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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  
 
 
成書背景  

《水滸傳》與其他中國早期的章回小說一樣，由勾欄瓦肆
講史到書成巨帙，經歷過錯綜複雜的過程，匯聚了不知多少說
書人騰挪變化的敘事辯才，又融合了數代文人士子鎔裁謀篇揮
灑行文的雄奇匠心，俗雅滲融，質文互補，最後由大手筆集其
大成，才產生這家傳戶曉的名著。 

北宋末年，以宋江為首的一支「盜寇」，橫行於當日的河北、
東京、淮南等地區，聲勢頗大。據《宋史》和其他一些史書記
載，朝廷曾採取招撫和鎮壓手段，未能奏效，最後由海州知州
張叔夜用計招降。宋江等歸降之後，有說被坑殺，有說參與征
剿方臘，究竟真實的情形怎樣，也就無從稽考了。  

在當日政治不清，官吏腐敗，所謂「亂自上作」的情況下，
宋江等人也許除了幹一般殺人放火的綠林行徑外，可能真的做
過一番對抗貪官、劫富濟貧的義舉，因而贏得百姓的青睞。南
宋時，經說書人輾轉傳播，添加枝葉，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
大抵已深入民心，家傳戶曉了。宋人筆記屢有提及外，名畫家
李嵩也為他們畫像，畫家兼文學家龔開為畫像寫贊詞。 

結集於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遺事》，可以說是早期表現宋
江起義故事的較詳細作品。該書第四節簡略敘述了「楊志賣
刀」、「劫生辰綱」、「宋江殺惜」、「敗呼延綽」及「受招安征方
臘」的故事，為後來《水滸傳》的成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到了元代，雜劇盛行，水滸故事登上舞台，據元明兩代如
鍾嗣成《錄鬼簿》、賈仲明《錄鬼簿續篇》等書所載有關水滸戲
有三十四種之多，其中傳世的有十種，這些劇目與《水滸傳》
成書時間孰先孰後，學者的意見不一，但無論如何，元劇為《水
滸傳》的成書提供重要的素材，卻是無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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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水滸傳》的作者是誰，眾說紛紜，大致有三種說法： 

1.  說是施耐庵。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云：「元人
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為盛行。」又云：「世傳施號耐
庵。」 

2.  說是羅貫中。明王圻《續文獻通考》稱：「《水滸傳》，羅貫
著，貫字貫中，杭州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云：「錢
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1，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
傳》敘宋江等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 

3.  說是施耐庵作羅貫中編。明高儒《百川書志》云：「《忠義
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又郎
瑛《七修類編》云：「《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
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
的本。」 

上述三種說法，當代都有支持者，很難決斷誰是誰非。然一般
所傳，《水滸傳》是施耐庵所作。 

關於施耐庵，由於資料缺乏，難以確知。有說施耐庵是宋
末元初的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有說他是泰州白駒場（今江
蘇興化、大豐）人；也有說歷史上根本不存在一個真的施耐庵，
而是郭勛門客的托名。至於施耐庵的生平，更是撲朔迷離。儘
管近幾十年來，先後發現施耐庵的神主、墓碑以及《興化縣續
志》中明代淮安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和傳記等一些材料，
記敘施氏的生平，但學術界多認為資料不可靠。有關細節，這
裡不暇細說了。 
 
版   本  

《水滸傳》的版本流傳情況相當複雜，大體上有繁本和簡
本兩大系統。繁本的文字較繁富，細節描寫較細緻；簡本的文
字較簡約，細節描寫較粗略。但就情節的多寡而言，簡本都包
含有征田虎、征王慶兩大段故事，而繁本中較早的百回本卻沒

                                                 
1 按：田氏指羅貫中是南宋時人，自屬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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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兩個故事。至於繁、簡系統之間，誰先出，誰後出的問題，
研究者意見紛紜，有的說簡先繁後，繁本是在簡本基礎上加工
而成的；有的說繁先簡後，簡本是繁本的刪節本；也有人說兩
個系統互不干擾，同時發展。究竟哪種意見正確，至今仍未有
定論。 

繁本《水滸傳》有一百回、一百二十回和七十回三種。百
回本以容與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最為完整；一
百二十回本以袁無涯刊《忠義水滸傳》最著，蓋取百回本為基
礎，增加了據簡本改寫的征田虎、征王慶故事而成的；七十回
本貫華堂刻，名為《第五才子書水滸傳》，為金聖嘆以百回繁本
刪節而成，為目前最常讀到的版本。金氏將繁本的七十一回後
半部直至結尾全刪除，把原書的「引首」和第一回「洪太尉誤
走妖魔」合併為「楔子」，正文從第二回開始，到七十一回「梁
山泊英雄排座次」改寫為「梁山泊英雄驚惡夢」結束全書。金
氏又偽托施耐庵寫了三篇序文和全書評語，對讀者深入鑑賞《水
滸傳》帶來一定的幫助。 

簡本《水滸傳》有一百一十回、一百一十五回、一百二十
回及一百二十四回等，以雙峰堂刊《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
滸傳評林》為著。 
 
內容大要  

《水滸傳》的主要內容，是敘述梁山起義軍的形成、發展、
壯大和失敗的整個過程。它深刻地反映出亂自上作、官逼民反
的政治現實，成功地塑造了起義英雄的群像，並通過他們的反
抗歷程展現了起義如何由零散的星火發展到燎原的過程；也具
體地揭示了起義失敗的內在原因。 

全書除第一回（即七十回本的「楔子」）是故事的引子以外，
內容大致可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由第二回至七十一回，寫梁山起義軍的形成、發
展和茁壯，是全書最精彩的地方。從一開始，作品即著力描寫
上至宰相、太尉、知府、中書，下至豪紳、惡霸、貪官、污吏
如高太尉、梁中書、慕容知府、鎮關西、蔣門神、毛太公、西
門慶等的貪婪、腐朽和殘暴。他們或則權傾朝野，因私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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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則依仗權勢，橫徵暴取；或則貪財為己，草菅人命；或則凶
殘霸道，魚肉鄉民。受害者在各種壓迫下生活維艱，被迫起來
反抗。作者起初描述個別單一的反抗，如魯智深、林沖、武松
等的劫富濟貧、抱打不平、報仇雪恨、除暴安良、懲治貪官的
行動，經過智取生辰綱、大鬧清風寨、三打祝家莊、踏平曾頭
市等，使群雄逐漸聯合起來，形成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匯聚梁
山水泊。綜觀好漢之中，有自願上山的，有被貪官污吏逼上梁
山的，也有受到感召而上山的。最後一百零八好漢樹立「替天
行道」大旗，齊聚忠義堂，「排座次」，盛極一時。擁軍數十萬，
力足以抗朝廷的征剿。 

第二部分由七十二回至末，主要描寫梁山好漢接受朝廷招
安，為國家效力的過程。在「排座次」以後，梁山好漢「兩贏
童貫」、「三敗高俅」，勢足以建立新朝，奪取宋室政權，但由於
眾頭領如宋江等的極力主張，加上朝廷內宿太尉等「清官」的
拉攏，終於接受招安，走上歸順朝廷之路。旋被遣派北征遼國、
剿滅田虎、王慶，盡皆凱旋而歸，威震四方。及後南征方臘一
役，梁山英雄傷亡慘重。僥倖生存而回的僅得二十七頭領，他
們有些入寺出家，心如死灰；有些托辭遁隱，寄身化外；有些
已成廢人，不願為官；有些不戀富貴，重返山林；有些看穿世
道，棄官還鄉；有些不辭而別，浪跡江湖。餘下在宦海浮沉如
宋江等，竟在奸臣的陷害下，一一喪生。一場轟轟烈烈的起義，
就這樣以悲劇的結局而結束。 

《水滸傳》寫的是英雄的悲劇，「義」與「忠」，是小說的
兩大脈絡，前部分強調各個富有生命力的英雄，同心協力，義
氣相投，以對抗政治、社會的黑暗勢力；後部分則依據歷史規
律性的原則，以理性化的方式，安頓民眾起義的其中一個結果
 ——接受招安、妥協投降。作品描寫梁山好漢這股力量，最後
效忠朝廷，為國家出力。實際上，好漢的「義」與「忠」是相
互衝突的，「義氣」的本質，與腐敗的統治階層所制定的法律與
道德規範，勢必發生衝突；更何況，「忠君」背後潛藏的詭計陰
謀與權力鬥爭，也絕非草莽英雄所能承受和應付的。悲劇，正
是英雄注定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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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特色  

《水滸傳》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影響巨大的作品，不
僅在它思想內容的豐富，而且，也由於它具有多樣的藝術特色。
茲簡述如下： 

1.  完整的結構和引人入勝的情節 

《水滸傳》的結構很有特色，它既是完整的，同時又
是富有變化的。作品從高俅發跡始至梁山好漢魂聚蓼兒窪
止，對於人物與情節的安排，主要是單線式發展，每位好
漢的故事既有相對的獨立性，又是一環緊扣一環，互相勾
連。例如寫高俅的發跡，引出王進夜奔，王進又引出史進，
史進引出魯達，魯達引出林沖，林沖引出楊志，楊志引出
晁蓋等人，再由晁蓋等人引出宋江，由宋江引出武松，梁
山主要好漢的故事都是這樣一環扣一環發展出來的。這種
安排固然是由於繼承了「話本」表現手法的特點，但更主
要的還是為全書的內容所決定，即通過各個人物被逼上梁
山的不同道路來展示起義鬥爭的廣闊畫面。小說結構的完
整，還表現在開端、高潮和結局等精心安排上。作品把高
俅安排在全書開端，是為了突出「亂自上作」的意義而引
出「官逼民反」的主題。從英雄由個人反抗到「排座次」，
逐步形成了起義的高潮，以後走上了接受安撫、妥協投降
的道路，終以「魂聚蓼兒窪」的悲劇告終。 

《水滸傳》中引人入勝的情節隨處可見。前七十一回
的情節緊緊地圍繞「官逼民反」這一中心主題，例如「智
取生辰綱」、「風雪山神廟」、「大鬧清風寨」、「血濺鴛鴦樓」、
「三打祝家莊」、「夜打曾頭市」、「攻陷大名府」等，都給
人以生動曲折、騰挪跌宕、驚心動魄、妙趣橫生的感受。
而且，書中的情節也充分起了展示人物性格的作用。隨著
人物的出場與行動，常出現一組組的情節，而每一組情節
又往往是人物性格的發展史。因此當一提到武松時，人們
就會聯想到「景陽崗打虎」、「鬥殺西門慶」、「醉打蔣門神」、
「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等刀光血影、震撼人心的
場面；提到林沖時，就會記起他「誤入白虎堂」、「刺配滄
州道」、「風雪山神廟」等不幸的遭遇。其他如宋江、李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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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達等也莫不如此。七十一回以後，情節就沿著兩贏童貫、
三敗高俅，然後接受招安，征遼、征田虎王慶及征方臘發
展下來。其間在處理上頗多矛盾的地方，藝術成就遠不如
前七十一回，所以普遍被認為七十一回以後的情節，很多
是後人增添的，難怪被金聖嘆全面刪去。 

2.  成功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 

《水滸傳》全書出場的人物在八百以上，其中著力描
寫的是一百零八好漢。金聖嘆評論《水滸傳》時曾說：「別
一部書，看過一遍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
非為他把一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貫華堂原本《水
滸傳》：第五才子書》）當然，說一百零八好漢個個都性格
突出，有點失實，但《水滸傳》至少出現一二十個個性鮮
明的典型形象，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在人物塑造方面，《水滸傳》善於從人物身份、地位、
生活閱歷和遭遇去刻劃人物的性格，例如林沖、魯達、楊
志雖同是武藝出眾的軍官，但走上梁山的經歷和遭遇卻不
一樣，因而性格各有不同。對於林沖來說，他擁有禁軍教
頭的地位、優厚的待遇和美滿的家庭，很自然地形成了一
種滿足於現實而怯於反抗的性格，對高衙內想霸佔他的妻
子並千方百計的陷害一再隱忍；同時他的背景，又使他結
交了眾多江湖好漢後，形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
的性格。因此林沖的隱忍不同於逆來順受。在他「忍」的
性格中，蘊藏著「不能忍」的因素。最後，他被逼上梁山，
正是不能忍所併發出的復仇怒火造成，是他性格發展的必
然結果。與林沖相比，魯達並未遇到那樣的不幸，他無親
無故，無牽無掛，他在和統治階層長期周旋中，看透了他
們荒淫腐朽的本質，形成了他酷愛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
這種性格和當時黑暗的現實，存在著不可協調的矛盾。因
此，魯達的反抗道路是主動的。至於「三代將門之後，五
侯楊令公之孫」的楊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為曲折。「一刀
一槍，博個封妻蔭子」是他的生活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
想，他可以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綱」後，他積極以賄賂
手段，意圖恢復原來的官職，甚至路過梁山泊也拒絕上山
入伙。到了東京，受到高俅的排斥，落魄賣刀，無意中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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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潑皮牛二而遭充軍。當得到梁中書的賞識後，他追求名
利的欲望又熾烈起來。在比武場上的鬥狠逞能，護送「生
辰綱」時的謹小慎微，都充分表現了這一點。直到「生辰
綱」被劫，生命受到威脅，才亡命江湖，落草上了二龍山。 

《水滸傳》又善於通過人物的行為來顯示他們的性格
特徵。作品中運用心理描寫的不多，即使用也不是靜止的，
而是在情節的自然發展下作以貌傳神式的客觀交待。作品
傾力描繪人物本身的語言和行動以塑造人物性格。例如通
過景陽崗打虎，顯示武松的神威智勇；通過智取生辰綱，
展示吳用的神機妙算；通過潯陽劫法場，刻劃李逵的粗鹵
莽撞；通過拳打鎮關西、野豬林救林沖、劉家莊揍小霸王、
冒險救史進等，突出魯智深的仗義忠勇。總之，《水滸傳》
中凡是有鮮明形象的人物，都曾出現過精彩的行為描述。 

《水滸傳》在人物刻劃的藝術表現手法上，是繼承話
本的傳統而來的。話本是說給人聽的，為了吸引聽眾，凡
是違離故事情節，對人物的外貌和心理等作靜止、冗長描
繪的，都須避忌，務求通過人物的具體行動和他們之間的
矛盾衝突來揭示人物性格。《水滸傳》在人物典型化的多樣
表現手法，都有自己獨特的創造，較之宋元話本無疑優勝
得多。 

3.  洗煉、生動及富於個性的語言 

鄭振鐸在《水滸傳的演進》一文中對《水滸傳》的語
言予以極高評價，並稱之為「活潑潑的如生鐵鑄就的造語
遣辭」。由於《水滸傳》是從話本發展而來的，因此先天就
有口語化的特點。然而要將口語寫得「活潑潑」的同時又
如「生鐵鑄就」，絕對不是「我手寫我口」便能做到，必須
化拖沓為洗煉，去呆板為生動才成。 

《水滸傳》的語言明快、洗煉，無論敘述事件或刻劃
人物，往往是寥寥幾筆，就能使描寫的對象形神畢現地呈
現在讀者之前。在「汴京城楊志賣刀」一回中，對潑皮牛
二的描寫就是這樣。書中只寫「只見遠遠地黑凜凜的一條
大漢，吃得半醉，一步一顛撞將來」幾句，便把牛二惡形
惡相的醉態形象地勾畫出來。緊跟著牛二與楊志論刀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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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簡潔對話中，又把牛二百般刁難，撒潑耍賴的神態，表
現得淋漓盡致。其他如「魯提轄拳打鎮關西」一段描寫更
為精彩，作者以幽默、俏皮的語言，貼切的比喻，並通過
鄭屠的自身感受，把他被打的醜態表現得異常逼真，讀來
特別使人感到痛快。至於「吳用智取生辰綱」、「景陽崗武
松打虎」、「劫法場石秀跳樓」等回，均是筆下生風，精彩
絕倫的痛快文字。 

還有，《水滸傳》中人物的語言都富於個性化，達到了
很高的成就。如吳用的語言聰慧機智，李逵的語言粗鹵幼
稚，林沖的語言沈穩有度，魯達的語言豪爽尖辛，甚至如
閻婆惜的語言刁鑽潑辣，王婆的語言老練圓滑等，都給人
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總之，小說中的人物性格有甚麼特
性，在語言上都作充份的呼應，沒有雷同，沒有張冠李戴，
誠如金聖嘆說：「如魯達粗鹵是性急，史進粗鹵是少年任
氣，李逵粗鹵是蠻，武松粗鹵是豪傑不受羈勒，阮小七粗
鹵是悲憤無處說，焦挺粗鹵是氣質不好。」（《貫華堂原本
《水滸傳》：第五才子書》）非文字的大手筆，不能到達如
此高超的境界。 

 
教學建議  

1. 課程指定作品選讀了《三國演義》第四十九至第五十回敘
述「赤壁之戰」的部分，學生對作品以至全書的人物描寫
當有一定的認識。《三國演義》擅寫人物，但其中的人物性
格大多是靜止性的；《水滸傳》的人物性格描寫，則較多注
重發展變化，舉如魯達、林沖、宋江等，在小說中前後判
若兩人，這在中國小說人物描繪的發展史上，無疑是一大
進步。教師不妨稍加點撥，引導學生閱讀作品後討論分析，
讓他們有更深入的體會和吸收，並最終能運用於個人的創
作上。 

2.  中央電視台攝製的長編電視劇《水滸傳》，由選角到拍攝都
很嚴謹，頗能將原著的特色反映出來。教師如能選播若干
片段，用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或作引入討論的前奏，
課堂效果必然更好。當然，由聲光藝術的吸引而誘發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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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原著的追求，則有待教師如何開學養正了。 

3.  通過辯論，可使學生對原著某些方面了解得更透徹，而且
辯論前的準備，已是很好的學習過程。教師可在課堂內或
課外的適當時間，舉行分組的辯論比賽。以下提供一些辯
題，以供參考： 

(1)  《水滸傳》誨盜，應列為禁書 

(2)  宋江力主接受招安，是愚忠的行為 

(3)  《水滸傳》的悲劇結局是必然的 

(4)  《水滸傳》的作者歧視女性 

(5)  金聖嘆腰斬《水滸傳》功大於過 

(6)  吳用的神機妙算更勝諸葛亮 

(7)  「官逼」一定「民反」 

(8)  要「替天行道」，就不能「忠義兩全」 

4、 偌大一部《水滸傳》，要鼓勵學生研讀全書，絕非易事。教
師可設計不同的專題，讓學生有計畫、有所求地略讀、選
讀而至細讀、精讀。以下提供一些專題，以供採用： 

(1)  《水滸傳》的衣食住行 

(2)  《水滸傳》的風俗習慣 

(3)  《水滸傳》的方言俗語 

(4)  《水滸傳》的婦女 

(5)  《水滸傳》的官名 

(6)  《水滸傳》的兵器 

(7)  《水滸傳》的喪葬禮儀 

(8)  《水滸傳》的人物渾號 

(9)  《水滸傳》的詩詞 

(10)  談談《水滸傳》的景物描寫 

(11)  談談《水滸傳》的行動描寫 

(12)  談談《水滸傳》的心理描寫 

(13)  論《水滸傳》的招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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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從《水滸傳》看到的人生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