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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侠五义⟫回目的编排方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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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 说唱⟪包公案⟫与石派书⟪龙图公案⟫的关系
有关小说回目的研究成果很多, 其中李小龙的研究成果很完整, 具有一定
的学术价值1). 不过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有关说唱与小说回目关系没有详细探
讨. 本文研究《三侠五义》的回目, 主要是为了弥补这一方面的空缺. 此外,
回目是在目前研究小说的资料中较少注意到的部分. 除了在学术界常见的研
究方法以外, 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三侠五义》的回目, 应该能找出新的看
* 朴炫坤, 建国大学校 中语中文学科 讲师 ahkoon@hanmail.net
本论文的"1"和"3"参考了在2013年度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举办的联合国际学术大会上发表
的论文⟨从说唱到小说:《三侠五义》文本生成论⟩, 笔者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1)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论文,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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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三侠五义》是清中期著名的侠义公案小说. 由于清中期(从嘉庆到光绪)
是在中国的曲艺发展史上鼎盛的时期, 已达到繁盛的顶峰, 当时不少文人在民
间说唱的基础上修改编创通俗文本2). 不仅如此, 从嘉庆之后, 随着清代朝廷
文化政策的宽松, 民间说书呈现新的繁荣景象. 这样的现象逐渐影响到清中期
通俗小说的文本形态, 《三侠五义》就是其中的代表. 因此为了探讨说唱与小
说这两种文本的关系, 约略叙述《三侠五义》文本生成的背景. 《三侠五义》
文本的生成和它的底稿说唱《包公案》极具关联. 说唱《包公案》是清中期
著名的说书艺人石玉崑的说唱本3), 不过它在流发传过程中早已散失, 只能从
“石玉崑派”说唱本石派书《龙图公案》中寻找相关依据.
有关石派书《龙图公案》和小说《三侠五义》的底稿说唱《包公案》的
问题,目前学界众说纷纭, 还没有指出正确的说法. 先以时代先后来看, 陈锦钊
指出在这两种说唱本当中, 说唱《包公案》是在道光年间, 石派书《龙图公
案》是在光绪年间各由民间书坊抄写而成4), 今后收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与中
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为了理清这两种说唱本之间的关系, 先从当时曲坛
上的潜规则“师承关系”来探讨. 从嘉庆到光绪中期, 说书艺人想在曲艺界发
展,需要先通过“师承关系”这一重要门径, 才能进行说书活动. 于是, 在当时曲
艺界里不少著名的说书艺人, 各自形成了独特的表演方式. 例如, 韩圭湖、浦
琳、叶霜林、邹必显、马如飞、石玉昆等都是在当时曲坛上具有名气的说书
艺人, 具有一定的说书造诣与表演技巧. 尤其是石玉昆与当时最有名气的艺人
柳敬亭相媲美. 因此分析石派书《龙图公案》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出有关石玉
昆的说书活动. 例如“胡诌”、“玉崑石三爷”、说唱回目等重要线索来看, 石派
书的说书艺人应该不只是“石玉崑派”的说书艺人, 石派书也属于“石玉崑派”
的说书系统.
此外, 这两种说唱本的关系在清中期盛行的侠义公案小说的序文中, 可以
找出与其相关的重要依据. 除了《三侠五义》以外, 当时著名的侠义公案小说
作品《施公案》、《彭公案》、《永庆昇平》也都是在民间说唱的基础上修
改编创而成的. 《施公案》和《彭公案》最初以说唱形式出现, 经过一番文人
2)苗怀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87—92页.
3)陈锦钊：〈谈石玉崑与《龙图公案》以及《三侠五义》的来源》〉, 〈书目季刊〉第
27卷第4期, 1994年, 118页.
4)陈锦钊 :〈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世纪回顾〉, 〈汉学研究通讯〉第22卷第2期, 2003年
5月, 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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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 呈现了评书的体制, 最后在评书的基础上改成小说作品. 不过这两部
书的评书本至今无法看见, 只能参考记载它们的文献目录. 除了这两部书以
外, 还有《永庆昇平》的成书过程也值得注意. 该书的成书过程比《施公案》
和《彭公案》还要复杂. 根据这些作品的序文记载, 《永庆昇平》原先以姜振
名的说唱本为流传, 后来经过弟子哈辅源改成评书本, 最后郭广瑞再据此改为
今天的状貌5). 不过该书是由评书文本直接成为小说文本的. 也就是说, 最初
被刊印的《永庆昇平》, 基本上是评书本《永庆昇平》6). 从这些史料上的记
载来看, 我们可以找出有关说唱《包公案》和石派书《龙图公案》关系的重
要线索.
第一、从曲艺界的师承关系来看, 说书艺人在曲艺界无法独立成为一
派, 以自己的名号进行说书活动. 如果想在曲艺界发展, 必先通
过“师承关系”这一门径才能取得资格.
第二、如果想探讨说唱《包公案》和石派书《龙图公案》的关系, 必须
在与其相关小说作品的序文中找出搜索依据.
第三、以曲艺界行情来看, 老百姓相当重视说书艺人之间的师承关系.
依此类推, 假如石玉崑和石派书艺人关系密切, 那么《包公案》
和石派书《龙图公案》的内容也必须相似. 《龙图耳录》是《三
侠五义》成书前过录的本子, 跟石派书《龙图公案》比较, 二者
内容大致相同. 从这样的关系来看, 石派书《龙图公案》应该在
一定程度上对《三侠五义》的改编产生过重要影响.
第四、即便石派书《龙图公案》不是《三侠五义》的底本, 但若考察石
派书里的情节、结构、回目, 至少可以得知二者的关系相当密
切.
因此, 笔者认为说唱《包公案》和石派书《龙图公案》不仅是属于同一
个说书系统, 而且石玉崑和石派书艺人还很可能是师承关系. 如果在当时曲坛
5)有关姜振名和哈辅源的师承关系，可以参见如下资料 ：
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北京卷）》, 北京：新华书店, 1999年,
670—671页. 连阔如：《江湖丛谈》,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年, 273页.
张次溪：《天桥丛谈》,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6年, 154—155页. 丁锡根：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年, 1559-1561页.
6)《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年, 1559-1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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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石玉崑是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 继承石玉崑派的说书艺人(也就是弟子)
应该是在石玉崑之后大量涌现. 由此可见, 我们至少可以得知说唱《包公案》
与石派书《龙图公案》, 石玉崑和石派书艺人的关系不只是非常密切, 也有一
定的关系. 因此, 研究《三侠五义》的回目, 必须在石派书《龙图公案》的基
础上进行探讨, 才能得知其编排过程的来龙去脉. 接下来, 笔者以被明显改编
的回目和情节为例, 进行探讨《三侠五义》回目的编排方式及其文化意义.

2. 预叙与悬念的交融与渗透
本节主要以说唱回目的角度来探讨编创者安排小说回目的过程. 从这一
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得知说书人与编创者对回目都有各自的创作与编排方式.
例如, 说唱的主要传播对象为听众阶层, 而小说的传播对象为读者群众, 在他
们的创作意识里体现着各自不同的审美标准. 因此通过回目体制, 一方面把叙
事文的构成方式提供给读者, 另一方面也使读者从叙事文的构成方式中可以
得知小说回目的编排方式. 于是笔者从这两方面来探讨小说回目的编排方式
及其意义.
文本是借由语言符号而成的形体结构. 审美主体在创造文本之际, 优先考
虑如何表达合适的语言符号. 针对审美客体而言, 阅读语言文字所关联的思维
活动皆从大脑引起, 久之形成联想、评价、想象等较为复杂的思维体系. 换言
之, 从文本的角度去理解语言符号, 即能产生象征、隐喻、反讽之类话语能
力, 这叫做从大脑中转化的概念.
根据神经生理学研究, 大脑分为左右两个半球, 左半球处理逻辑讯息, 右
半球处理形象信息. 语言作用于左半球, 体语属于右半球. 语言既要表达意义
明确, 也要逻辑井然. 于是读者从阅读的信息编码当中, 接受到两种不同语言
的表述形式：一是逻辑推论式, 二是形象描述式. 此故, 编创者从说唱改成小
说情节之后, 小说回目由八言诗句组成, 主要是为了便于引领读者翻阅到相应
的文本情节. 因为当读者翻阅文本之际, 首先注意到的是整齐又精炼的小说回
目, 相关的情节则根据回目提示的线索来展开. 因此编创者在改编之际, 将说
唱情节的重要核心用八言诗句安排在小说回目里, 不仅体现其预叙的叙事特
征, 还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这能产生有两方面作用：其一、交代故事提
纲, 其二、引起读者的悬疑心理。特别是编创者在安排小说回目时, 必须采用
说唱典型的“扣子”和“柁子”两种叙事技巧, 才能保留鲜活生动的说书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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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三侠五义》含有鲜活生动的说书韵味, 编创者在改编之际, 为了符
合八言诗句的小说回目, 进行了两方面的重要工作：一方面跟仅以两三个字
来命名的说唱回目做出区别, 二是尽可能把回目及其相应的情节形成严密的
逻辑组织. 不仅如此, 相应情节的叙事方式与结构安排还需要由小说回目来调
控与配置. 这样回目里的核心词汇及其相应的情节遥相呼应. 例如, 编创者在
安排之际, 将第一回情节里的悬念和线索安排在回目的前段与后段, 使得前后
段的情节结构与叙事方式有所区别. 前段情节大部分以人物活动为主, 体现出
小说情节多元化的立体特征, 导引读者进入多方的联想与多面的涵义. 于是编
创者将相关情节的叙事特征与第一回回目之前段“设阴谋”做出对应. 在改编
该回之后段之际, 逐渐消减“设阴谋”情节, 呈现结合悬念和线索的情节. 与其
相关的回目为“奋侠义替死救皇妃”, 与相关的重要情节对应的核心词汇乃“奋
侠义替死”. “奋侠义替死”这一短语又能分“奋侠义”与“替死”两部分. “奋侠义”
主要叙述陈琳、寇珠、余忠为了救出李后而舍身相救的侠义行为. “替死”是
为了加强三位人物的侠义行迹而安排的陪衬. 因此编创者把“救皇妃”放在第
一回末尾提示悬念之后, 结束该回情节. 值得注意的是, 编创者将说唱“扣子”
和“柁子”巧妙运用在后段末尾, 展现其立体化的叙述空间, 同时还采用了各种
叙事方式, 以对应该回之后段“奋侠义替死”. 那么回目与情节究竟孰先孰后？
经过分析, 我们不仅发现小说回目里已包含了编创者的创作意识及设计意图,
回目和与其相应情节的悬念和线索还形成了严密的有机组织. 第一回回目之
前后段及其情节之安排就是典型的例子. 简言之, 小说回目的预叙功能, 在第
一回回目与情节的安排过程当中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与此类似的回目为“相国
寺”与第六回“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应龙图审冤魂怨鬼”、“七里村”与第七回“收
公孙策密访奸人”、“九头案”与第十回、十一回、“天齐庙断后”与第十五回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苗家集”与第十三回“苗家集双侠对分金”、“南清宫庆
寿”与第十七回“南清宫太后认狄妃”、第十八回“奏沈疴仁宗认国母”. 其中第
十五、十八回的回目设置和情节的安排的关系, 跟第一回回目之后段与“奋侠
义替死救黄娘”之间极具类似之处.
由上所述, 从与说唱有关的小说回目和情节来看, 可知悬念不仅对小说情
节的推进极具重要性, 还对相应回目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如果进一步分析回目
与其相关情节的关系, 可发现悬念具有划分整个情节前后段落的功能. 其中第
十五回回回目与情节尤为明显. 由于该回之情节大部分着重在“天齐庙”情节,
因而该回之核心词汇乃“天齐庙”. 相较与其相应的情节, 发现“遇国母晚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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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庙”情节就在“你道是何事件”7)基础上叙述相关情节. 此外, 在第六、十三、
十七、十八回里可以找出相关的叙事方式. 如下 ：
说唱
回目
盘盒
相国寺
苗家集
天齐庙
断 后
南清宫
庆 寿

石派书
《龙图公案》
陈琳抱妆盒9)
没
有
相
关
的
叙
述
方
式

表18)

小说
回目
第一回
第六回
第十三回
第十五回
第十七回

《三侠五义》

陈琳手捧妆盒 …… 回朝覆
命10)
你道此山何名？11)
你道此人是谁 12)…… 且至
苗家集走走13)
你道是何事件？14)
你道夫人适才悄悄相
商？15)
第十八回 谁知道 圣上夜 间得一 奇
梦？16)

由上所述, 小说情节里的悬念不仅给每一回的情节划分了前后段落, 还能
7)张虹校注、杨宗莹校阅：《三侠五义》"第十五回", 台湾：三民书局, 1998年, 127页.
8)笔者在表内指出“没有相关的叙述方式”, 主要是因为说书艺人在展开情节的时候, 大部
分是在“扣子”的基础上展开, 不像小说情节一样用悬念分开前后段落. 于是笔者在表1
内指出“没有相关的叙述方式”. 可见在小说情节里的类似“你道……”的悬念与其相关的
说唱情节中的“扣子”有较大区别.
9)由于石派书"盘盒"情节大部分在叙述“陈琳抱妆盒"的过程, 为了考虑篇幅, 笔者仅以
“陈琳抱妆盒"来论述.
10)张虹校注、杨宗莹校阅：《三侠五义》"第一回", 台湾：三民书局, 1998年,4—6页.
11)《三侠五义》"第六回", 台湾：三民书局, 1998年, 57页.
12)《三侠五义》"第十三回", 台湾：三民书局, 1998年, 112页.
13)《三侠五义》"第十三回", 台湾：三民书局, 1998年, 114页.
14)《三侠五义》"第十五回", 台湾：三民书局, 1998年, 127页.
15)《三侠五义》"第十七回", 台湾：三民书局, 1998年, 141页.
16)《三侠五义》"第十八回", 台湾：三民书局, 1998年, 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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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给读者提供回目所对应情节的起始段落. 简言之, 编创者用悬念分段落以
后，由此展开与说唱有关的情节. 值得注意的是, 说书艺人大部分将说唱“扣
子”安排在韵文里发挥其悬念的功用. 于是编创者将说唱“扣子”改换成悬念之
后, 用它来分开每回情节的前后段, 继续展开相关情节. 值得注意的是, 比较
情节的前后段落及其相应的小说回目, 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
关系.
以《三侠五义》的情节安排为例, 编创者在安排第十五回之际, 将该回
的核心“遇国母”情节安排在正文之末尾. 接着在改编第十七回之际, 将该回之
核心“太后认狄妃”情节根据悬念“倘有机缘, 泄漏实情”17)来展开相应情节. 第
十八回情节也在这些悬念的提示下展开. 第十七、十八回合起来叙述李妃前
往南清宫拜见狄妃的情节.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个回目及其相关情节里的悬念,
是在第十七回里的另一段悬念“莫如将计就计, 如此如此”18)提示下展开的. 但
如果与其相应的回目比对, 似乎难以看见回目与悬念的对应关系. 基于此, 编
创者将第十七回“太后认狄妃”情节安排在下一个回目之前段里, 而在该回线
索提示下完成“太后认狄妃”情节. 也就是说, 第十八回回目之前段指出的线索
就是李妃与狄妃相见的情节. 此一情节承接着前段回目“太后认狄妃”内容开
展而来. 那么第十八回的线索究竟如何？该回里的线索大致分为四条, 如
下：
第十八回 奏沈疴仁宗认国母
怎么于忠替死
怎么送往陈州
怎么遇包公假认为母
叩求天露洗目重明

表2

与第十八回相关的情节与回目
第一回 奋侠义替死救皇妃
第十五回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第十六回 南清宫太后认狄妃

从这些线索的安排来看, 可以知道该回里的四条线索不仅牵涉到第一回末
尾的线索, 还间接说明编创者为了结束“太后认狄妃”情节, 而将四条线索安排
17)《三侠五义》"第十七回", 台湾：三民书局, 1998年, 145页.
18)《三侠五义》"第十七回", 台湾：三民书局, 1998年, 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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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一回前段里展开. 于是这些线索的安排符合前段回目“南清宫太后认狄
妃”. 此外, 与其类似的第十五回回目“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其核心词汇乃“晚
宿天齐庙”. 编创者在第十五回末尾指出的四条悬念与线索, 也是为了符合“晚
宿天齐庙”情节而设置的. 与其相关的说唱“天齐庙断后”比较, 《三侠五义》
第十五回末尾的四条线索不仅是完全由编创者所设置的悬念, 而且与该回回
目“遇国母晚宿天齐庙”完全对应. 因此比较第十五回和第十七、十八回回来
看, 编创者命名第十七回回目“南清宫太后认狄妃”有待斟酌.
那么接着比较“九头案”和第十、十一回情节.首先“九头案”、“天齐庙断
后”、“南清宫庆寿”情节在“开场白”里明显指出.文中指出四勇士、包公、公孙
策是“天下之事有非常之功, 必须等非常之人, 有非常之人才能立非常之功”,
“公孙先生尚且不能何况比人呢？”、“文正公胆量过人，一生建非常之功为非
常之人”19). 可见“九头案”里整个情节大部分由这些人物展开的. 于是文中重
要情节大部分由包公、公孙策、四勇士来解决“九头案”里的重要案件. 值得
注意的是, 比较第十、十一回情节、“九头案”的开场白是针对相应故事提供
的整体框架. 这主要因为说书艺人在书馆表演的时间有限, 一个月换一场, 因
而必须给书馆听众醒目的回目. 于是说唱回目仅就两三个字来命名, 然后接着
安排“开场白”来形成书馆的说书气氛, 并激起听众的兴趣和期待. 于是说书人
之所以用韵散文来安排长篇故事, 主要为了考虑到自身表演的固定时间以及
商业活动, 不得不着重在故事本身的内容. 于是石派书《龙图公案》的大部分
回目都是以两三个字为主, 相关内容与篇幅繁冗赘长. 可见开场白在说唱故事
里有衔接回目与故事的重要功能. 那么与其相关的第十、十一回回目与故事
的安排是如何？与其相关的说唱“九头案”、“南清宫庆寿”、“天齐庙断后”回
目与故事有何区别？
第十、十一回回目分别为“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扮化子勇士获贼人”和“审叶
阡儿包公断案”. 首先编创者在安排回目之际, 早已对相应情节的整体框架做
了周密考虑.故从八言诗句里可以预测相应情节的叙事框架. 为了分析回目与
故事的安排, 必须在情节里寻找其脉络.
“九头案”情节大部分由“扣子”组成.其环环相扣的图式体系从韵散形式里
可以找出原型.其与第十、十一回情节相比,可以看出二者区别.首先从第十回
回目与情节的安排来看,可以得知“买猪首书生遭横祸”与悬念的关系.我们可以
19)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俗文学丛刊编辑小组:《俗文学丛刊》,石派书《龙图
公案》"九头案 :405册", 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197-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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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头案”里的相关情节,来对照、梳理第十回回目与悬念的关系.如下 ：
回
目

表3

相关情节与悬念

回
目
第
十
回
前
段

相关情节与悬念
韩瑞龙
垫布
一颗血淋淋发髻蓬松女子
人头
女子头颅
男子尸体
韩生带着猪头回家的时候, 发现
用垫布包的竟是个女子头颅. 包
公叫人去查验韩家棺材,发现里面
竟然是男子尸体.（前后段落的界
限）
四勇士假扮乞丐捉拿叶阡儿,
并获得无头女尸

九 与第十回相应的 “ 九头案 ” 情
头 节的叙事方式大部分由 “ 扣 悬
案 子”来形成. 因此没有划清前 念
后段落的方式.
第
十
回
后
段
那么编创者在安排之际, 为什么将繁冗赘长的说唱故事改成八言诗句的
回目体制呢？这就牵涉到编创者在创作过程中对读与写内涵属性的认识及其
本人的创作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精工对仗的诗句不仅与其相应的情节具有密
切关系, 还提供给读者相应的情节结构方面的讯息. 于是小说回目之所以分为
八言诗句, 主要是为了严格安排叙事文内的前后篇幅. 基于此, 编创者从“九
头案”改成小说情节之际, 预先设想小说回目的命名,再来安排相应情节的叙
述.简言之, 小说回目如同石派书“开场白”, 提供读者相应情节的叙事框架, 也
能当做摘要来看待. 那么回目是否牵涉到相应情节的编排方式？是否跟小说
情节里的悬念有密切关系？由上述“九头案”与第十、十一回情节的关系来看,
可以得知二者区别在于说书与文本的叙事方式的不同. 由于说唱通过说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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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吻传播给书馆听众, 相应故事的叙事方式多半是顺叙.在说唱故事里, “扣
子”被安排在韵文中, 而散文则用以补叙前段韵文指出的预示与悬念. 在这样
的状态下, 整个说唱情节的结构形式是由“扣子”组成的环环相扣的图式体系.
因此说唱石派书不像小说情节, 在每一个重要环节里适时插入悬念来形成严
密的叙事形体, 而是在韵文或散文中提供线索之后, 继续沿着前段指出的线索
展开表演. 因此“救主”、“盘盒”、“拷御”、“庆寿”、“相国寺”、“七里村”、
“天齐庙断后”、“南清宫庆寿”、“九头案”等诸多情节的叙事方式显得简单清
晰, 其叙事方式基本上在每一回目里的“开场白”或“引场诗”里先前安排好的.
因此说唱回目的预叙功能基本上在“开场白”与“引场诗”里可以看见. 这在石
派书“救主”、“小包村”、“七里村”或者子弟书“救主”、“盘盒”、“拷御”中可以
找出相关依据.
那么编创者在安排小说情节之际, 究竟如何运用说唱回目来安排小说回
目呢？小说回目与其相关的情节之间的关系如何？由上述“庆寿”与第十七、
十八回, “天齐庙断后”与第十五回, “九头案”与第十、十一回的关系来看, 每
一个回目与其相关的故事情节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 “九头案”如同其他说唱
回目, 在每一段故事的起始段落上设置开场白, 预先说明相应情节的整体框
架, 大部分以人物之间的对话为主. 可见开场白的构成方式比较简单, 与其相
关的情节大部分在“扣子”的基础上进行. 因此说唱情节的叙事方式大部分在
正文里显而易见, 大部分由“一”、“二”、“三”来分段叙说篇幅较大的故事. 于
是《乐善堂子弟书》“序”文中指出“按段抄卖”的“段”跟在说唱本里分段叙说
的方式相同. 文中指出：
外有《龙图公案》, 按段抄卖，另有目录，要者定写20).
由此看来, 我们可以找出形成小说回目的重要依据. 小说回目被编创者命
名为八言诗句, 除了其本身包含的文学传统以外, 还牵涉到它的故事情节. 简
言之, 八言诗句可分为回目之前段与后段, 与前后相应的故事情节比较, 可以
得知情节里的叙事结构及其相应的回目具有密切关系. 其中小说情节里的悬
念是安排回目的关键. 于是编创者从说唱改成文本之际, 将韵文或正文里的
“扣子”, 经过自身笔墨改成符合文本体制的悬念, 根据需求各自安排在回目与
20)陈锦钊：〈谈石玉崑与《龙图公案》以及《三侠五义》的来源〉，〈书目季刊〉第27
卷第4期，1994年，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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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之内；将在说唱情节中用“开场白”、“引场诗”的形式所展现的故事框架
改为八言诗句, 并分成回目之前段与后段, 使每一个回目显现如同“开场白”、
“引场诗”的悬疑效果. 比较回目与相应情节, 可发现回目之前后段及其相应的
情节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 形成逻辑关系的主要因素就是悬念. 例如, 第一回
的核心在“设阴谋”, 不在“换太子”. 在相应情节里, 创作者以人物的活动来设
置悬念, 用各种叙事方式彰显其特性. 该回末尾里的四条线索均在“拷御”基础
上改成. 因此第一回回目之前段“奋侠义替死救黄娘”的核心, 分别在“奋侠义
替死”和“救皇娘”两个部分情节里表现 ；“余忠假扮李后而死”、“寇珠之
死”、“陈琳将李后送往陈州”等重要情节跟“拷御”末尾的指出的线索极具关
联。值得注意的是，编创者从“拷御”改成“第一回”末尾之际, 为了符合该回
之后段“奋侠义替死救皇娘”的内容, 将悬念和线索植入在末尾, 形成悬念与线
索相结合的叙事体系. 因此编创者在安排情节之际, 早已将说唱“扣子”植入小
说回目，改成八言诗句，同时将“救主”、“拷御”里的“扣子”和“柁子”渗透在
小说回目的每一句里, 表现由悬念构成的叙事框架. 简言之, “第一回”回目之
前后段, 再次细分为“奋侠义”、“替死”、“救皇娘”与“设阴谋”、“临产”、“换
太子”, 前段的核心在“设阴谋”, 后段的核心在“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故在整个回目和情节的关系来看, 回目不仅含有预叙情节的功能, 相较说唱与
小说情节, 可知小说的各自回目里的每两到三个字都包含了编创者设置的悬
念. 在说唱典型的韵散形式上, 回目把引场诗、开场白、“扣子”、“柁子”的元
素浓缩在八言诗句里, 形成及其情节里的悬念相对应的故事提纲. 于是“救主”
里的“张仙典故”被安排在第一回情节之开端, 其余说唱情节都在编创者安排
的悬念之下予以删除, 凸显以悬念为主的叙写方式. 故从说唱改成的《三侠五
义》, 回目与情节之间形成了严密的有机组织. 若从说唱的角度去探讨二者关
系, 至少可以知道由八言诗句构成的回目不仅是由悬念组成的叙事框架, 还与
其相应的情节结构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 简言之, 小说回目等于是在编创者的
悬念安排下重新创造的故事提纲, 结合了预叙和悬念的功能. 可见每一回情节
里的悬念, 基本上在回目的预叙之下构成的. 小说回目含有预叙功能, 读者可
明显发现回目与相应的情节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 就其深层结构而言, 诗
句里的某一个词汇就是相应情节的核心. 例如：第一回回目之后段“奋侠义替
死救皇娘”所对应的情节的核心, 可从“奋侠义”、“替死”、“救皇娘”三个部分
来看待. 类似的回目为第六回回目“逢义士”和“审冤魂怨鬼”、第七回“密访奸
人”、第十五回回目之后段“遇国母晚宿天齐庙”、第十六回回目之前段“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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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中假言认母”、第十八回“奏沈疴仁宗认国母”. 首先第十五回回目的核心在
“晚宿天齐庙”情节, 从其末尾里的四条线索上可以知道编创者安排“晚宿天齐
庙”的原因. 因此“晚宿天齐庙”情节如同第一回“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结合了
叙事的悬念与线索. 第六回和第十六回各自提出“你道此山何名？”21)、“连忙
立起，暗暗吩咐包兴, 如此如此”22)都对应第六回“罢官职逢义士”和第十六回
“假言认母”情节. 第十七回“南清宫李后认狄妃”在本回情节里无法找到运用
悬念的叙事方式, 故在第十八回“奏沈疴仁宗认国母”情节中提供狄妃与李后
终于相见的场面. 由此可见, 与回目相应的情节全由悬念形成. 因此编创者安
排回目之际, 必须将正文里的悬念植入在八言诗句里, 实现预叙与悬念双向渗
透的有机组织. 假如回目的整个诗句发挥预叙功能, 那么诗句里的悬念隐约提
供了相应情节的构成方式. 可见悬念不仅在情节里占据重要功能, 也渗透在回
目中展现其与预叙相结合的叙事框架. 因此《三侠五义》的回目之所以有别
于其他小说回目, 主要是由于其中包含了说唱“扣子”的悬念功能. 于是李小龙
认为: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由宋元说书发展而来, 在其体制中, 有着说书艺术的深
刻烙印,比如分章剖回的形式, 并非出于叙事文本清晰可读的考虑, 而是
讲说过程间断与接续的反映. 这种技术性的特点在后来的发展中沉积于
案头文本的体制内, 即分章剖回, 其标志便是回目23).
李氏并未指出相关依据来肯定“分章剖回”与说书的关系. 于是我们在从
说唱改成的《三侠五义》情节里可以看出案头文本的体制内“分章剖回”的形
式. 由上所述, 第一回回目之前后段, 与其相应的情节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
此种关系的生成主要归功于说唱“扣子”与“柁子”. 比较“第一回”和“救主”、
“盘盒”、“拷御”, 不仅得知二者的表层结构的构成, 且从二者对照之中可以找
出其深层结构的构成方式. 首先说唱换太子情节篇幅之所以繁冗赘长, 主要因
为其属于典型的韵散结合形式. 因此民间说唱含有“说—听”的传播属性, 其不
仅具有口耳相传的本质特征, 还能通过说书人口吻呈现一线型叙事体系. 从受
21)张虹校注、杨宗莹校阅：《三侠五义》"第六回"，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57页。
22)《三侠五义》"第十六回"，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132页。
23)李小龙 :⟨中国古典小说回目对叙事的控制⟩，⟨明清小说研究⟩第2期，2010年，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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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角度来看, 说唱的传播途径与其审美活动比小说文本略显简单. 此故, 说书
人在书馆表演之际, 为了考虑听众的审美活动, 必须通过一些叙事技巧来引起
听众的视听兴趣, 可见“扣子”是听众和说书人审美互动的核心要素. 总体而
言, 我们可以理清说唱回目和故事之间的关系.
第一、说唱回目之所以几个字为主, 主要是为了突出其故事情节.
第二、说唱具有“说与听”传播属性, 加上说书艺人活动范围广泛, 受限
于表演周期, 与其花费心思去命定回目, 不如谨慎安排故事情节
的展开方式, 以便满足说书艺人活动环境的要求.
第三、考虑到听众的审美标准与期待视野, 说书艺人必须懂得运用“扣
子”和“柁子”叙事技巧.
从以上三点来看, 我们可以找出小说回目分章剖回的生成方式. 首先从第
一回回目之前后段的安排来看, 整个回目含有预叙功能. 细言之, 回目里的核
心词汇牵涉到与其相应的情节. 例如“设阴谋临产换太子”和“奋侠义替死救皇
娘”与各自情节遥相呼应. 这就是回目与情节的对应. 若再斟酌回目与叙事方
式的关系, 可发现各自情节里的叙事方式及其相应的回目具有密切关系. 简言
之, 形成二者关系的关键就是悬念. 比较“救主”、“盘盒”、“拷御”和第一回,
“天齐庙断后”和第十五回、“相国寺”和第六回、“七里村”与第七、十六回情
节、“庆寿”和第十七、十八回, 发现形成二者关系核心乃悬念. 其中有关说唱
换太子三篇故事和第一回关系相当明显24). 编创者在改编之际, 把“救主”里的
“张仙典故”安排在“第一回”的开端, 然后将“救主”和“拷御”里的重要线索25)改
成第一回情节之后, 以“盘盒”里的“寇珠之死”划清界限, 分成回目之前段与后
段. 于是编创者用悬念安排回目之前段时, 凸显“设阴谋”的叙事体系, 进而在
“设阴谋”情节里的悬念基础上, 促进展开“临生换太子”情节. 而回目之后段,
用“盘盒”里的“寇珠之死”划清界线之后, 用悬念和线索表现回目“奋侠义替死
救皇娘”的有机组织. 于是第一回回目的安排, 在说唱换太子三篇故事里的“扣
子”和“柁子”的基础上, 经由文人笔墨改成含有四种叙事方式的情节, 而构成
此一体系的核心就是悬念. 可见“设阴谋”不仅是为了展开“临生换太子”而设
24)有关换太子三篇故事为“救主”、“盘盒”、“拷御”。
25)这里所谓重要线索是指“刘后与郭怀陷害李妃”、“秦凤之死”、“将李后送往陈州”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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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悬念, 也是安排回目的关键. 与此类似的第十五回“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其中“晚宿天齐庙”乃该回末尾, 类似第一回末尾指出结合悬念与线索的叙事
方式. 但跟第一回“奋侠义替死救皇娘”不同的是, 第一回末尾在“拷御”末尾
里可以找出相关线索, 而第十五回末尾的线索是纯系编创者所创的悬念. 于是
编创者之所以安排“晚宿天齐庙”, 主要为了跟该回末尾里的悬念对应. 此外,
第十七、十八回“南清宫李后认狄妃”、“奏沈疴仁宗认国母”跟第一、十五回
回目的安排有所区别. 第一、十五回的回目与相应情节里的悬念具有严密的
逻辑关系. 不过第十七、十八回情节的核心“李后与狄后相见”情节却在第十
八回回目之前段“奏沈疴仁宗认国母”里表现. 这跟第一、十五回情节相比, 后
者与悬念安排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前者与悬念的关系却不如第一、十五回
回目那样明显. 编创者将“李后与狄后相见”的场面安排在第十八回回目之前
段, 命名“奏沈疴仁宗认国母”. 从回目安排来看, 在第十七回“南清宫李后认
狄妃”和第十八回“奏沈疴仁宗认国母”里难以发现悬念与回目的相关性. 于是
第一、六、十五、十七、十八回回目的安排, 基本上在“救主”、“盘盒”、“拷
御”、“庆寿”、“天齐庙断后”里的“扣子”和“柁子”的基础上, 经由文人笔墨加
工成为含有四种叙事技巧的情节, 而构成此一体系的核心就是悬念. 于是第一
回回目“设阴谋”是为了展开“临生换太子”而设置的悬念, 第十五回回目“晚宿
天齐庙”是为了展开“遇国母晚宿天齐庙”而设置的悬念. 第六回“逢义士”、“审
冤魂怨鬼”， 第十八回“奏沈疴仁宗认国母”就在诸多线索基础上展开的. 因
此比较“第十八回”回目及其情节里的线索, 得知该回的核心词汇乃“仁宗认国
母”情节. 可见回目里的核心词汇就是安排回目与相应情节的关键. 故在整齐
又精炼的八言诗句里, 不仅在与其相应的情节结构里可以寻及二者的组织方
式, 还能从悬念安排中可以找出划分前后段落之界限. 这里指的前后段落也就
是回目. 简言之, 回目显然为相应情节设置了叙事框架与故事提纲, 编创者基
于此将说唱“扣子”改成了符合文本情节的悬念. 然后为了理清回目的叙事功
能, 犹如回目之前后段, 将每一回里的情节也随之分为前后段落. 值得注意的
是, 《三侠五义》为说唱改编的白话小说，大部分是通过悬念划分每一回的
前后段落。因此“盘盒”里“寇珠之死”虽然无法跟第一回“设阴谋”、“替死救皇
娘”情节里的悬念相比, 但属于为了划分前后段落并符合回目体制而改成的悬
念. 此段悬念则划分了该回情节内部的前后界限. 于是编创者之所以将悬念与
线索植入回目, 一方面是为了体现以悬念为元素而构成的回目之前后部分, 二
方面是为了由悬念分出界限, 将“盘盒”里的大量情节改成悬念之后, 谨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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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回目之后段“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可见第一、十三、十五、十七、
十八回回目的核心分别为“设阴谋”与“奋侠义替死救皇娘”、“苗家集双侠对分
金”、“仁宗认国母”、“认国母”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3. 结论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知如下结论 ：
首先, 分章剖回是形成小说回目的重要方式. 因此编创者在改编之际, 根
据“分回讲述”的说书形式来表现小说回目的形式特征. “分回讲述”26)来自民
间说书的讲述方式. 编创者在改编之际, 将说书里的“分回”改成八言诗句, 并
在这样的基础上安排与其相应的小说情节. 于是回目里的每一句诗代表相应
情节的总体框架， 相应的文本情节也随回目的前后句成为前后段落, 有别于
说唱的开场白、引场诗等叙事方式.
第二, 编创者在安排段落之际, 运用悬念剖开情节的前后段落. 悬念是在
说唱“扣子”基础上被改编的. 因此这不仅对小说情节的叙事方式产生重要影
响, 还能够成为划分每一回段落的重要界限. 在本文举出的例子当中, 与回目
之后段相应的情节, 大部分先在悬念提示下展开. 可见悬念不仅在情节的叙事
过程中占据重要因素, 还具有分开前后段落的功能.
回目不仅有预叙功能, 还有悬念功能. 在正文中指出, 大部分回目是相应
情节的叙事框架.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八言诗句的安排, 发现诗句里的某些词汇
牵涉到情节里的悬念的设置. 回目的前后段对应了情节的前后段落, 情节里的
悬念与相应回目里的某些词汇遥相呼应. 简言之, 由于悬念在情节的叙事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编创者安排回目之际, 必须在回目的预叙功能的基础上渗
透悬念作用, 才能体现悬念与回目的对应关系. 正因如此, 回目之前后段代表
情节的前后段落, 回目里的某些词汇直接牵涉到相应情节里的悬念, 对相应情
节的叙事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回目里的某些词汇与其相应的情节结构有
密切的逻辑性与对应性. 《三侠五义》的回目如同其他古典小说, 一方面有交
代故事提纲的作用, 另一方面为了跟相应情节形成严密的逻辑关系, 将情节里
26) 李氏认为“分回讲述”是构成章回小说的回目的基础, 于是文中常见的“分回分段”的体
制大部分归功于说话艺术的限制与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 李氏并未指出依据来肯定“分回
分段”的说法, 事实上说书里的“分回分段”跟小说回目有一定的差别. 参见李小龙 :《中
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论文, 2008年, 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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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悬念直接安排在八言诗句的回目里, 形成预叙和悬念双向渗透的体制.
因此《三侠五义》的编创者安排回目之际, 必须将情节里的悬念，借用某些
词汇来巧妙安排在八言诗句里, 成为构成回目的核心因素. 《三侠五义》回目
的编排方式, 就在预叙和悬念的基础上才能表现出来.这就是其有别于其他小
说回目的形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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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요약】
중국장회소설의 회목은 해당플롯의 설계도이며 역시 해당플롯과 밀접한
관계가 있다. 소설회목은 독자에게 플롯의 서사구조를 제공하며 그들로 하여
금 작가가 설정한 플롯을 파악할 수 있게 해준다. 그래서 작가는 소설회목을
대부분 해당플롯이 시작하기전 앞부분에 설정해놓고 플롯의 내용을 축약시
킨다. 소설회목은 해당플롯의 개괄적인 내용을 포함하며 “예서
(pre-narrative)”의 기능이 있다. 하지만 설창에서 전환된 소설텍스트《三侠
五义》의 회목은 기타 소설회목의 “예서(pre-narrative)”와 구별된다. 우선
설창회목을 보면 설창에서 자주등장하는“개장백(开场白)”、“인장시(引场诗)”
는“예서(pre-narrative)”의 기능이 있지만, 《三侠五义》회목과 다른 점은 설
서예인이 스토리를 전개하기 전에 “구자(扣子)”와 “예서(pre-narrative)”로
미리 해당 스토리의 밑바탕을 그려놓는다는 점이다. 다시 말해 설창“구자(扣
子)”가 소설“현념(suspense)”으로 전환되면서 소설플롯의 중요한 구성요소가
되는데 작가가 소설회목을 설정할 때 플롯내“현념(suspense)”을 설정하기위
해 “예서(pre-narrative)”와 “현념(suspense)”을 팔언시(八言诗)로 구성된 회
목과 결합시켜, “예서(pre-narrative)”와 “현념(suspense)”이 상호 결합된 형
태로 구현된다는 점이다.

주제어 : 회목, 현념, 예서, 플롯, 서사
回目, 悬念, 预叙, 情节, 叙事
headback, suspense, pre-narrative, plot,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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