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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俗小說與十八世紀朝鮮的 

文體改革 
 

 

崔溶澈 
 

 

論 文 摘 要 
 

十八世紀，東亞地區處於和平安定時代，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更

加頻繁，通俗文藝也逐漸發達。這時朝鮮國王英祖喜讀小說，思悼世

子更酷愛小說，曾命人編輯中國小說插圖《繪模本》畫冊，收錄了百

餘幅插圖，他在小敘中提到八十多種中國小說書目，其中多數為目前

罕見的作品，可見當時朝鮮宮廷已有龐大的中國小說文庫。但在思悼

世子因不良行為被朝臣彈劾，終由父王之命慘死，其子正祖登基後，

文壇氣氛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欲建立以儒家正统思想為主導的理想國

家，遂清理宮廷裏所有的稗說雜書，禁止燕行使節購回明末清初文集

和演義小說，大力倡導朝野文人的文體改正之風。他批駁朝廷大臣沉

溺於小說的風氣，看到朝臣李相璜、金祖淳等人於宮中值班時偷看

《平山冷燕》，命其自我檢討，李相璜因此寫出《斥稗詩》及《詰稗》。

對於士大夫的文章風格，他要求遵守儒家文人風範，寫作態度鄭重，

以唐宋古文為榜樣，批評朴趾源的《熱河日記》文風不正，並命他新

作《書李邦翼事》。成均館儒生李鈺科舉考試時，因夾雜小品文體，被

取消狀元及第資格，遂歸鄉隱居平生不仕，成為民間文人。十八世紀

的東亞是通俗小說發展史的頂峰期，而朝鮮宮廷突然出現這股復古思

潮，其原因雖有多方，而筆者認為與思悼世子命編《中國小說繪模

本》一事有著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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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朝鮮英祖時代的開放思潮 

 

自元明之際出現《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之後，通俗文學日漸興旺，明朝

嘉靖年間進入蓬勃發展的時代，各種小說紛紛出版。從嘉靖到萬曆年間，較重要

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詞話》等四大奇書的版本

都已出現。明末的一個半世紀，雖然政治上較為混亂，但文壇有著自由的氛圍，

文藝呈現復興態勢，出現大量的小說作品。明清交替的十七世紀中葉以後，社會

政治逐漸穩定，雖間或文字獄大興，但小說創作風氣還在持續，只是風格呈現一

些變化。到了十八世紀後期，中國長篇小說的發展已經達到頂峰，出現了登頂作

品《紅樓夢》。從《金瓶梅》出現的萬曆年間到《紅樓夢》出現的乾隆年間，可

稱為明清小說的黃金時代，無論是白話短篇還是長篇，以至優秀的文言小說集，

都在這個時期出現。 

朝鮮英祖和正祖在位期間正處於清朝雍正到乾隆年間。這時，先進發達的中

國文化隨著燕行使節的頻繁來往陸續進入韓半島，明清文人文集和通俗小說對朝

鮮文壇起了不少影響。 

朝鮮第二十一代國王英祖（李昑）是其父王肅宗的庶子，由於兄長景宗（在

位四年）過世而即位，在位達五十二年（1725-1776），是朝鮮二十七位國王中统

治時间最長的一位。他在位期间，東亞各國正處於和平相處的時代，朝鮮文化也

隨之得以迅速發展，迎來繁榮的局面。事實上，英祖年間的文化發展是對肅宗

（在位 1675-1720）朝的延續，朝鮮文學上的許多小說在肅宗年间業已出現，包括

金萬重的《九雲夢》以及作者未詳的《林慶業傳》、《蘇大成傳》、《趙雄傳》、《崔

致遠傳》、《紅白花傳》等。到了英祖、正祖年間，盤索利（講唱體）系列的小說

《春香傳》、《興夫傳》、《沈清傳》等更多的作品出現在文壇。 

朝鮮王朝的宮廷人物中喜歡閱讀小說的人不在少數，其中英祖更是特别喜愛

的一位。據說他在身為延礽君時期已開始欣賞小說，在位期間，於身體欠安、國

政繁瑣或心情苦惱時，總是閱讀或聽講小說以解悶消愁。无論是朝鮮的諺文小說

還是中國的白話或文言小說，他都很熱衷。《承政院日記》中記載他喜歡、或者

關心的小說有多種，這些小說有相當部份與《中國小說繪模本》思悼世子小敘的

目錄是重複的，可以說這是當年朝鮮宮廷所藏的小說。 

英祖經常把小說故事和人物與當時發生的事件作對比，並利用小說人物和情

節來作話題，進行一些討論。他在世時，從未忌諱稗官小說。據記錄，他曾讀過

《三國志演義》、《西遊記》、《水滸傳》、《東漢演義》、《西漢演義》、《平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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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英烈傳》等中國小說以及金萬重的《九雲夢》等朝鮮小說，還看過前朝宰

相金錫胄所编的唐宋文言小說集《删補文苑楂橘》。同時他對《平山冷燕》（四才

子書）、《南溪演談》、《涿鹿演義》、《剪燈新話》也很有興趣。英祖曾寫過《題文

苑楂橘》詩： 

抄文其若果楂橘，憶昔金相類聚悉，竹榻銀床無事時，草堂頻閱弄春

日。1 

他曾說：“三大奇書，予常好矣，而於《三國志》，尤熟覽矣”，還說“《西遊

記》、《三國志》、《水滸志》，世稱三奇書，豈特本書，諺解命讀亦然，大抵頃者

已喻，其雖此等時，其若有君，其何關乎。”2 由此可見，在英祖年間，朝野對小

說的觀念還是較為寬鬆的，中國小說的各種版本可以比較自由地輸入，《中國小

說繪模本》完山李氏小敘中的小說目錄 3 所錄之廣可以印證這一點。 

 

 

一、思悼世子對小說的酷愛與其不幸遭遇 

 

思悼世子（莊獻世子李愃，1735-1762）為英祖次子，後成為父親的唯一繼

承人。他從小備受父王寵愛，剛過周歲時就被立為儲君。但在國王對世子關懷備

至的同時，也一直嚴格要求他具有帝王需有的品行和學識。世子雖盡力而爲，但

有時還是无法滿足父王的高度期待，而且父子之間性格相反，相互無法溝通和充

分理解。世子十五歲時，英祖命其擔任代理聽政，又不予以充分信任，遂使朝廷

大臣之間的異見衝突更為劇烈。父王的嚴格對待，使世子逐漸憂惧成疾，過度壓

力致其精神抑鬱，開始逃避現實，荒廢學業，性格也变得暴躁。因此英祖問罪世

子，要他自盡，世子自縊多次不果，英祖命人将其關進米櫃，八天後，成為政治

犧牲品的世子終於慘死。 

據歷史記載，世子具有豪放的武人氣質，從小鍛煉馬術、劍術、槍術等。他

 

1  [朝鮮]金錫冑編《刪補文苑楂橘》收錄唐宋明文言小說二十篇，現傳校書館印書體字本。英祖詩收錄

於《列聖御製》卷十八。 

2   [朝鮮]韓國國史編撰委員會：《承政院日記》英祖五十二年（1776）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日，

http://sjw.history.go.kr/main.do。中國小說中的“三大奇書”，少見於中國典籍。清初順治年間西湖釣

叟序《續金瓶梅》中說，“今天下小說如林，獨唯三大奇書，曰：《水滸》、《西遊》、《金瓶梅》者。”

詳見朱一玄編：《金瓶梅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頁 404。 

3   此目錄，出現於英祖三十八年（1762）。完山李氏（即思悼世子）序、小敘則見於[朝鮮]完山李氏

序、金德成外畫：《中國小說繪模本》，春川：江原大學校出版部，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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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根據明戚繼光《紀效新書》與朝鮮韓嶠《武藝諸譜》的內容，編撰《武技新

式》一書。4  這是一部附有圖畫和解說的專書，曾用為訓練都監的教材，也是後

來出版的《武藝圖譜通志》的底本。他喜歡看諸葛亮的《出師表》，也非常關心

國家的國防問題和國際上的情勢。 

雖然史書中沒有直接記錄，但是根據一些旁證，我們可以確認世子曾經酷爱

小說，他的宮廷裏收藏了不少中國小說的版本，这一點便可成為有力佐證。現存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的《中國小說繪模本》5  是一本根據中國小說的版本插圖，

由朝鮮宮廷畫師金德成（1729-1797）等人所模寫的畫冊。此書卷首有“序”和

“小敘”，都是完山李氏所寫的。韓國學界一直認為完山李氏為宮廷的女性人

物，但近年來的考證結果則認為完山李氏即為思悼世子。6  因其序文為大字行草

體，行文運筆自然活潑，顯然是有剛性的男性筆體，且專家發現，思悼世子文集

《凌虛關漫稿》7  中收錄的《畫帖題語》和《後題》兩篇，即來自《繪模本》的

《序》和《小敘》，雖然有些變動，來自同一內容卻是無疑的，因此可以確定這裏

的完山李氏就是思悼世子。書中收錄一百二十八幅小說插圖，其中有《西遊記》

四十幅、《水滸傳》二十九幅、《三國演義》十一幅等，共佔了三分之二。其他還

有《東西漢演義》、《列國志》、《剪燈新話》、《孫龐演義》、《隋唐演義》、《平山冷

燕》、《文苑楂橘》、《型世言》等小說的少數插圖。思悼世子在小敘中提到的八十

多種書目，小說有七十四種。其中有淫談怪說，如《艷情快史》、《昭陽趣史》、

《錦屏梅（金瓶梅）》、《陶情百趣》、《玉樓春》、《貪歡報》、《杏花天》、《肉蒲

團》、《戀情人》、《巫夢緣》、《燈月緣》、《鬧花叢》、《艷史》、《桃興圖畫》、《百

抄》、《河間傳》等。《中國小說繪模本》是小說插圖集，在朝鮮所刻的小說版本

中很少有加有插圖的情況下，這是非常寶貴的資料。值得注意的是，它雖源於中

國版本，但由朝鮮畫師重新描繪，加入了朝鮮方式的圖畫習慣。8  從序文中可以

窺見思悼世子的小說觀： 

 
4  《武技新式》又稱《武藝新譜》，英祖三十五年（1759）刊行，現無傳本。由此基礎，正祖十四年

（1790）編著《武藝諸譜通志》，現存於北韓國立圖書館（人民大學習堂），2017 年成為 UNESCO世界

紀錄遺產。 

5   原書題名為“支那歷史繪模本”，而明顯是屬於日本強佔時期重新改裝時妄加的。由於插圖來自中國

小說，因此學界改題為“中國小說繪模本”。如今影印本有[朝鮮]完山李氏序、[朝鮮]金德成外畫：

《中國小說繪模本》，春川：江原大學校出版部，1993。 

6  [韓國]鄭炳說：《思悼世子命編的畫冊“中國小說繪模本”》，《文獻與解釋》第 47 輯，首爾：太學社，

2009，頁 126-135。 

7 《凌虛關漫稿》刊行於純祖十四年（1814）。當時搜集《繪模本》序與小敘資料時，可能加以修改。 
8  朝鮮宮廷畫師所畫的插圖，和中國小說插圖相對比，原本結構基本相同，的確是繪模原本插圖，但經

由朝鮮畫師適當修改或補充，呈現出一定的獨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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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此畫者，則古今行迹，諸家數抄，一並選編，令繪士若干人，模本

成冊，其中有可鑑可戒者，有可實可虛者，何則？漢高祖之中矢捫足，宋

江之一分忠義，伯牙之知遇非常，千古之下，其可鑑焉者。衛公之好鶴亡

國，項籍之烏江自刎，平妖之媚兒妖變，八戒之嗿酒嗜色，百世之後，亦

可戒焉者也。諸葛之西城，赤壁之東風，文彥博之除妖，或以正勝邪，以

誠感天，以智敗愚也，其事實也。行者之變化，公孫之闘法，唐宗之求

經，無載於史冊，而但警世之言，其事之不實，可知矣。凡一卷之內，歷

代悉備，可足春日冬夜，求病求寂，一助消日也夫。     壬午閏五月初九日

完山李氏書于長春閣上。9 

在此，思悼世子介紹了不少作品的著名人物和情節，同時較清楚地透露出觀賞小

說插圖的目的。這和他父王英祖閱讀小說的目的其實很相似，都是“求病求寂，

一助消日”。更為驚訝的是，他寫序的日子，竟是被父王強行關入米櫃的前四

天。這時是他們父子之間的矛盾極為緊張的關鍵時刻，他可能以此追求心理上的

安定，正為“求病求寂”之時。 

從思悼世子收藏大量中國通俗小說，選錄書中插圖使宮廷畫師模寫並編成書

册之事可看出，英祖和思悼世子父子雖個性全然不同，但都是喜歡小說的王室人

物，他們父子的命運也像小說般曲折多變，而他對小說的酷爱及其悲惨的命運可

能成為幾十年後其子正祖國王大力推動“文體反正”這一整風運動的原因之一。 

 

 

二、正祖對小說及小品文體的批評 

 

正祖（李祘1752-1800，在位1776-1800）為朝鮮第二十二代國王，是思悼世

子的兒子，他在父親悲慘去世之後，被立為王世孫，成為王位繼承人。英祖和正

祖統治的時期被後世合稱為“英正時代”，是朝鮮歷史上社會安定、文化繁榮的

“文藝復興時代”。正祖年間，雖然時代發展的速度和方向與其前一脈相承，但

是文學的風氣、對稗官小說的看法則與前代全然不同。 

正祖在少時親眼目睹其父思悼世子被關在米櫃餓死的悲慘情景，遂對輕浮孟

浪風氣極力排斥。他是在祖父英祖希望將其培養成模範君主的期待下成長，本人

也非常嚴謹地遵循正統儒家的道德規範，一直不曾接觸歷來被視為壞人子弟之物

的通俗小說，晚年曾有言： 

 
9  [朝鮮]完山李氏序、金德成外畫：《中國小說繪模本》，頁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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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自來不喜看雜書，如所謂《三國志》、《水滸傳》等書，亦未嘗一番

寓目。燕閒之所嘗從事者，不外乎聖經賢傳，……。10 

他對明末以來的文風素持排斥態度，即位之後，下決心要改革朝野上下浮華

的文壇風氣，對明末小品文和稗官小說大加撻伐，發起了面向士大夫文人的“文

體反正”的改革運動。在他看來，稗說之惡不能等閑觀之，有人已經指出，明朝

亡國根本在於這些不經之道的稗說。為了建設健康和有道德的國家，正祖實行強

烈的措施，禁止燕行使節購回壞人心術的小說： 

敎曰：……至於書冊，則我國人家，溢宇充棟者，無非唐本，雖於已

出本，耽看足爲該洽，人亦足爲文章，士更安用多購乎？最所切可惡者，

所謂明末、淸初文集及稗官雜說，尤有害於世道。觀於近來文體，浮輕噍

殺，無館閣大手筆者，皆由於雜冊之多出來。雖不必設法禁防，爲使臣

者，若能禁其已甚，猶賢於蕩然，此意令使臣知悉。至於雜術文字，元事

目中，別立科條，期於痛禁。11  

洪義榮，以司譯院都提調、提調意啓曰，……書冊之禁，已多年所，

則雖於不得不緊用於通語之文字，議於使臣，須有公文，然後當爲持來，

渠之上言中《金甁梅》、《水滸志》，已是最可禁之書，名雖飜淸，實則雜

書。其在嚴禁條信法令之道，購來之人，當用冒禁之律，……傳曰，購來

在於令前，容有可恕之端，所謂《金甁梅》、《水滸志》，一是鄙悖淫褻之

談，一是不經蔑理之書，則何敢看作功勞，上言請賞？卿其各別嚴治，可

也。12 

近來文體日益駁雜，且有貪看小說之弊，流入於西學者也。我朝文

章，立國以來，皆眞積力久，從六經、四子中來，雖有岐異之時，要之，

是經學文章之士也。近日則經學掃地，而爲士者，不過尋摘章句，爲科宦

之計，外此則又有此等異學邪說，豈非大可憂歎處乎？卿等往復領相，須

思培養變化之方。 至於所謂西學，則只付京外有司之臣，善爲禁戢也。13 

那時從中國北京引進的書籍中，有兩大類比較受關注，一種是有關天主教的西方

書籍，另一種就是明末小品文集和小說作品。正祖和當時的朝廷大臣都排斥這些

 
10 [朝鮮]韓國國史編撰委員會：《承政院日記》正祖二十三年（1799）五月五日。 

11 [朝鮮]韓國國史編撰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十一年（1787）十月十日。 
12 [朝鮮]韓國國史編撰委員會：《承政院日記》正祖二十一年（1797）二月三日。 
13 [朝鮮]韓國國史編撰委員會：《承政院日記》正祖十二年（1788）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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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也禁止從北京輸入，其曰： 

前此使行，固已屢飭，而今行則益加嚴飭，稗官小記姑無論，雖經

書、史記，凡係唐板者，切勿持來。還渡江時，一一搜驗，雖軍官譯員

輩，如有帶來者，使卽屬公于校館，俾無廣布之弊。14 

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朱夫子之言也。矧伊奇詭詖邪之書，正合爲灰

爲燼。內府之藏，凡以稗官小說爲名，則竝與舊在編籍，祛之丌架之間

者，已爲數十年，出入邇列之人，莫不聞覩。但搜括私藏，秉畀炎火，恐

或徒擾，而令不立矣。15 

正祖下令禁毀處理的宮廷收藏的稗官小說，恐怕就是他的祖父英祖、父親思悼世

子所喜歡的小說版本，因此，英祖在宮廷中曾閱讀的、思悼世子在《繪模本》小

敘中提到的小說作品，其中有相當部份目前沒有流傳下來。 

正祖在強調文體改革時，對大臣加以嚴格要求，如有迷惑於小說者，命其寫

自我檢討書。當時由於英祖年間的風氣尚存，仍有不少喜歡小說的朝廷大員，如

李相璜（1763-1841）便酷爱小說，李裕元《林下筆記》中曾記載，“桐漁李公平

日手不釋卷者，即稗說也。無論某種，好閱新本。時帶譯院都相，象譯之赴燕

者，爭相購納，積至累千卷。”李相璜和金祖淳 16（1765-1832）於翰苑（藝文

館）值班之時，偷看曾為英祖喜爱、出現過朝鮮諺解本的小說《平山冷燕》，被

正祖察覺，命他們提交檢討。遭到國王嚴厲責備的李相璜為此寫了《斥稗詩》和

《詰稗》一文，表示悔改前過。《詰稗》為稗者與詰者之間的小說爭論形式，稗者

辯護小說的益處和優點，如文體革新論、博學多識論、文章逼真論等，詰者強調

小說為壞人心術的誨盜誨淫之書，對國家興盛並無所用。在其詩十二、十三首中

批評小說戲曲，曰“羅氏家兒字貫中，自矜薄技解雕蟲。創為幾種稗官說，說是

架虛與鑿空”，又曰“奇文競說是西廂，小品諸家祖董王。引得浮華輕薄子，盡

歸波蕩治遊場”。17  拿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和董解元與王實甫的《西廂記》為

例來批評小說戲曲，並提到《南柯記》、《紫釵記》等作品。由此可見，李相璜對

中國戲曲小說的熟悉程度。但在國王的壓迫之下，他只能對稗說加以批評，支持

文體反正。 

 
14 [朝鮮]韓國國史編撰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十六年（1792）十月十九日。 

15 [朝鮮]韓國國史編撰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十九年（1795）七月二十五日。 

16  金祖淳也曾提交檢討書，但他還是寫了漢文小說《五臺劍俠傳》，講述漢陽青年徐生到了五臺山，遇

到一位劍俠的故事。作者自己透露，在年輕時曾閱讀《史記·刺客列傳》，看過傳奇小說《紅線傳》

和《韋十一娘傳》，也就是說金祖淳正是受到這些作品的影響才能夠寫出《五臺劍俠傳》的。 
17 [朝鮮]李相璜：《斥稗詩》，《桐漁遺集》，高麗大學藏本，葉四二-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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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祖國王推動“文體反正”運動的時候，曾提到朴趾源（1735-1805）的

《熱河日記》，認為《熱河日記》文中夾雜小品和小說文體，對朝鮮文壇浮華作風

的形成，應該承担非常大的責任。正祖除授朴趾源為沔川郡守時，想起不久前漂

流到臺灣澎湖，九死一生被救回國的李邦翼的漂海故事，即要求朴趾源撰寫一篇

文體鄭重的文章。《承政院日記》中如此描寫： 

上御誠正閣……沔川郡守朴趾源，以次進伏訖。命讀奏公事……命守

令進前，趾源進，奏職姓名。上曰：“曾經幾處守令乎？”趾源曰：“經安

義縣監矣。”上曰：“爾年幾何？”趾源曰：“六十一歲矣。”上曰：“久聞

爾才華，而未能一試矣。爾之文體，今果善變乎？”趾源曰：“伏承下敎，

惶恐，不知所達矣。”上曰：“以若才華，何必爲如是文體乎？方有好材

料，欲令爾作一文字。濟州漂海人李邦翼事迹甚奇，爾聞之乎？”趾源曰：

“略聞其事矣。”上曰：“沔雖小邑，此亦難治，須善爲之。”仍命先退。18 

朴趾源的《熱河日記》生動活潑，集中包括一些小說性的故事（如虎叱），但由

於他的小品體的文風為正祖不喜，《熱河日記》在相當长的期間裏，在奉行儒家

保守觀念的文壇上不易流通。他的孫子朴珪壽雖然當過領議政，還是無法直接出

版朴趾源的文集。 

京畿南陽（華城）儒生李鈺（1760-1815），雖然出身寒微，但在正祖十四年

（1790）增廣試考上生員二等，進入成均館。此時正祖推動“文體反正”措施，

強調成均館儒生應該努力排斥小品文體，沉醉於明末清初文人小品作品中的李

鈺，無法專心於迂闊的唐宋八大家古文的嚴肅文風，文章中難免摻雜稗說小說的

痕迹，正祖十六年（1792）被國王發現，正祖令讓每天撰四六文五十首，再去慶

尚道充軍贖罪。正祖二十年（1796）李鈺參加科舉考試（別試初試），榮登首席

狀元，而國王竟以小品文體並未徹底改過為由，把他降為末席，李鈺遂拋棄科舉

出仕的夢想，回鄉隱居，讀書撰文，成為一位民間文學家、小說家。有幸的是，

他的成均館同學金鑢（1766-1821）将一向以來搜集的李鈺作品，收錄於自己的

文集《潭庭叢書》中，得以流傳至今。李鈺是真正的天才文人，即便是國王的嚴

厲責備，也未能遮蓋他的文學性靈。他以當時流行的小品文體，将花草小蟲的一

靜一動、山水風月的大千世界以及心裏深處的微妙變化等都表現出來，引起讀者

的感動。他還留下小說《沈生傳》、《柳光億傳》、《成進士傳》以及《文無子文

抄》、《梅花外史》、《花石子文抄》等。李鈺事件在正祖末年引起很大的風波，這

樣一位有氣慨的獨特文人的出現，是對“文體反正”運動的一種打擊，國王正祖

 
18 [朝鮮]韓國國史編撰委員會：《承政院日記》正祖二十一年（1797）閏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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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志於建立一个符合儒家理念的理想國家，但在在位第二十四年（1800）的

六月忽然薨逝，夢想最终未能達成。到了十九世紀以後，朝鮮王朝已被捲入於動

蕩不安的東亞及世界情勢的大漩渦中，“文體反正”運動最终也未能實現它的既

有目標，不知黄泉之下的正祖是否为之扼腕不已。 

 

 

三、朝鮮文人对中國小說仍然關注 

 

正祖年間對小說的禁止措施雖然是對英祖年間時代風氣的強烈反彈，但是無

法全面攔阻小說的流行。清朝初期的才子佳人小說及乾隆以來的許多名作還是陸

續進入朝鮮，加上朝鮮諺文小說的創作以及中國小說的諺文翻譯在民間不斷推

行，後來小說又開始重新為宮廷中的人物所喜愛。 

事實上，十八世紀的朝鮮文壇仍有不少喜愛小說者，如安鼎福、俞晚柱等。

安鼎福（1712-1791）的《順庵雜誌》（四十二冊）中有關於四大奇書的介紹： 

余觀唐板小說，有四大奇書，一《三國志》、二《水滸志》、三《西遊

記》、四《金屏（瓶）梅》也。試《三國》一匣，其評論新奇，多可觀，其

凡例亦可觀，其序文亦以一奇字命意。而其文法亦甚奇。考其人則金人

瑞，毛宗崗也。考其時則順治甲申也。未知金人瑞，毛宗崗為何人，而順

治甲申歲，此天地變易，華夏淪沒之時，中原衣冠，混入於剃髮左袵之

類。文人才子之怨抑而不遇者，其或托此而寓其志也。19 

這時，最熟悉中國小說的民間文人之一當屬俞晚柱（1755-1788）。他在短暫的人

生中，特別是後半生的十三年間，寫有非常詳細的讀書日記，在其死後由親友編

集題為《欽英》20  。我們從中可以知道當年許多中國古籍的輸入與流通的具體情

況，他在讀書日記中展示大量的閱讀小說的經驗，以及對小說創作表示讚同的態

度，與當年傳統文人有所區別的小說觀，成為寶貴的參考資料。《欽英》第二

冊，有記錄曰： 

蓋嘗就四大奇書而斷之，《三國》戰爭之奇也，故其書長於機辯。《水

滸》衰亂之奇也，故其書長於氣義。《西廂》幽艷之奇也，故其書長於情

 
19 [朝鮮]安鼎福：《順庵雜誌》，曹喜雄編：《古典小說文獻情報》，首爾：集文堂，2000，頁 261。 

20  [朝鮮]俞晚柱：《欽英》二十四冊，奎章閣所藏，首爾大學，1997；《欽英選集》第 2 冊，首爾：

DOLBEGAE（石枕）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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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第一》炎涼之奇也，故其書長於人情物態。21 

在此，俞晚柱提及的四大奇書，有《西廂記》而無《西遊記》，這是另有來源還

是他自己受到《第六才子書》的影響而改動的，不得而知。這裏所謂的《第一》

應該就是《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即張竹坡批評本《金瓶梅》。他對每部書的內

容特徵的概括，更是非常恰當。在朝鮮文人中，如此深刻探討小說的並不多。在

一七八一年俞晚柱評論《三國志》時，提到四大奇書中《三國演義》是第一好

書，在一七八六年評論金聖歎時，又在文中對金聖歎的評論表示深為折服，說四

大奇書（指四大奇書中的《水滸傳》）是金聖歎假託施耐庵之名而作的。 

總體上看，對於小說的評價，十八世紀朝鮮文人之間看法不一。如沈縡（金

宰）偏於肯定，而李德懋則偏於否定。但他們都對中國小說比較熟悉。沈縡

（1722-1784）的《松泉筆譚》對小說有所討論，如《三國志》、《世說新語》、《西

遊記》等，他的小說觀是較中肯的，其曰： 

至於《水滸傳》、《西遊記》之屬，雖用意新巧，命辭瑰奇，別是一種

文字，非上所稱諸書之例也。明人劇賞之，加以俗尚輕薄波蕩，輒贗作一

副說話，以售於世。大抵皆演或成史傳無男女交歡事也。演史出，而正史

事迹汨亂。男女之事，又多淫媟，尤非壯士所可近眼，而近來人鮮篤實，

喜以此等小說作為消寂遣日之資，甚可歎也。余意年少惜陰者，固不可留

意於此。22 

在這段文字的前一部分，他對小說的優秀文學技巧予以肯定，但對小說的內容則

持強烈批評的態度。在後面一部分，他又回到較為肯定的立場： 

愚按《西遊記》、《水滸傳》，文章機軸，稗書中大家數也。先輩或有發

迹於是書，而成文章者云：“《西遊記》，如‘人離鄉則賤，物離鄉則貴’、

‘綠酒紅人面，黃金黑士心’、‘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

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此真名談、格言，

而亦足以警發人者也。23 

李德懋（1741-1793）為朝鮮著名的實學家，博學多識，因讀過萬卷書著

稱。他曾引用王士禛《居易錄》、周密《癸辛雜誌》、胡應麟《莊嶽委譚》等書中

 
21 [朝鮮]俞晚柱：《欽英》第 2 冊，1776 年 12 月 30 日，頁 280。 

22 [朝鮮]沈縡：《松泉筆譚》卷元，十九項，奎章閣藏本，首爾大學，頁 19。 

23 [朝鮮]沈縡：《松泉筆譚》卷元，十九項，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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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水滸傳》的論述，比較詳細地討論水滸人物和情節故事。因此，他雖然是

反對小說的否定派人物，實際上屬於對明末清初中國小說持有非常廣泛而且很深

刻認識的人，在研究中國小說在朝鮮傳播的時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學者。關於

小說的論述，其所著《青莊館全書》中，卷五有《小說》，卷五十有《水滸傳》

和《小說·演義》，卷五十三有《小說之學》，卷六十有《招安梁山榜文》等篇。

李德懋從小讀過不少小說，對長篇小說的出版情況和作品的人物及情節都比較熟

悉，但是由於少時受到父親的嚴厲教訓，慢慢擺脫閱讀小說的習慣，認為小說是

壞人子弟之書： 

小說最壞人子弟，不可使子弟開看。一看於此，淪沒者多。……余嘗

聞，明末流賊多冒《水滸傳》中強盜名字……余嘗看《水滸傳》，其寫人情

物態處，文心巧妙，可謂小說之魁，合號綠林董狐。24 

他指出，小說致人陷入三種迷惑，第一是創作，第二是評點，第三是閱讀。他認

為被迷惑之人作書，更有迷惑之人點評，再有迷惑之人喜讀。漢之黨錮，晉之清

談，唐之詩律，雖有可觀之處，還是成為導致亡國之事，如今小說之盛，總有誤

國之禍，所以應該嚴禁小說新創，毀破舊作。由於他自己曾閱讀過不少小說，有

豐富的經驗，因此，其反對沉溺於小說的主張具有說服力。他的主張正與國王正

祖相似，應該說，李德懋對小說的批評，是為了配合正祖推動的“文體反正”運

動而進行的。 

 

 

結語 

 

以上對十八世紀朝鮮宮廷及文壇上圍繞小說的爭論稍加探討。在和平安定的

十八世紀，朝鮮宮廷人物中包括國王、世子等不少人對小說持肯定的態度，且都

喜歡閱讀小說，或加以翻譯，或編册成書。但在思悼世子遭遇悲慘的命運後，其

子正祖特別警戒，時時謹慎，按照儒家正統觀念來拘束朝廷大臣以及文人學士，

并強調不應使用小品或小說文體作文，發起“文體反正”的改革運動。它的來源

應該說是多方面的，但是思悼世子臨刑數日前親自寫序、命編的小說插圖《繪模

本》畫冊，也成為其原因之一。正祖斥責偷看小說的大臣李相璜、金祖淳，為了

 
24  [朝鮮]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五，“嬰處雜稿”一，《國譯青莊館全書》第 2 冊，首爾：民族文化

推進會，1967，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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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朴趾源改正文體，下令其撰文《書李邦翼事》，還因成均館儒生李鈺的小品文

體，對其多次警告，不准他榮登科舉狀元，這些事件都是正祖推動文體改革的措

施。但是，十八世紀已逐漸進入思想開放的時代，有些開放進步的文人仍堅持閱

讀小說。正祖要建立儒家理想國家的夢想到了動蕩的十九世紀，更是無法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