，嘗云：「凡變異之談，

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

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

可，若《東陽夜怪》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

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

者，而文彩無足觀。」其言蓋幾是也。饜於詩賦，旁求新

途，藻思橫流，小說斯燦。而後賢秉正，視同土沙，僅賴

《太平廣記》等之所包容，得存什一。顧復緣賈人貿利，撮

拾雕鐫，如《說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說》，

如《龍威秘書》，如《唐人說薈》，如《藝苑捃華》，為欲

總目爛然，見者眩惑，往往妄製篇目，改題撰人，晉唐稗

傳，黥劓幾盡。夫蟻子惜鼻，固猶香象，嫫母護面，詎遜

毛嬙，則彼雖小說，夙稱卑卑不足廁九流之列者乎？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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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削足，仍亦駭心之厄也。昔嘗病之，發意匡正。先輯自

漢至隋小說，為《鈎沉》五部訖；漸復錄唐宋傳奇之作，

將欲匯為一編，較之通行本子，稍足憑信。而屢更顛沛，

不遑理董，委諸行篋，分飽蟫蠹而已。今夏失業，幽居南

中，偶見鄭振鐸君所編《中國短篇小說集》，掃蕩煙埃，斥

偽返本，積年堙鬱，一旦霍然。惜《夜怪錄》尚題王洙，

《靈應傳》未刪於逖，蓋於故舊，猶存眷戀。繼復讀大興徐

松《登科記考》，積微成昭，鉤稽淵密，而於李徵及第，

乃引李景亮《人虎傳》作證。此明人妄署，非景亮文。彌

歎雖短書俚說，一遭篡亂，固貽害於談文，亦飛災於考史

也。頓憶舊稿，發篋諦觀，黯澹有加，渝敝則未。乃略依

時代次第，循覽一周。諒哉，王度《古鏡》，猶有六朝志

怪餘風，而大增華豔。千里《楊娼》，柳珵《上清》，遂

極庳弱，與詩運同。宋好勸懲，摭實而泥，飛動之致，眇

不可期，傳奇命脈，至斯以絕。惟自大曆以至大中中，作

者雲蒸，鬱術文苑，沈既濟、許堯佐擢秀於前，蔣防、元

稹振采於後，而李公佐、白行簡、陳鴻、沈亞之輩，則其

卓異也。特《夜怪》一錄，顯託空無，逮今允成陳言，在

唐實猶新意，胡君顧貶之至此，竊未能同耳。自審所錄，

雖無秘文，而曩曾用心，仍自珍惜。復念近數年中，能懇

懇顧及唐宋傳奇者，當不多有。持此涓滴，注彼說淵，獻



005序  例

我同流，比之芹子，或亦將稍減其考索之勞，而得翫繹之

樂耶。於是杜門攤書，重加勘定，匝月始就，凡八卷，可

校印。結願知幸，方欣已欷，顧舊鄉而不行，弄飛光於有

盡，嗟夫，此亦豈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猶有雜

例，並綴左方：

一、本集所取資者，為明刊本《文苑英華》；清黃晟刊

本《太平廣記》，校以明許自昌刻本；涵芬樓影印宋本《資

治通鑑考異》；董康刻士禮居本《青瑣高議》，校以明張夢

錫刊本及舊鈔本；明翻宋本《百川學海》；明鈔本原本《說

郛》；明顧元慶刊本《文房小說》；清胡珽排印本《琳琅秘

室叢書》等。

二、本集所取，專在單篇。若一書中之一篇，則雖事

極煊赫，或本書已亡，亦不收採。如袁郊《甘澤謠》之《紅

線》，李復言《續玄怪錄》之《杜子春》，裴鉶《傳奇》之

《崑崙奴》、《聶隱娘》等是也。皇甫枚《飛煙傳》，雖亦是

《三水小牘》逸文，然《太平廣記》引則不云出於何書，似

曾單行，故仍入錄。

三、本集所取，唐文從寬，宋製則頗加抉擇。凡明清

人所輯叢刊，有妄作者，輒加審正，黜其偽欺；非敢刊落，

以求信也。日本有《遊仙窟》，為唐張文成作，本當置《白

猿傳》之次，以章矛塵君方圖版行，故不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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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集所取文章，有複見於不同之書，或不同之

本，得以互校者，則互校之。字句有異，惟從其是。亦不

歷舉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紛煩。倘讀者更欲詳知，則卷末

具記某篇出於何書何卷，自可覆檢原書，得其究竟。

五、向來涉獵雜書，遇有關於唐宋傳奇，足資參證

者，時亦寫取，以備遺忘。比因奔馳，頗復散失。客中又

不易得書，殊無可作。今但會集叢殘，稍益以近來所見，

併為一卷，綴之末簡，聊存舊聞。

六、唐人傳奇，大為金元以來曲家所取資，耳目所

及，亦舉一二。弟於詞曲之事，素未用心，轉販故書，諒

多譌略，精研博考，以俟專家。

七、本集篇卷無多，而成就頗亦匪易。先經許廣平君

為之選錄，最多者《太平廣記》中文。惟所據僅黃晟本，

甚慮譌誤，去年由魏建功君校以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長

洲許自昌刊本，乃始釋然，逮今綴緝雜札，擬置卷末，而

舊稿潦草，復多沮疑，蔣徑三君為致書籍十餘種，俾得檢

尋，遂以就緒。至陶元慶君所作書衣，則已貽我於年餘之

前者矣。廣賴眾力，才成此編，謹藉空言，普銘高誼云爾。

中華民國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魯迅校畢題記。時大夜

彌天，璧月澄照，饕蚊遙歎，余在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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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蔡義江

唐代是我國小說發展史上極重要的時代，要說我國

的小說是從唐代開始的，這也沒有甚麼不對，因為在唐以

前，小說還處於雛型階段，如六朝志怪小說，嚴格地說還

算不上小說。只有到了唐代，才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小說，

那就是傳奇。因其事屬奇聞，或情節離奇，或傳神奇怪異

之說，故名，其實就是唐宋文言短篇小說。傳奇之稱是稍

後才有的，它起於晚唐人裴鉶的文言短篇小說集《傳奇》

（其書已佚），與後來戲曲中特別是明清時代以唱南曲為主

的戲曲形式也稱傳奇是兩碼事。

作為文學作品的小說，從情節敘述到細節描寫，都應

該是有意識地運用想像和虛構，也必然有文采藻飾的鋪陳

和渲染，唐人傳奇之有別於六朝志怪，而成為名副其實的

小說，主要就在於這一點。魯迅在他校錄的《唐宋傳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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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例》的開頭，就引明代胡應麟的話說：

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

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宋人所

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采無足觀。

「傳錄舛訛」往往出於人們頭腦中神鬼怪異的迷信觀

念，而「作意好奇」或故「設幻語」，則是自覺地在運用文

學創作手段。因而在表現上也就有精粗之分。唐傳奇「敘

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講之跡甚

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中國小說史

略》）。此外，傳奇的題材也比志怪大大擴展了，增加了

許多社會內容。歷史的、政治的、官場的、市井的、家庭

的、愛情婚姻和婦女的……形形色色，豐富多采。人物塑

造、情節構思、語言文字等等藝術技巧，也取得了突出的

成就。同時也形成了傳奇文體自己的特色，即不少作品往

往文中有詩，韻散夾雜；以記敘為主，又兼有議論，也就

是通常所謂的「文備眾體」，對後來的小說也有很大的影

響。總之，傳奇的產生，使小說成了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

傳奇的發展，大體有幾個階段：初盛唐是志怪到傳奇

的過渡階段，所存作品甚少，僅王度《古鏡記》、無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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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江總白猿傳》和張文成《遊仙窟》三篇，內容多荒誕

怪異。中唐是傳奇最繁榮的黃金時期，作品數量多、質量

高，現實性與社會意義也大大加強，諸如《枕中記》《柳毅

傳》《霍小玉傳》《南柯太守傳》《李娃傳》《長恨傳》《鶯鶯傳》

等名篇佳作，都產生於這一時期。晚唐時，傳奇則趨向低

落，數量雖仍不少，質量卻大不如前；唯此時多傳奇之專

集，如牛僧孺《玄怪錄》、李復言《續玄怪錄》、牛肅《紀

聞》、裴鉶《傳奇》、皇甫枚《三水小牘》等皆是。至宋代，

已是餘緒，文多迂腐拘板，無可稱道。魯迅在《序例》中

有一段話，概括得十分精切，他說：

王度《古鏡》，猶有六朝志怪餘風，而大增華豔。千里

《楊娼》、柳珵《上清》，遂極庳弱，與詩運同。宋好勸懲，

摭實而泥，飛動之致，眇不可期，傳奇命脈，至斯以絕。

惟自大曆以至大中中，作者雲蒸，鬱術文苑，沈既濟、許堯

佐擢秀於前，蔣防、元稹振采於後，而李公佐、白行簡、陳

鴻、沈亞之輩，則其卓異也。

此可謂定論。

《唐宋傳奇集》自魯迅校錄完畢之日起，迄今已有三分

之二世紀，但它仍然是一部在一般閱讀和專業研究上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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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價值的書。用白話翻譯出來，以方便讀者，讓它成為

普及讀物，使更多的人能觀瞻我國唐宋時期優秀的古典短

篇小說的丰采，確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

《唐宋傳奇集》與後來的各種同類選本比，是有其特色

的，大略有以下數端：

一、只收單篇作品。如其《序例》所說：「本集所取，

專在單篇。若一書中之一篇，則雖事極煊赫，或本書已

亡，亦不收採。如袁郊《甘澤謠》之《紅線》，李復言《續

玄怪錄》之《杜子春》，裴鉶《傳奇》之《崑崙奴》、《聶隱娘》

等是也。皇甫枚《飛煙傳》，雖亦是《三水小牘》逸文，然

《太平廣記》引則不云出於何書，似曾單行，故仍入錄。」

二、重唐輕宋，黜偽求信。《序例》說：「本集所取，

唐文從寬，宋製則頗加抉擇。凡明清人所輯叢刊，有妄作

者，輒加審正，黜其偽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

《遊仙窟》，為唐張文成作，本當置《白猿傳》之次，以章

矛塵君方圖版行，故不編入。」

三、擇體較寬，足廣視野。所錄之作，有的為當今小

說選本所不取，如李吉甫《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即

是。或以為既稱「論」，當入文集，非傳奇小說者流，魯迅

則不泥於此，但重其實質。至如後三卷之《隋遺錄》《煬帝

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及太真、飛燕、梅妃、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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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外傳、別傳，又以其體近史傳，亦多不選。本集則不拘

一格而收之，以補正史之闕，足廣讀者見聞，亦見當時傳

奇之風浸淫之廣。

四、用心校勘，將可資參證的材料寫入附記。本集經

許廣平相助選定後，魯迅曾搜集多種善本互校，遇「字句

有異，惟從其是」，並於書末出「校記」，注明某篇出於

何書何卷，列某句某字在諸本中之異文。所取文字雖偶有

一二處可商，後來學者亦有撰文補正者，然其用心之勤，

功力之深，遠非根基淺薄之輩可及。又魯迅於卷末附《稗

邊小綴》，是他平素「涉獵雜書，遇有關於唐宋傳奇足資參

證者」，隨手寫取積累而成的；唐人傳奇被金元以後的曲

家、通俗小說家所取資的特多，凡耳目所及，也都略舉以

備考。這些都有參考價值。總之，徵集舊聞，廣賴眾力，

成書不易，故魯迅頗自珍惜。

將文言翻譯成白話，難處在保存原作文字的風格和微

妙之處。這和將外文翻譯成中文的情況完全一樣，文字愈

精妙的就愈難譯，要不損傷原作的妙處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讀到魯迅《序例》最後幾句話「時大夜彌天，璧月澄照，

饕蚊遙歎，余在廣州」時，就想到，恐怕沒有一個人能有

本領將這十三個字譯得跟原作一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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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文備眾體」，雜有詩賦詞曲的作品不少。有的

僅兩句、四句，有的一篇之中有好幾首，最長的有像《長

恨歌》之類的長詩。倘若不翻譯，工作似乎只做了一半；

要譯出來，困難自然要超過譯散文，因為至少總要譯得像

詩詞的樣子。經過實踐，我們感到比較可行的辦法是根據

實際情況進行，不強求劃一。詩，一般都翻譯，並大體押

韻，以免過於散文化；但遇有個別極淺顯易懂、與白話沒

有多大區別的詩或民謠，就不一定再添幾個字，硬是畫蛇

添足地改變它的原樣。因為我們不是為翻譯而翻譯。好比

說，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一首，除了可將「舉

頭」改成「抬頭」外，還能怎麼個譯法？還有甚麼譯的必

要！所以偶而碰到這類情況，我們也有保持原詩原句或只

改其一二字的。

文中也有寫對對子的，這與律詩中的對仗還不一樣。

律詩中的對仗，翻譯成白話，能對固然好，不能對的，不

對也不要緊，因為文中反正只說做詩；對對子則不同，若

譯出來不成對子，算個甚麼呢？而且對對子完全看你用字

造句的技巧，所以不能譯也不必譯。若句子中有不太好懂

的地方，我們只加括號解釋。

詞曲的語言多數比較淺顯，偶有幾處太文、不夠暢明

的，我們採用「半譯」的方法來解決。也就是說，只改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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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增加幾個字，有時一句分作兩句，使之既易於理解，又

能保持長短句搭配的自然音節，仍像一首詞曲的樣子。想

必讀者不會誤認為某詞牌、曲牌的字數句數，就是經我們

改動過的格式。這是嘗試，是否妥當，得失如何，只好請

讀者來評定了。

原書正文中有些加括號的注文，我們這次翻譯時，多

數還是保留了；也視情況有所增刪。增加最多的是《東陽夜

怪錄》，因為該篇所述，是諸多動物化為精怪，彼此高談闊

論、吟詠詩作的故事，引用古籍中有關動物的典故和雙關語

特多。這使我們在翻譯時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因為只有把難

懂的古語換成通俗的今語才算譯，然而改換語詞又會同時失

去其諧音、雙關的妙處，典故用在詩中而兼有這些作用的地

方更是如此。所以要解決這一矛盾，在用語上便頗費斟酌。

在這方面，我們確是花了不少氣力。實在難以兩全的，就只

好藉助於注文來彌補了，想必讀者是能夠諒解的。

傳奇既是小說，寫到某些歷史人物、事件，雖可能

也有某些事實或傳聞的依據，未必盡屬虛構，但核之於史

實，則又常常有年代先後或地名人名的謬誤。如《隋煬帝

海山記》稱「煬帝生於仁壽二年」，仁壽二年為公元 602

年，其時煬帝已34歲，兩年後便殺文帝即位。又稱「帝名

勇」，煬帝名廣，這些地方錯誤太明顯，若不指出，怕貽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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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知識不太多的讀者，我們加了極少量的注說明之，或

同時作了校改，但一般的錯誤，都不注不改。因為畢竟是

小說。又如《隋遺錄》記虞世南作《應詔嘲司花女》詩，

後人不加審辨，在編纂《全唐詩》時，也將此詩收錄於虞

世南名下。其實，隋代還根本沒有七言絕句，更不必說完

全合律的七絕了，它只不過是晚唐小說家自己的創作。煬

帝的《雙調望江南》詞八闋也是如此。又，有些作品如《周

秦行紀》、《隋遺錄》等的作者，多係當時人及後人偽託，

魯迅先生在《稗邊小綴》中已有考證。諸如此類，我們也

不特別加以考證，因為從學術角度研究傳奇不是我們譯書

的任務。我們只希望讀者在閱讀時，不要把傳奇小說中所

述種種，當作一般史料來看待。

某些名物、語詞，因年代久遠，不得甚解又一時無處

查考的情況，也會偶而碰到。翻譯不同於注解，可以據實

注明「未詳」，或乾脆過去不注，所以，要想完全避免望文

生義、強作解人之誚，也並不容易。好在這種地方不多，

碰上了，我們只好抱着對讀者負責的態度，多加斟酌，謹

慎下筆，不自以為是。

語譯古籍的經驗不多，又限於水平，此書不當和疏誤

之處恐所難免，還祈廣大讀者和專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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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鏡記

古鏡記

原著  王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

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

寶之。

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繞鼻列四方，

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

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

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

「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

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

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

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

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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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

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

攘，居常鬱怏，王室如毀，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

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後，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

知其所由耳。

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

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

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

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首流

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

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

『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之由也。」度疑精魅，

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

先自敘，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

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

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為下邦陳思恭義女，蒙

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

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麤暴丈夫

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

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為 

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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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 

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

照，不可逃形。但久為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

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

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

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

耳。」度登時為匣鏡，又為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

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

「寶鏡寶鏡，哀哉予命！

自我離形，於今幾姓？

生雖可樂，死必不傷。

何為眷戀，守此一方！」

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一座驚歎。

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台直，晝臥廳

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

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

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

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

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

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

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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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

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

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

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

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

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

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

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

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

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嘗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

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

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為蘇綽立傳。

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

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

「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

有寶鏡，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

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

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蓍筮一卦，先生幸

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蓍，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

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

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汾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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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為人所得乎？』蘇公又

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

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

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為蘇公傳，亦具

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蓍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

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

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為具食，坐語

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

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

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

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

觀。」勣出之。

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

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

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

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

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

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

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

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否則殃

禍立及也。度以為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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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度不得已，為之以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

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

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

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

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

死於樹。度便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

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坟

之，妖怪遂絕。

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

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陝之間，癘疫尤

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為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

一時遇疾。度憫之，賫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

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

及，如冰着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晚並愈。以

為無害於鏡，而所濟於眾，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

其夜，鏡於匣中泠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

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

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

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

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

為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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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言也。

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

水，以為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

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行也，似

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

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不可

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奪其志

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

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勣曰：

「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

雲路，棲蹤煙霞，欲兄以此為贈。」度曰：「吾何惜於汝

也？」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

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

「此鏡真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

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

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

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

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

坐與勣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

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為

龜，胡者化為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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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身帶白毛。

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

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

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浸堤壞

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

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

長丈餘，粗細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

涎，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鱘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

困而不能遠去。勣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為耳。刃而為炙，

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

汴主人張珂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

忍。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

勣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病者曰：『戴冠郎

被殺！』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

歲老雞也。

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

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勣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

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

躋攝山麴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其群鳥環

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

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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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廻舟，吾輩必

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

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

南浦。然後卻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

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

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

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

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

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

言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

秘療之無效。

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

丹命祗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

止。』丹遽命敬為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

居堂內閤子，每至日晚，即靚妝衒服。黃昏後，即歸所

居閤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

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妝梳，即欲自

縊投井。無奈之何。』

勣謂敬曰：『引示閤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

閉固而難啟，遂晝日先刻斷窗欞四條，卻以物支柱之如

舊。至日暮，敬報勣曰：『妝梳入閤矣。』至一更，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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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笑自然。勣拔窗欞子，持鏡入閤，照之。三女叫云：

『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

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

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

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

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

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

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

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

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

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

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

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

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

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

所有。」數月，勣還河東。

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

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13古鏡記

譯文

隋朝時，汾陰有個侯生，是天下的奇士。王度常以對待老

師的禮節對待他。侯生臨終時，送給王度一枚古鏡，說：「有

了它，各種妖邪都會遠遠避離的。」王度接受了鏡子，十分珍

愛它。

鏡子直徑八寸，鏡背中心凸處製成麒麟蹲伏着的樣子。

環繞它分為東、南、西、北四方，有龜、龍、鳳、虎依次分

佈。四方之外又設八卦，八卦之外是自子至亥的十二時辰的位

置，各有代表時辰的畜類。時辰牲畜之外，又有二十四字，

圍繞鏡邊，字體似隸書，點畫都齊全，但在任何字典中都查不

到。侯生說：「那是二十四節氣的象形。」對着陽光照去，鏡

背的花紋字畫，筆墨透入影內，連最細微處都看得清清楚楚。

拿起來敲一敲，音色清越，餘韻綿長，持續一整天的工夫才停

止。呵，單憑這一點，就的確與普通的鏡子不一樣啊！難怪它

會受到高人賢者的賞識，而以靈物自居呀。侯生常常說：「從

前，我聽說黃帝鑄造過十五枚鏡子，第一枚直徑有一尺五寸，

是按照滿月的天數製造的。依每枚鏡子大小相差一寸推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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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八枚鏡子。」雖然此事年代久遠，記載有缺，但高人所說

的話，是不可不信的。從前楊寶接受黃衣童子報答他的白環，

子孫都得綿延福澤；張華失去了他獲得的寶劍，他自身也隨之

遇害喪命了。現在，我王度遭遇時世的困擾，終日鬱鬱寡歡，

眼見國家像經過焚燒一樣敗毀不堪，不知甚麼地方可以安身度

日，如今寶鏡又失去了，真是悲哀呀！如今我記下此鏡的奇異

事跡，寫在後面，如果幾千年之後，有人重新得到它，可據此

而知道它的來歷。

大業七年五月，王度辭去御史之職回到河東，正遇上侯

生逝世，而得到了這枚古鏡。那年六月，王度回長安，到長

樂坡，住宿在房主人程雄的家裡。程雄新近接受了一名婢女

的寄宿，她長得很端正美麗，名叫鸚鵡。王度住下來後，準

備整理一下衣帽，便拿出鏡子來自照。鸚鵡遠遠看見，立即

叩頭至流血，說：「再也不敢住了！」王度於是找來主人問甚

麼緣故。程雄說：「兩個月前，有位客人帶着這個婢女從東面

來。當時，那婢女病得很重，客人就將她寄留在這裡，說：

『我回來時帶她走。』至今沒有再來。不知那婢女為甚麼這

樣。」王度懷疑她是妖精鬼魅，便拿出鏡子來逼問她。她就

說：「饒命吧！我馬上就顯出原形來。」王度立即遮住鏡子，

說：「你先說明自己的情況，然後再顯原形，我就饒你的命。」

那婢女拜了幾拜，便講述自己經歷說：「我本來是華山府君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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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松樹底下的千年老狐狸，經常變幻形體，迷惑別人，罪

該處死。因此遭府君追捕，逃到黃河與渭水之間，當了下邦

陳思恭的乾女兒。陳家待我很好，將鸚鵡嫁給同鄉人柴華。

鸚鵡跟柴華感情不和，又向東逃走，經過韓城縣，被過路的

李無傲抓住。無傲是個粗暴漢子，便挾持鸚鵡到處遊蕩了好

幾年，不久前跟隨他來到這裡，倉促間將我留了下來。想不

到竟碰上了天鏡相照，要隱形逃避都無路可走。」王度又對

她說：「你本來是老狐狸，變形成人，豈不是害人嗎？」婢女

說：「變了形去侍奉人，並非有害；只是逃躲府君監管，變幻

形象蒙人，是神道所痛恨的，自然是該死的了。」王度又說：

「我放你條生路，怎麼樣？」鸚鵡說：「承您如此厚愛我，我

怎敢忘記恩德。可是被天鏡一照，就不能再逃走了。只是成

為人樣已久，羞於再變回到原形去。請把鏡子放回到匣子裡

去，允許我再盡興地喝一次酒而死去吧！」王度說：「鏡子放

回到匣子裡去，你不會逃走嗎？」鸚鵡笑着說：「剛才你還講

過動聽的話，准許放我一條生路。藏起鏡子，我逃走了，不

正好完成了你的恩賜？只不過既被天鏡照到，要逃竄也沒有

路了。我只希望能在餘下的片刻生命中，盡情地享受一生的

歡樂罷了！」王度立刻把鏡子放回匣中，為她叫來酒菜，把

程雄家的鄰居都請來，和她一起飲酒說笑。婢女一會兒就喝

得大醉，於是抖動衣衫，起舞歌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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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鏡啊寶鏡！

多可悲啊我的命運！

自從我變幻成為人形，

到如今已換過幾家幾姓？

活着雖可以得到歡樂，

死了必定也不會傷心。

我又為何要戀戀不捨地

固守在這濁世紅塵！」

唱完，拜了幾拜，就化作老狐狸死了。在座的人都為之驚

愕歎息。

大業八年四月一日，發生日蝕。當時王度在台署值勤，白

天躺在廳閣裡，覺得日光漸漸地昏暗了。差役向王度報告日全

蝕。王度整理穿戴時，拿出鏡子來，發覺鏡子已昏暗，不再有

光彩了。由此想到寶鏡的製造一定符合陰陽光影的奧妙；倘非

如此，怎會當太陽失去光芒的同時，寶鏡也就沒有光彩了呢？

正在歎息詫異，一會兒鏡子的光彩出來了，太陽也逐漸明亮起

來。等到太陽完全復原，鏡子也就精亮明朗如舊了。從此以

後，每當出現日蝕月蝕時，總發現鏡子也同時昏暗不明。

同年八月十五日，王度的朋友薛俠，得到一把銅劍，長

四尺，劍身與柄相連，劍柄作龍鳳盤繞狀，左邊花紋如火焰，

右邊花紋如水波，光彩閃爍，非平常之物。薛俠帶了它來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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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說：「這劍我薛俠曾經試過，每月十五日，遇天地清朗，

將它放在暗室裡，就會自然發光，周圍幾丈都能照到。薛俠得

到它已經有好些日子了。您愛好奇物古玩如飢似渴，我願意跟

您一道今晚來試一下。」王度非常高興。

當晚，果然遇到天晴地明的好天氣。王度就把一間房子

嚴密地關閉了，不讓一線光亮漏進來，與薛俠一同留宿其間。

王度也拿出寶鏡來，放在座位旁邊。一會兒，鏡子就吐出光芒

來，把整個房間都照亮了，兩人彼此看對方就同在白天一樣。

劍放在鏡旁，不再有一點光采。薛俠十分驚訝，說：「請把鏡

子放回匣中。」王度聽從了他的話，然後劍才吐出光來，不

過一二尺罷了。薛俠撫摸着劍，歎息說：「天下神物，也有弱

者降伏於強者的道理在啊！」此後，每逢月滿時，就在暗室裡

拿出鏡子來，光總能照及數丈。但如果月光照射進室內來，鏡

子就沒有光了。莫非是因為太陽、月亮的光耀是鏡子所不能敵

的嗎？

同年冬天，王度兼任著作郎，奉了皇帝之命修撰國史，

要給蘇綽寫一篇傳。王度家中有個僕人叫豹生，已經七十歲

了。他以前是蘇綽的部下，讀過一些史傳方面的書，略略懂得

些寫文章的事，看到王度起草傳文，便抑制不住內心的傷悲。

王度問他為甚麼這樣。他對王度說：「豹生曾經受過蘇公的知

遇厚愛，現在看到蘇公的話應驗了，所以感傷。郎君所持有的



18 卷一

寶鏡，本是蘇公的朋友河南苗季子贈送給蘇公的。蘇公萬分喜

愛它。蘇公臨死的那一年，心裡悶悶不樂，曾叫了苗季子去，

對他說：『我自己估計死的日子不會太遠了，不知道這面鏡子

該落在誰的手中。今天想要用蓍草來占上一卦，希望先生來看

看。』便要我取來蓍草，蘇公自己動手批分蓍草，佈列卦象。

占卦完了，蘇公說：『我死以後十多年，我家就該丟失這面鏡

子，不知所在了。但天地間神靈的東西，一動一靜都有徵兆。

現在黃河、汾水之間，常常出現寶氣，與卦象之兆相合，這鏡

子怕是要到那裡去了吧？』季子問：『也會被人所獲得嗎？』

蘇公又仔細地研究了卦兆，說：『先落到侯家，以後又歸姓王

的人所有。再以後就不知道它到哪裡去了。』」豹生說畢，流

淚飲泣。王度去問了蘇家人，果然說從前是有這樣一面鏡子，

蘇公死後，就遺失了，與豹生說的一樣。因此，王度作蘇綽

傳，也就將此事寫在篇末；談到蘇公以蓍草占卦的本領非同尋

常，能默會於心而所見獨到，說的正是這件事。

大業九年正月初一，有一個胡人和尚化緣行乞，來到王

度家裡。弟弟王勣出來見他，覺得他神采不俗，便將他請到房

間裡，款待他飲食，坐談了很久。胡僧對王勣說：「施主家中

好像有世間罕見的寶鏡，能讓我見識見識嗎？」王勣說：「法

師怎麼會知道的呢？」和尚說：「貧道讀過神道的書籍，學過

秘術，稍能識得寶氣。施主的住宅上方，每天有綠色的光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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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光相連，有紅色之氣升起與月光相接，這便是寶鏡之氣。

貧道見到它已有兩年了。所以今天挑了個好日子，想要見識一

下。」王勣就把鏡子拿了出來。

和尚跪着用雙手接捧過來，欣喜雀躍，又對王勣說：「這

鏡子有好幾種靈異現象，大概你都還不曾見過。只要塗上黃金

膏，用珍珠粉揩拭它，拿起來映照日光，它反射的光一定會穿

透牆壁。」和尚又歎息說：「換一種方法試，應該還可以照見

人的五臟六腑。遺憾的是臨時找不到要用的藥。只要用煉金的

煙來熏它，打磨玉的水來洗它，再用金膏珠粉按我說的方法塗

拭它，即使把鏡子埋在泥土裡也不會失去光彩。」於是就留下

了金煙玉水等方法。照樣去做，沒有不效驗的。而胡僧就從此

再也沒有露面。

同年秋天，王度離京兼任芮城縣令。官署的廳堂前有一

株棗樹，樹圍大至數丈，不知有幾百年了。以前幾任縣令到

任，都要拜祭這樹，否則很快就會有禍殃臨頭。王度認為妖異

是由人興起的，胡亂的祭祀應該禁絕。縣吏們都磕頭請求王

度照慣例做。王度不得已，只好祭祀這株棗樹。但是王度暗中

想，這樹一定寄託着甚麼精怪，人們不能將它除掉，才養成它

的勢頭。就偷偷地把寶鏡懸掛到大樹上去。當夜二更光景，聽

到廳前有忽喇喇的聲音，恰如霹靂雷鳴。便起來觀望，只見

纏繞在這樹周圍的是一片風雨昏暗景象，電光閃耀，忽上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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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天明時，見有一條巨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

一「王」字，全身有好多處創傷，已死在樹下。王度便取下鏡

子收藏了，命令縣吏們將死蛇搬出去，在縣門外燒掉。又叫人

來掘樹，發現樹心有個洞，通往地下，洞逐漸大起來，有巨蛇

蟠居過的痕跡。樹掘掉後，又堆起土石填塞了洞穴，妖怪便絕

跡了。

同年冬天，王度以御史身份兼芮城令，掌管河北道，開官

倉糧食賑濟陝東。當時全國都鬧饑荒，百姓多患疾病，蒲陝之

間，疫病流行尤為嚴重。有個河北人張龍駒，是王度手下的小

吏，他家主僕幾十口，同時都患了病。王度很同情他，差人送

鏡子到他家裡，叫龍駒到夜裡拿出鏡子來照。那些生病的人，

看見鏡子都驚訝得從床上起來，說：「看到龍駒拿了一個月亮

來相照，光所照到的地方，好像冰塊貼在身上，冷氣直透入臟

腑。」當時熱度就退了，再晚些病都好了。王度以為這樣做對

鏡子並無害處，卻能解救許多人，就派人秘密地帶着鏡子，到

處去巡視老百姓。

那天夜裡，鏡子在匣子中就自動地鳴響起來，清越的聲

音傳得很遠，過了好久才停止。王度心裡只感到奇怪。次日早

晨，龍駒來對王度說：「龍駒昨晚忽然夢見一個人，長得龍頭

蛇身，戴着紅色帽子，穿着紫色衣服，對我龍駒說：『我就是

鏡精，名叫紫珍。曾對你家有點恩惠，所以來拜託你。請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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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王公：老百姓確有罪孽，老天爺才讓他們生一場病的，

為甚麼要我違反天意去救人呢？況且這病到下個月就會逐漸痊

癒的，不要叫我再去幹這種苦事了。』」王度對其如此通靈怪

異有感於心，所以將此牢記了下來。

大業十年，王度的弟弟王勣從六合辭了縣丞的官職回到家

來，又準備去遍遊各地山水，作為今後長久的打算。王度勸阻

他說：「如今天下將亂，盜賊遍地，你想要到哪裡去呢？況且

我與你是同胞骨肉，還從來沒有遠別過。這次你走，看樣子像

要遠去。從前，有個尚子平，說是去遊五嶽，一走就不知去向

了。你如果也追隨他的行蹤，我又怎麼受得了呢？」說着便對

王勣流下了眼淚。王勣說：「我的心意已決定了，是絕對不會

留下來的。哥哥是當世通達之人，應該凡事都能體察的。孔子

說：『一個人不可強迫他改變志向。』人生百年，快得好比月

影掠過一道縫隙，得意時就快樂，失望時就悲哀，怎能滿足慾

望呢？這就是聖人的道理。」王度不得已，只好與弟弟告別。

王勣說：「這次分別，我也有所求。哥哥所珍重的鏡子，不是

塵世間的俗物。王勣即將在風雲之路上堅持高尚的志氣，棲身

於煙霞泉石之間，想求哥哥將這件東西送給我。」王度說：「我

怎會捨不得將它給你呢。」馬上把鏡子給了他。王勣得到寶

鏡，就動身走了，也不說往哪裡去。

到了大業十三年夏六月，王勣才回到長安，將鏡子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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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度，對他說：「這鏡子真是寶貝啊！那年辭別哥哥以後，我

先遊歷了嵩山少室，下山經過石梁，又憩坐於玉壇。天色向晚

時，遇到一堵有口子的岩壁，內有一間石室，可容納三五個

人，王勣就暫時寄宿在那裡。那夜月色皎潔，二更過後，來了

兩個人：一個貌如胡人，鬚眉皓白而消瘦，稱作山公，另一個

闊面盤，白鬍鬚，長眉毛，又黑又矮，稱作毛生。他們問我

說：『甚麼人住在這兒？』我說：『是尋找幽勝、探測洞穴、察

訪奇觀的人。』兩人坐下來跟我談了很久，常常有一些奇異的

意思從他們的話中流露出來。我懷疑他們是精怪，便暗地裡伸

手到背後，打開匣子，取出鏡子來。鏡光射出，兩人同時『哎

喲』一聲都俯伏在地，矮個子化作了烏龜，胡人模樣的化作了

猿猴。將鏡子掛到天亮，它們都死了。烏龜身上帶着綠毛，猿

猴身上長着白毛。

「隨後進入箕山，渡過潁水，到達太和，去看了玉井。井

旁有池，池水呈深綠色。詢問樵夫，樵夫說：『這是靈湫。村

莊人家每逢八個大的節日都要祭它，以祈禱神靈佑福，如果有

一個節日不祭，池水就會立刻冒出黑雲來，下一場大冰雹，摧

垮堤壩高地，損壞莊稼，大雨流注。』我拿出鏡子來照它，池

水翻騰如沸，有雷聲震響。忽然間，池水全從池中升騰起來，

點滴不留。在二百餘步遠處，水落到地上，有一條魚，長約一

丈多，比人的臂膀還粗，紅頭白額，魚身青黃色相間，沒有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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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涎，好像龍而又是蛇的額角，嘴尖，形狀如鱘魚，擺動時

閃閃有光，在泥水中，被困不能遠走。我說：『這是鮫，失去

水而無能為力了。』就將它宰割了，用火燒烤着吃，很肥腴，

味道不錯，充了好幾天的口腹。於是出山來到宋地汴州。

「汴州寓處主人張珂，家裡有女子患病，到夜間，哀號痛

苦之聲，實在令人不忍。我問主人緣故，知道得此病已有年頭

了，白天安然無事，夜間經常如此。我在他家留宿了一夜，

待聽到女子的叫聲，便打開鏡子照去。病人叫：『戴冠郎被殺

了！』原來病人床底下有一隻大雄雞，已死了，是主人家七八

歲的老雞。

「遊江南，將要在廣陵一段地方橫渡揚子江，忽然烏雲覆

蓋水面，黑風掀起波濤，船夫大驚失色，擔心船會覆沒。我帶

着鏡子登上船，照向江中數步之水，立見江水明淨透底，四周

風停雲斂，波濤也平息了。一會兒，便渡過了這道天塹。

「登攝山麴芳嶺，有時攀援絕頂，有時鑽入深洞；遇見一

群群飛鳥環繞着人鳴噪，有幾隻熊當路口蹲着，用鏡一揮，熊

與鳥都四散驚逃。

「那時，又乘船渡浙江，正遇到海潮進來，波濤發出吼

聲，幾百里外都聽得見。船夫說：『海濤已經接近，不可以再

南渡了。如果不趕快回船，我們這些人都必定葬身魚腹。』我

拿出鏡子來照，江中波濤便不再前進，如雲頭似的屹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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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江水分開五十多步，水漸清淺，魚龍龜鱉之類紛紛四散而

走，揚帆乘風，一直進入南浦，然後回頭再看，波濤如山湧

起，高達數十丈，正在剛才渡過來的地方。於是登天台山，四

處遊覽洞天崖壑。夜間就佩戴着鏡子在山谷中行走。百步之

內，都有清光照徹，連最細微的東西都看得清清楚楚。林中宿

鳥，驚起而亂飛。

「返回會稽時，遇見有異術的奇人張始鸞，他向我傳授了

《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中的事，與陳永一道回來。然後

又去遊歷豫章，見到道士許藏秘，說是許旌陽的七代孫，有念

咒踩刀踏火的本領。在談到妖怪之事時，他又說起豐城縣倉督

李敬慎家裡有三個女兒，碰見甚麼鬼魅就病了，沒有人知道是

怎麼回事。藏秘去過他家治療，也沒有效驗。

「我的老朋友趙丹，頗有才能，任豐城縣尉，我就去找

他。趙丹叫辦雜務的衙役給我準備歇腳之處。我說：『我想要

在倉督李敬慎的家裡留宿。』趙丹立即命敬慎作東道主，讓他

對我以禮相待。於是我就問他女兒是怎麼得病的。敬慎說：『三

個女兒同住在堂內樓房裡，每天傍晚，就塗脂抹粉，濃妝豔服

地打扮起來。黃昏以後，就回到所住的房間裡，吹滅了燈燭。

但聽得見房中有偷偷跟人談笑的聲音。一直要到天亮時才睡

覺，不叫喚她們，就不會醒來。這樣，人一天天都瘦下去了，

也吃不下東西。制止她們，不讓她們梳妝打扮，便要尋死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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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上吊投井。對她們毫無辦法。』

我對敬慎說：『請把她們所住的房間指點給我看。』這房

間東面有窗。我恐怕房門緊閉，臨時難以打開，就在白天先把

窗格子木條刻斷四根，塞別的東西支撐着，就像原來那樣。到

傍晚，敬慎報告我說：『已經梳妝打扮好，進房間去了。』到

一更時，聽動靜，房內談笑之聲十分自然。我拔去窗格子，手

持鏡子，闖入房中就照。三個女兒都叫喊起來：『殺了我的丈

夫啦！』起初看不見一樣東西，將鏡子懸掛到天亮，發現有一

隻黃鼠狼，從頭到尾一尺三四寸長，身上沒有毛和牙齒；有一

隻老鼠，也沒有毛和牙齒，肥大得約有五斤來重；又有一條壁

虎，有手那麼大，身上披着鱗甲，五色斑斕，頭上有兩只角，

長約半寸，尾巴有五寸以上長，尾端有一寸是白的，都死在牆

壁洞的前面。從此三個女兒的病也就好了。

「此後，尋找仙人蹤跡到了廬山，徘徊了好幾個月，有時

棲息在深林之中，有時露宿在草莽之間。虎豹接尾而行，豺狼

成群而至，舉着鏡子看它們，沒有不逃竄懾伏的。廬山處士蘇

賓，是個見識神奇的人，他對《易經》的奧妙懂得非常透徹，

能知過去未來。他對我說：『天下神奇之物必定不能久留人間。

如今寰宇喪亂，他鄉未必可以定居。這面鏡子還在，足以保護

你，還是趕快回到家鄉去吧！』我覺得他的話有理，當即就向

北走上歸途了。順道遊河北，夜裡夢見鏡子來對我說：『我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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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哥哥厚禮相待，現在我就要離開人間遠去了，想要跟他告別

一下，請你及早趕回長安吧。』我夢中答應了它。到天明，獨

自回想夢境，心裡驚悸不安，立即轉路向西，往長安來了。現

在見到了哥哥，我不會有負於對鏡的許諾了。只恐怕這靈物最

終也不能屬你哥哥所有。」幾個月後，王勣就回河東去了。

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子中發出悲鳴聲，起初，聲音

細而遠，一會兒漸漸洪大起來，好像龍在咆哮，虎在怒吼，響

了好久才停。開匣一看，鏡子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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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江總白猿傳

原著  缺名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

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罙入深

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挈麗人經此？

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

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

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

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

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迫明，絕無其

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

即深陵險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

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

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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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蔥秀迥出。

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

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

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

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

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

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床，宜遣

視之。」入其門，以木為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

床，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

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

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

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

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

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為期。」因促之去。紇亦

遽退。

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

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床，一踴皆

斷。嘗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

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

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

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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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屏氣以俟。

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

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

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被裂吮咀，食之致飽。

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

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

見大白猿，縛四足於床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

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

注。乃大歎吒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

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

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案。凡人世

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

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

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着帽，加白袷，

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

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蹬下。晴晝或舞

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啖果栗，

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欻然而逝。半晝往

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

諸床嬲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

然其狀，即猳玃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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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眾靈，庶幾可免。」

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

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汍瀾

者久，且曰：「此山復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

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

紇即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週

歲生一子，厥狀肖焉。

後紇為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

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

於時。



31補江總白猿傳

譯文

南朝梁大同末年，朝廷派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到達桂

林，打敗了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攻城略地到長樂，平定

了所有洞居的南蠻，隊伍冒失地深入到荒僻險阻之地。歐陽紇

的妻子生得纖細潔白，非常美麗。部下有人對他說：「將軍為

甚麼帶着美人到這裡來？此地有神怪，善於偷走少女，而美貌

的更難倖免。應當注意保護才是。」歐陽紇十分疑懼，夜間

就部署士兵們在居處四周守衛，將妻子藏在密室中，小心地將

門窗都關緊，還派了十幾個女奴監守着她。那夜，陰風吹來，

天地昏黑，直到五更，仍靜悄悄地沒有異常。守衛者都因倦怠

而打起瞌睡來。忽然，好像有甚麼東西把大家驚醒過來，當即

發現歐陽紇的妻子已經不見了。門窗都仍舊好端端地上閂關閉

着，也不知是從哪裡出去的。出門看，山勢險峻，咫尺之間，

迷茫難辨，無法追尋。到了天亮，連一點蹤跡也沒有發現。歐

陽紇大為痛憤，發誓不找到妻子，自己決不回去。於是推說有

病，把軍隊駐紮下來，天天去往四面遙遠的地方，不避深險地

搜索尋找。過了一個月，忽然在百里之外的一片小竹叢上，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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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他妻子的一隻繡鞋，雖然被雨水浸泡過，但還能辨認得出

來。歐陽紇更加悲淒傷心，搜尋之心越發堅決了。他挑選了

三十名健壯的士兵，手拿刀劍，背着糧食外出搜尋，在山岩間

露宿，在野地裡吃飯。

又過了十幾天，搜尋隊在遠離駐地約二百里處，望見南

面有一座山，蔥蘢秀麗，高高聳立。到山腳下，便有一道很深

的溪水環繞着，他們就編造木筏，渡了過去。在峻峭的岩壁和

青翠的竹林之間，時時看見有紅色絲綢在晃動，聽到有嬉笑和

說話的聲音，就抓着藤蔓，牽引長繩攀登了上去。只見嘉樹成

行排列，相間又種植着名花，樹下是一片碧綠的草地，茂密柔

軟，如同毛毯。清遠寂靜，真是未曾見過的異境。東邊山崖有

一扇石門，數十個婦女衣着鮮豔光澤，又笑又唱地在遊玩，進

進出出於石門口。她們看見人，都慢慢地站住注視着。登山的

人走到她們面前，她們就問：「有甚麼事到這兒來？」歐陽紇

就將原因告訴了她們，她們彼此相視而歎息說：「尊夫人到這

兒已有一個多月了。如今生病躺在床上，應該前去看看她。」

進入石門，門是木頭做的。洞內有三間寬敞如廳堂的石室。四

面石壁設着床，都鋪着錦緞的褥子。歐陽紇妻子睡在石榻上，

鋪墊着層層褥毯，面前放滿了珍饈美味。歐陽紇走近去看她，

她轉過眼睛來看了一看，連忙拚命揮手叫他離開。那些婦女

說：「我們與尊夫人先後來到這兒，時間長的已經有十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