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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於《金瓶梅》的版本問題，一般認為，後出的「崇禎本」對「詞話本」敘事瑣碎、

結構拖沓的傾向較不滿意，因此透過刪削與整理提高了小說的美學成績。然而本文以為，單

就飲食和男女兩方面看，「崇禎本」的改寫恐怕改變了「詞話本」原有的藝術設計，如此一

來，學界對「崇禎本」的成就應該有所保留。

關鍵詞：性愛、《金瓶梅》、崇禎本、飲食、詞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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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詞話本和崇禎本（亦稱繡像本或說散本）的關係研究，學界至今已有不少討

論，而且形成比較高的共識。包括劉輝、王汝梅、黃霖等諸位先生，以及日本的鳥居久晴、

小野忍、荒木猛等人，都主張崇禎本係自詞話本改編而來，所不同者僅僅在於崇禎本根據的

是否為目前存世之《新刻金瓶梅詞話》而已。1然而自陳遼提出「兩種《金瓶梅》，兩種文

學」2以來，似乎海外學者對此較多發揮，包括田曉菲率先根據崇禎本進行細讀3、胡衍南提

出「兩部《金瓶梅》，兩種世情書寫」之說4、李志宏主張兩部《金瓶梅》分別有不同的意旨

訴求和世情取向5、徐志平注意到兩版本存在不同的敘事特徵6……。但是，針對《金瓶梅》

兩版本文字的全面性比對，至今為止仍不徹底，學界對此的認識都還停留在劉輝當年的講

法。

關於《金瓶梅》崇禎本對詞話本的修訂，劉輝很早即進行有效力的歸納：「大致分為兩

個方面：刪削與刊落；修改與增飾。」而且「刪削與刊落大於修改與增飾」。劉輝認為，詞

話本是未經文人寫定的民間長篇說唱鈔本，崇禎本則是文人整理寫定的說散本，係由較有文

學修養的作家按照小說美學要求進行加工整理。崇禎本刪削與刊落的工程，他總結出三個重

要的操作指標：一是刪削唱詞與刊落他人之作；二是去其重覆；三是棄其瑣碎。長期以來，

學界對崇禎本刪去唱詞（以及其他說唱文學文本）是感到遺憾的，以為如此便降低了小說的

史料價值；但是對於去其重覆與棄其瑣碎，普遍認為此乃符合小說美學要求的進化趨勢。例

如劉輝就說：

《金瓶梅》人物刻畫真實傳神，細節描寫生動細膩，在古典長篇小說中，只有《紅樓

夢》堪與匹敵。但是，過細則失之繁瑣，甚微則招人厭惡，這原是《詞話》中固有的

弊病……。特別是一些擺設、服飾、菜單，包括色情描寫在內，缺乏典型化，往往與

塑造人物性格和環境烘托無關，尤顯瑣碎臃腫，多了更覺雷同。7

1學界對《金瓶梅》詞話本和崇禎本關係的研究成果，詳參吳敢，《金瓶梅研究史》（鄭州市：中州古

籍出版社，2015），頁136-139。
2陳遼，〈兩種《金瓶梅》，兩種文學〉，載於《金瓶梅藝術世界》，吉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

（長春市：吉林大學出版社，1991），頁55-66。
3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4胡衍南，《金瓶梅到紅樓夢─明清長篇世情小說研究》（臺北市：里仁書局，2009），第四章「兩

部《金瓶梅》，兩種世情書寫」，頁137-177。
5李志宏，《金瓶梅演義─儒學視野下的寓言闡釋》（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14）， 第二章「一

樣『世情』，兩種『演義』─詞話本與說散本《金瓶梅》的題旨比較」，頁37-56。
6徐志平，〈《金瓶梅詞話》與崇禎本《金瓶梅》敘事者之比較〉，載於《2012台灣金瓶梅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陳益源（編）（臺北市：里仁書局，2013），頁259-279。
7劉輝，〈從詞話本到說散本─《金瓶梅》成書過程及作者問題研究之一〉，載於《劉輝《金瓶梅》

研究精選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15），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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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厭精細的自然主義式描寫，是不是一定流於瑣碎臃腫，誠乃可以辯論的問題。從詞話本到

崇禎本，因為劉輝將其「定位」成藝人說唱鈔本到作家說散本的質變，所以必然將崇禎本的

刪節，解釋為藝術進化之必需。然而，如果不把詞話本視為向小說過渡的說唱鈔本，而是把

兩個本子都看成具有獨立文學性格的小說，那麼它們對細節化描寫的不同執著，只能說反映

出兩種不同的審美追求。

本文針對詞話本與崇禎本在飲食及男女描寫進行比較，藉以說明崇禎本如何改動詞話本

原來的文字與設計，討論範圍恰恰就是劉輝所謂缺乏典型化、與塑造人物性格和環境烘托無

關、瑣碎臃腫、與人雷同之感的「擺設、服飾、菜單，包括色情描寫在內」。以下希望透過

全面的爬梳與對照，對前人說法提出有意義的補充。至於兩版本文字的引錄，則分別依據梅

節校點的《夢梅館校本金瓶梅詞話》與齊煙、汝梅校點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8

壹、菜單的消失

《金瓶梅》崇禎本對詞話本進行的刪削，除了為數最多的說唱文本外，大概就是飲饌內

容。從文學藝術的角度講，基於兩種理由所進行的內容刪節，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是過度羅

列的韻文套語，二是聊備一格的制式化交代。

關於前者，可以第43回為例，小說寫喬五太太等人來西門慶家作客，詞話本用一百三十

字的韻文套語描繪這場豪華饗宴，崇禎本則是大筆一揮刪掉其中四十個字：「器列象州之古

玩，簾開合浦之明珠。」「煮猩唇，燒豹胎，果然下箸了萬錢；烹龍肝，炮鳳髓，端的獻時

品滿座。」頗收明快之功。至於後者的例子就更多了，例如第61回，詞話本寫道「胡秀拿菓

菜案酒上來，無非是鴨臘、蝦米、海味、燒骨禿之類」，顯係應付文字，崇禎本就用「胡秀

拏菓菜案酒上來」一筆帶過。又如第76回，詞話本寫道「桌上擺列許多熱下飯、湯碗，無非

是豬蹄羊頭燒爛煎煿，雞魚鵝鴨添換之類」，崇禎本同樣以「桌上擺列許多下飯」帶過。除

了「無非……」，還有「都是……」的句型，例如第77回，詞話本寫道「只見丫鬟拿上幾樣

細菓碟兒來，都是減碟，菓仁、風菱、鮮柑、螳螂、雪梨、蘋婆、蚫螺、冰糖橙丁之類」，

崇禎本改成「只見丫鬟又拿上許多細果碟兒來」。又如第69回，西門慶到林太太家吃酒，詞

話本交代菜餚是「十六碗熱騰騰美味佳肴，熬爛下飯，煎 雞魚，烹炮鵝鴨，細巧菜蔬，新

奇菓品」，內容空洞盡似湊數，崇禎本也就草草一句「十六碗美味佳餚」。類似的例子，在

第76、77、78回都可見到，就連第78回寫供桌上的祭品也一樣，詞話本是「供擺著許多獅仙

五老定勝，樹菓柑子，石榴蘋婆，雪梨鮮菓，蒸酥點心，饊子麻花」，崇禎本只說「供擺著

8明•蘭陵笑笑生，梅節校訂，陳詔、黃霖注釋，《夢梅館校本金瓶梅詞話》（臺北市：里仁書局，

2007）；齊煙、汝梅校點，《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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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獅仙五老定勝桌席」。

這種湊數、應付式的交代，多出現在第60回以後，因為缺乏特殊的吸引力，刪了以後反

倒顯得精簡。問題是，詞話本並非頻繁使用套語或空話來交代食物，更多時候，作者是羅列

出具體的菜單，某些菜單甚至從名稱上就能看出它的烹調方式，某些宴席的菜色更明顯經過

作家有意識的設計。這類飲食描寫非但不多重覆，且創新有趣，除了具有社會風俗研究的價

值，可與《東京夢華錄》一類宋代筆記互為對照，也有激發讀者想像力的文藝功能，可惜在

崇禎本中悉遭刪除。這是個毀滅性的工程，它的後果嚴重到─如果要研究《金瓶梅》的飲

食文化，非依傍詞話本不行。

例如第20回，崇禎本只說一句「迎春後邊拿將飯來」，但具體內容是什麼？要回去看詞

話本：「迎春後邊拿將來四小碟甜醬瓜茄，細巧菜蔬，一甌炖爛鴿子鶵兒，一甌黃韭乳餅並

醋燒白菜，一碟火薰肉，一碟紅糟鰣魚，兩銀鑲甌兒白生生軟香稻粳米飯兒，兩雙牙箸。」

接著第21回，崇禎本只寫西門慶叫人在桌上拿四碟菜，用盤子托著與樂師李銘吃，可詞話本

是：「西門慶又在桌上拿了一碟鼓蓬蓬白麪蒸餅，一碗韮菜酸笋蛤蜊湯，一盤子肥肥的大片

水晶鵝，一碟香噴噴曬乾的巴子肉，一碟子柳蒸的勒鯗魚，一碟奶罐子酪酥伴的鴿子雛兒，

用盤子托著與李銘。」接著第22回，寫西門慶同女婿吃粥，崇禎本是：「十樣小菜兒，四碗

頓爛嗄飯。銀鑲甌兒盛著粳米投各樣榛松菓品、白糖粥兒。」詞話本則交代了嗄飯的內容：

「一碗蹄子，一碗鴿子雛兒，一碗春不老蒸乳餅，一碗餛飩雞兒。」就連那碗粥，也描寫得

比較詳盡：「銀鑲甌兒粳米投著各樣榛松栗子菓仁、玫瑰白糖粥兒。」再看看第28回，崇禎

本說西門慶揭開盒裡邊攢就的八槅細巧菓菜，兀自喝起葡萄酒來，但是詞話本卻羅列出八樣

菓菜：「一槅是糟鵝胗掌，一槅是一封書臘肉絲，一槅是木樨銀魚鮓，一槅是劈曬雛雞脯翅

兒，一槅鮮蓮子兒，一槅新核桃穰兒，一槅鮮菱角，一槅鮮荸薺。」由此可見，食物是否細

巧，要讀者見著了才知道。

第34回，崇禎本只說：「酒菜齊至。西門慶將小金菊花盃斟荷花酒，陪伯爵吃。」但都

是些什麼菜呢？詞話本告訴讀者：

先放了四碟菜菓，然後又放了四碟案酒：紅鄧鄧的泰州鴨蛋，曲灣灣王瓜拌遼東金

蝦，香噴噴油煠的燒骨禿，肥膔膔乾蒸的劈鹹雞。第二道又是四碗嗄飯：一甌兒濾蒸

的燒鴨、一甌兒水晶膀蹄、一甌兒白煠豬肉、一甌兒炮炒的腰子。落後纔是裡外青花

白地磁盤，盛著一盤紅馥馥柳蒸的糟鰣魚，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

這裡的精采處在於，除了交代餚饌的形（曲灣灣）、色（紅鄧鄧、紅馥馥）、味（香噴

噴）、質（肥膔膔、紅馥馥），還可見到油煠、濾蒸、水煮、白煠、炮炒、柳蒸不同的烹調

技巧，讀來不禁讓人食指大動。再看第42回，崇禎本只說：「月娘又使棋童兒和排軍，擡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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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箇攢盒，都是美口糖食、細巧菓品。」但在詞話本卻有具體內容：

也有黃烘烘金橙，紅馥馥石榴，甜磂磂橄欖，青翠翠蘋婆，香噴噴水梨；又有純蜜蓋

柿，透糖大棗，酥油松餅，芝麻象眼，骨牌減煠、蜜潤縧環；也有柳葉糖，牛皮纏；

端的世上稀奇，寰中少有。

這裡除了「色」誘讀者，並且更細膩的鋪陳各色蜜餞糕餅甜食小吃，存心挑逗讀者味蕾。同

樣的情形還有第45回，崇禎本只道書童放桌擺飯，但詞話本卻是洋洋灑灑地補充：

書童兒放桌兒擺飯，畫童兒用罩漆方盒兒拿了四碟小菜兒，都是裡外花精致靠山碟

兒：一碟美甘甘十香瓜茄、一碟甜孜孜五方豆豉、一碟香噴噴的橘醬、一碟紅馥馥

的糟笋；四大碗下飯：一碗火燎羊頭、一碗鹵炖的炙鴨、一碗黃芽菜并 的餛飩雞蛋

湯、一碗山藥燴的紅肉圓子；上下安放了兩雙金箸牙兒。伯爵面前是一盞上新白米飯

兒，西門慶面前是一甌兒香噴噴軟稻粳米粥兒。

略為誇張的修飾語，不同作法的嘉餚美饌，讀來很難不怦然心動。

由前述這些例子看來，詞話本詳列菜單，絕非只有史料價值而已。這幾回的飲食描寫互

有區隔，絕不雷同，每一個文本都能引發不同的審美反應。此外，交代料理方式的菜單，為

美食標記色味或形質的修飾語，更讓琳瑯滿目的嘉餚立體且鮮活起來。看第59回這個例子，

崇禎本寫道：「丫鬟進來安放桌兒，擺下許多精製菜蔬，先請吃荷花細餅。」詞話本則是：

「丫鬟進來安放桌兒。四個小翠碟兒，都是精製銀絲細菜，割切香芹、鱘絲、鰉鮓、鳳脯、

鸞羹。然後拿上兩箸賽團圓、如明月、薄如紙、白如雪、香甜美口、酥油和蜜餞麻椒鹽荷花

細餅。」審美感受豈非高下立判？總括一句：崇禎本將這些細節悉數刪除，表面上固可收簡

淨之功，但實質上卻把每一場饗宴同質化，反予人千篇一律的閱讀感受。

更何況，對亟寫暴發戶潑天富貴的《金瓶梅》來說，不厭精細的交代方式，方能藉飲

饌活動側面展現富家本色。例如第52回，寫西門慶一整日尋常家宴，先是早上吃麵，崇禎本

寫道：「琴童來放桌兒，畫童兒用方盒拿上四個小菜兒，又是三碟兒蒜汁、一大碗豬肉滷，

一張銀湯匙、三雙牙筋。擺放停當，三人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麵來，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

醋。」然而四樣小菜兒是什麼呢？得參考詞話本：「一碟十香瓜茄，一碟五方豆豉，一碟醬

油浸的鮮花椒，一碟糖蒜。」之後，捲棚內放下八仙桌兒，崇禎本只說「桌上擺設兩大盤燒

豬肉并許多餚饌」，詞話本才顯其豐盛：「桌上擺設許多肴饌：兩大盤燒豬肉，兩盤燒鴨

子，兩盤新蒸鮮鰣魚，四碟玫瑰點心，兩碟白燒笋雞，兩碟炖爛鴿子雛兒。然後又是四碟臟

子：血皮、豬肚、腸之類。」更嚴重的例子在第67回，此處也是終日吃喝，早上西門慶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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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溫秀才、韓道國吃粥，唯詞話本告知讀者另有四碟小菜：「一碗炖爛蹄子，一碗黃芽

韮 驢肉，一碗鮓 餛飩雞，一碗炖爛鴿子雛兒。」並且是四甌軟稻粳米粥兒。稍後吃飯，

崇禎本只說「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又是兩大盤玫瑰鵝油盪麵蒸餅」，但八碗下飯的

內容要看詞話本：「一碗黃熬山藥雞，一碗臊子韭，一碗山藥肉圓子，一碗炖爛羊頭，一碗

燒豬肉，一碗肚肺羹，一碗血臟湯，一碗牛肚兒，一碗爆炒豬腰子。」接著喝酒，崇禎本只

說「安兒後邊拿了幾碟菓食」，但是詞話本則列出十道美味：「一碟菓餡餅，一碟頂皮酥，

一碟炒栗子，一碟曬乾棗，一碟榛仁，一碟瓜仁，一碟雪梨，一碟蘋婆，一碟風菱，一碟荸

薺。」

另外，小說常寫西門慶在外吃了酒，回家還到妻妾房裡重篩美酒、再啖嘉餚。例如第34

回提到，李瓶兒把頭裡吃酒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雞肉、一碟鮮魚並一碟火薰肉拿出來，陪西

門慶吃酒─此處有句敘事者插話：「西門慶更不問這嗄飯是那裡的，可見平日家中受用、

管待人家，這樣東西無日不吃。」既然如此，小說每每寫到西門慶回家後吃酒用菜，自有坐

實前面這句敘事者插話的任務，必須留心鋪寫。很可惜，崇禎本在這幾處仍然只顧節省筆

墨。例如第44回，李瓶兒要ㄚ頭拿個盒蓋兒去夾幾道剩菜來配酒，崇禎本只寫道：「須臾，

迎春都拿了，放在傍邊。」詞話本卻是：「須臾，迎春拿了四碟小菜，一碟糟蹄子筋，一碟

鹹雞，一碟 雞蛋，一碟炒的豆芽菜拌海蜇，一個菓盒，都是細巧菓仁兒，一盒菓餡餅兒，

準備在傍邊。」又如第75回，崇禎本說如意兒「燈下揀了幾楪精味菓菜擺在桌上」給西門慶

下酒，但是詞話本不然：「燈下揀了一碟鴨子肉，一碟鴿子鶵兒，一碟銀絲鮓，一碟搯的

銀苗豆芽菜，一碟黃芽韭和的海蜇，一碟燒臟肉釀腸兒，一碟黃炒的銀魚，一碟春不老炒冬

笋，兩眼春槅。不一時，擺在桌上，抹得鍾箸乾淨，放在西門慶面前。」再如第76回，西門

慶差人拿晚飯剩的菜蔬陪春梅吃，崇禎本只一句「拿了一方盒菜蔬來」，詞話本卻是：「拿

了一方盒菜蔬：一碗燒豬頭，一碗炖爛羊肉，一碗熬雞，一碗煎煿鮮魚，和白米飯四碗；吃

酒的菜蔬：海蜇、豆芽菜，肉鮓、蝦米之類。」經過上面三組文本的對照，很明顯的，詞話

本才能展現西門府的花費用度。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在第54回，這裡是西門慶幫閒朋友應伯爵的一場宴席。應伯爵作為

小說裡最懂得幫襯、在諸豪門府第流連迴轉、頗通生活品味知識的角色，這場東道有必要充

分說明他的本事。但是，他的宴席規模又斷不可大過西門慶，否則既喧賓奪主且不合常理。

所以，他的前菜是用靠山小碟兒盛著的「十香瓜茄、五方豆豉、醬油浸的花椒、釅碏滴的苔

菜、一碟糖蒜、一碟糟笋乾、一碟辣菜、一碟醬的大通姜、一碟香菌」，豐富多樣但不算稀

奇。至於廿碗下飯菜兒，則是「蒜燒荔枝肉、蔥白椒料桂皮煮的爛羊肉，燒魚、燒雞、酥

鴨、熟肚之類」，前兩道菜足證應伯爵是個行家，其他草草混過則可保障不致踰越西門府宴

席規模。作者的取捨頗費苦心，不過此段文字只見於詞話本，崇禎本全然未提，可以視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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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失誤。9

詞話本對細節描寫的用心，幾乎是一種信念─但凡出現食物，便盡可能將食物內容交

代出來。例如第48回寫潘金蓮進李瓶兒屋裡，見丫頭迎春，便問怎麼不在上邊伺候？丫頭回

說係奉李瓶兒之命，拿兩碟下飯點心給奶媽如意兒吃。接下來，詞話本在這裡特別透過潘金

蓮的眼睛，掃見「桌上放著一碟子鵝肉，一碟蹄子肉，并幾個菓子」。這可以說是無足輕重

的小細節，崇禎本將之略去不提，其實沒有什麼不妥，但詞話本的作法顯然是基於自然主義

式的信念。這部分可以從小說寫甜食或禮品得到印證，例如第17回，崇禎本說迎春伺候下一

個小方盒，「都是各樣細巧果品」，但詞話本卻明言「都是各樣細巧菓仁肉心、雞鵝腰掌、

玫瑰菊花餅兒。」又如第42回，崇禎本只說院中吳銀兒先「送了四盒禮來」，詞話本則說明

其內容是「一盤壽桃，一盤壽麪，兩隻燒鴨，一副豕蹄」。

要緊的是，世情小說中許多微不足道的細節，或有可能是作者點晴之筆。例如前面提到

的第52回早餐，滷肉拌麵固然是其核心，但若沒有十香瓜茄、五方豆豉、醬油浸的鮮花椒、

糖蒜作為調劑，所謂「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不免流於單調，不像富家規矩。再如第77

回寫西門慶到妓院，崇禎本只說粉頭拿了「三甌兒黃芽韮菜肉包的一寸大的水角兒來」陪西

門慶吃，刪去了詞話本之前的「只見ㄚ鬟來放桌兒，四碟細巧菜蔬，安下三個姜碟兒。」看

起來是精省文字，但忽略了詞話本於細節上的用心─「四碟細巧菜蔬」雖然空洞，看似可

以略去，但其實自有句型結構上的對襯功能，負責呼應下文「三個姜碟兒」。又，品味黃芽

韮菜肉包水餃，須有薑絲提味方佳，這明顯是詞話本的細心，所以丫鬟先安下三個姜碟兒，

而三個姜碟兒得有四碟細巧菜蔬來映對。此處崇禎本以為刪去枝蔓，殊不知倒顯得妓家不精

於食了。

除了刪去整段菜單，崇禎本有時是放過某一道食物不提。例如第16回西門慶到獅子街

看李瓶兒，詞話本寫道：「於是湯水嗄飯，老媽廚下一齊拿上。李瓶兒親自洗手剔甲，做了

些葱花羊肉一寸的匾食兒。」崇禎本完全略過。第35回，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到西門慶

家吃飯，桌上擺了四盤四碗下飯之外，「又是兩大盤玉米麪鵝酒蒸餅兒」，然後小廝打開金

華酒篩熱了吃。崇禎本又是略去這道蒸餅兒。第43回，喬五太太、喬大戶娘子等赴西門府宴

席，眾女眷用了饍之後專心聽戲，點燈之後家人媳婦「拿著一方盤菓餡元宵，都是銀鑲茶

鍾，金杏葉茶匙，放白糖玫瑰」招待客人。崇禎本也跳過這一節。第59回，西門慶在妓女鄭

愛香兒處用饍、抹牌、飲酒、聽曲、執骰猜枚之間，明明有段「唱畢，又是十二碟菓仁減

碟，細巧品類」，崇禎本卻也省略。第72回，小廝分明拿大盤子盛了「黃芽韭豬肉盒兒」給

西門慶吃，崇禎本同樣不明所以地放掉了。

9必須聲明：由於《金瓶梅》兩版本的第53～57回恐有不同來源，很有理由可以懷疑崇禎本這五回不是
根據詞話本改寫，所以這個例子的效力相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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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本如此這般刪去某個飲食環節，當然不排除是漏植，但最可能的原因，應該還是為

了「棄其瑣碎」。基於這個理由，它對詞話本的改編便可以不尊重著作權，從以上幾個例子

來看，就專斷地讓人吃不到匾食、蒸餅、元宵、點心、豬肉盒。但在某些時候，詞話本寫飲

饌活動分明是有層次的，崇禎本兀自刪去其中某個環節，很容易破壞作者營造的飲膳美學。

例如在第61回，常時節夫婦為了感謝西門慶借鈔，特地獻上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剝淨

了的，裡邊釀著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煠、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

食。」此外還有「兩大隻院中爐燒熟鴨」。於是西門慶留下常時節及陪客應伯爵、謝希大，

邀上來訪的吳大舅，先著小廝「拿了小菜菓酒上去」，接著打開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先

與吳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嚘飯肴品擺將

上來，堆滿桌上。先拿了兩大盤玫瑰菓餡蒸糕，蘸著白砂糖，眾人趁熱搶著吃了一頓。」最

後，「纔拿上釀螃蟹，并兩盤燒鴨子來」，並以吳大舅的感慨作結：「我空癡長了五十二

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可惜崇禎本在這四個層次中，把眾人搶食蘸著白砂

糖的果餡蒸糕這一環刪掉了，只說「大盤大碗擺將上來，眾人吃了一頓」。這裡分明是眾多

美食堆起的饗宴，詞話本先寫菊花酒、玫瑰菓餡蒸糕，之後才緩緩托出釀螃蟹來，崇禎本跳

過甜食不寫，自是辜負了詞話本的層次安排。

以上的討論說明，崇禎本對詞話本飲饌內容的刪節，主觀上固然可能是基於藝術化的理

由而棄其瑣碎，但客觀上卻造成敘事的「平淡」，10被刪去的內容反倒可見作者的創意、巧

思與美學。

貳、茶與瓜子：飲食習慣與個性的改變

撇開菜單不談，崇禎本另著意於減化飲茶描寫，並且大幅節制潘金蓮嗑瓜子行徑，兩者

恐怕都違背了詞話本設定的品茗習慣及人物個性。

先談喝茶。

《金瓶梅》常提到：「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世情小說尤其少不了茶、酒這兩樣

助興飲品。有趣的是，《金瓶梅》寫酒的場合雖不比茶少，但是兩版本交代酒的時候幾乎沒

有出入，詞話本喝什麼酒，崇禎本均不改動。然而茶則不然，第7回寫西門慶到院中李桂姐

處，詞話本交代妓家拿出七鍾「鹽笋芝麻木樨泡茶」，可崇禎本只說「拿出七鍾細茶」來。

第15回一樣是西門慶到李桂姐處，詞話本交代妓家拿出七盞「玫瑰潑鹵瓜仁泡茶」，但崇禎

本只說「泡出茶來」。第34回韓道國與應伯爵央西門慶關說官司，詞話本交代小廝端出「蜜

10此處所謂「平淡」，立基於對詞話本敘事「不厭精細」的肯定。在這個前提下，本文容或對崇禎本有

所抱怨，但並非否認崇禎本致力於小說文人化、精緻化及藝術化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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餞金澄泡茶」，崇禎本只說眾人「吃了茶」。第35回寫夏提刑到西門慶家，詞話本交代小廝

端出兩盞「木樨青豆泡茶」，崇禎本只說小廝拿了「兩盞茶」來吃。第58回寫西門府有客

至，詞話本交代ㄚ鬟綉春給每人一盞「菓仁泡茶」，崇禎本只說「綉春拿了茶上來」。第61

回寫韓道國請西門慶來家吃飯，詞話本交代家人拿出兩盞「八寶青豆木樨泡茶」，崇禎本只

說「拿出茶來」。再如第73回，詞話本交代小玉拿上一道「土豆泡茶」，崇禎本只說「小玉

拿上一道茶來」。還有第84回，詞話本的「絕品雀舌甜水好茶」，到崇禎本只剩下「甜水好

茶」。

以上這些例子，青一色是把詞話本提到的任何茶種，完全減化成「茶」而已，亦即只

告知讀者喝茶的事實，茶飲內容完全省略。下面幾個例子，則是把調味比較豐富的茶略減其

味。例如第21回，詞話本寫道西門慶將自己那一盞「木樨金橙茶」遞與樂師李銘吃，崇禎本

卻將之減化成「木樨茶」。又如第68回，吳銀兒差人給西門慶送上「瓜仁栗絲鹽笋芝麻玫瑰

香茶」，崇禎本卻將那茶減化成「瓜仁香茶」。最誇張的例子在第72回，這也是全書把茶寫

得最撩人的一處：

西門慶坐在床上，春梅拿淨甌兒，婦人從新用纖手抹盞邊水漬，點了一盞濃濃艷艷芝

麻、鹽笋、栗絲、瓜仁、核桃仁夾春不老、海青拿天鵝、木樨玫瑰潑鹵六安雀舌芽

茶。西門慶剛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滿心欣喜。

可在崇禎本那裡，就只一句「叫春梅點了一盞雀舌芽茶與西門慶吃」。

崇禎本為什麼大量的11把詞話本裡各色各樣的茶飲變成簡簡單單一盞（清）茶呢？理由

可能仍和前面一樣，圖的是精簡文字。關於這一點，從崇禎本對茶器─包括茶盤、茶鍾、

茶盞、茶匙的一概省略可以看出來。例如詞話本第7回的鮮紅漆丹盤、雪錠般茶盞、杏葉茶

匙兒，第15回的頂老彩漆方盤、雪錠般盞兒、銀杏葉茶匙，第34回的銀匙雕漆茶鍾，第35回

的雲南瑪瑙雕漆方盤、銀鑲竹絲茶鍾、金杏葉茶匙，第43回的銀鑲茶鍾、金杏葉茶匙，第61

回的紅漆描金托子，第69回的紅漆丹盤，第70回的金漆朱紅盤托盞，第71回的金匙銀鑲雕漆

茶鍾，第84回的白定磁盞兒、銀杏葉匙，第89回的雪錠般盞兒，以上悉遭崇禎本刪除。或許

崇禎本作者以為，這種不放過任何細節的寫作方式，只會讓敘事流於瑣碎，甚至令閱讀變得

眼花撩亂；但從另一方面講，詞話本留意於茶器及其顏色、質地、形狀，除了有襯托富人屬

性及豪門環境的藝術任務，也能讓每一個飲茗場景互相區隔。

倒是，崇禎本對茶飲描寫的減化，不免引來今日讀者別樣揣想。從前述諸例來看，詞話

11少數的幾處例外是：詞話本第34回的木樨芝麻薰笋泡茶、第37回的胡桃夾鹽笋泡茶、第63回的菓仁泡
茶、第87回的瓜仁泡茶、第91回的菓仁泡茶，崇禎本都照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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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寫喝茶，包括鹽笋芝麻木樨泡茶、玫瑰潑鹵瓜仁泡茶、蜜餞金澄泡茶、木樨青豆泡茶、菓

仁泡茶、八寶青豆木樨泡茶、土豆泡茶等，都是「泡」出來的茶飲料。12尤其前引詞話本第

72回這個例子─芝麻、鹽笋、栗絲、瓜仁、核桃仁夾春不老、海青拿天鵝、木樨玫瑰潑鹵

六安雀舌芽茶─潘金蓮要春梅上奉西門慶的，是綜合十種香料及乾鮮菓品沖泡出來的「加

味」六安雀舌芽茶，可崇禎本卻換成了「單品」（六安）雀舌芽茶。明人屠隆曾說：「茶有

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點之際，不宜以珍果香草奪之。」又說：「若必曰所宜，核桃、

榛子、杏仁、欖仁、菱米、粟子、雞豆、銀杏、新笋、蓮肉之類，精製或可用也。」13以上

是果，至於花的部分，他也提到：「木樨、玫瑰、薔薇、蘭、蕙、橘花、梔子、木香、梅花

皆可伴花，諸花開時，摘其半含半放、蕊之香氣全者，量其茶之多少，摘花為伴。」14可見

品茗固有講究，但花果調拌出來的「茶飲料」也很受歡迎，這反映的是明代兩種不同的飲茶

習慣。詞話本強調這個茶飲料是「濃濃艷艷」，反映出它係加了恁多香料菓品；又云西門慶

喝了之後「美味香甜，滿心欣喜」，足見作者對茶飲料的興趣勝過單品茗茶。問題是，崇禎

本將「茶飲料」減化為「茶」的過程，近乎平空抽去小說人物的飲茶習慣，原著這個特色於

焉遭到抹煞。甚至可以懷疑：崇禎本改寫的目的如果不是基於敘述的精簡，那會不會作者根

本有意調整小說人物的飲茶偏好，才把茶飲料改回單品茗茶？無論如何，崇禎本對飲茶描寫

的刪削，顯然是極有爭議的。

再談嗑瓜子兒。

詞話本第1回寫潘金蓮初登場，令讀者印象最深的輕佻形象，大概是她放浪地嗑瓜子兒

一幕：

這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嗑瓜子兒。一逕把那一對小金蓮故露出來，勾

引的這夥人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扠兒機，口裡油似滑言語，無般不說出來。

崇禎本第1回文字相去不遠，也是婦人在簾子下嗑瓜子兒、露出小腳勾引浮浪子弟的畫面。

到了第15回，西門慶妻妾笑賞玩燈樓，又一次見到潘金蓮嗑瓜子兒、吐瓜子皮兒：

那潘金蓮一徑把白綾襖袖子摟著，顯他遍地金掏袖兒，露出那十指春葱來，帶著六個

金馬鐙戒指兒，探著半截身子，口中嗑瓜子兒，把嗑了的瓜子皮兒都吐下來，落在人

身上，和玉樓兩個嘻笑不止。

12如果加上來源比較混亂的第54回，還可以看到熏豆子撒的茶、醎櫻桃的茶。
13明•屠隆，《考槃餘事》（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卷3，「擇果」條，頁19。
14同前註，卷3，「諸花茶」條，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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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看崇禎本第15回，這個橋段同樣沒有什麼出入。但是不知什麼緣故，接下來但凡詞話本寫

到潘金蓮嗑瓜子兒，崇禎本都將之抹去。

首先是第20回，孟玉樓和潘金蓮站在門首，想要打聽西門慶審問李瓶兒的消息。後來玉

樓唯恐西門慶發現，便拉金蓮到西角門首站立，詞話本接著寫道：「站在黑影裡，金蓮吃瓜

子兒，兩個一處說話，等著春梅出來問他話。」可怪的是，崇禎本硬是把「金蓮吃瓜子兒」

一句給截掉了。接著是第21回，金蓮和玉樓在大門首等西門慶回家，詞話本寫道：「只見賣

瓜子的過來，兩個且在門首買瓜子兒嗑。」不解的是，崇禎本卻寫成「兩個正在門首買瓜子

兒」。這裡漏掉「嗑」一字可能是疏忽，或者崇禎本作者不喜歡婦人「嗑瓜子兒」這個形

象。再來是第30回，潘金蓮因為李瓶兒懷了孩子所以吃醋，口裡講出來的話甚是難聽，詞話

本此處描繪出比往常更輕浮的形象：「潘金蓮用手扶著庭柱兒，一隻腳跐著門檻兒，口裡磕

著瓜子兒。」結果崇禎本又完全不錄。

愈到小說後半段，潘金蓮嗑瓜子兒的行徑開始和性交活動聯繫起來，變成「嗑瓜子兒

─以口餵食瓜子仁兒─共效于飛」三部曲。例如詞話本第67回：

（潘金蓮）推開書房門，見西門慶 著，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說：「我的兒，獨自

個自言自語，在這裡做甚麼？嗔道不見你，原在這裡好睡也！」一面說話，口中磕瓜

子兒。因問西門慶：「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西門慶向前一手摟過他脖子來，

就親了個嘴，說：「怪小油嘴，你有這些賊嘴賊舌的。」金蓮道：「我的兒，老娘猜

不著你那黃貓黑尾的心兒！」一面把磕了的瓜子仁兒，滿口哺與西門慶吃。兩個又咂

了一回舌頭，自覺甜唾溶心，脂香滿唇，身邊蘭麝襲人。西門慶於是淫心輙起，摟他

在床上坐。他便仰靠梳背，露出那話來，教婦人品簫。

回來對看崇禎本，先是略去潘金蓮嗑瓜子兒一節，接下來自沒有把滿口瓜子仁兒哺與西門慶

吃的條件。此外，詞話本第72回也是一樣：

（西門慶）到家，想著金蓮白日裡話，逕往他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哩，纔摘去冠

兒，挽著雲髻，淡妝濃抹，正在房內倚靠著梳檯，腳登著爐臺兒，口中磕瓜子兒等

待。火邊茶烹玉蕊，桌上香裊金猊。見西門慶進來，慌的輕移蓮步，欵蹙湘裙，向前

接衣裳安放。……婦人把嗑了瓜子穰兒，用碟兒盛著，安在枕頭邊，將口兒噙著，舌

尖密哺送下西門慶口中。不一時，甜唾融心，靈犀春透。婦人不住手下邊捏弄他那

話，打開淫器包兒，把銀托子帶上……。

崇禎本同樣塗掉潘金蓮嗑瓜子兒等待這個畫面，也沒有婦人用口哺送瓜子穰兒給西門慶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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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前面提到，詞話本第1回、第15回摹寫潘金蓮嗑瓜子兒的兩段文字，崇禎本都照錄了。

遑論崇禎本無名氏評點既在第1回嗑瓜子處夾批「好消遣」一語，又在第15回嗑瓜子處眉批

「金蓮輕佻處曲曲摹盡」，可見除評點人體會了詞話本在人物設計上的用心，崇禎本作者也

選擇繼承詞話本的安排。如此一來，前引第20、21、30、67、72回共五個例子，既不可能是

連續性的漏植，也不可能是為了精簡敘述，必須承認就是藝術上的失誤！崇禎本不只全面放

棄詞話本加諸潘金蓮的點睛之筆，也與自身在第1回、第15回的繼承互相矛盾。問題在於，

崇禎本的失誤，是否作者故意為之？會不會因為作者不喜歡婦人嗑瓜子兒，更不喜歡這種作

為性交前戲的餵食調情行為？然而，與其猜測是作者對嗑瓜子的婦人存有偏見，不如說是作

者有意清洗─至少是淡化─潘金蓮的輕佻放蕩形象。不可否認，前面諸例都有坐實、甚

至強化第1回潘金蓮邪淫本質的效果，崇禎本作為一部更同情婦人命運的本子，15它在第15回

以後棄用潘金蓮嗑瓜子的形象，不無可能是避免讀者簡單地把潘金蓮和淫蕩概念等同起來，

以致竟忽略了婦人的生存掙扎。16

崇禎本這層用心，其實在小說第4回已可見到，那時西門慶與潘金蓮初會，西門慶藉拾

箸偷捏了一把婦人的綉花鞋頭，詞話本寫的是：潘金蓮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唣！

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真個勾搭我？」於是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要其成全。反觀崇禎本，潘金

蓮說的是：「怎這的囉唣！我要叫起來哩！」西門慶雙膝跪下求其可憐，一面說著一面還摸

她褲子，這時婦人叉開手道：「你這歪廝纏人，我卻要大耳刮子打的呢！」詞話本寫潘金蓮

正面迎接西門慶調情，崇禎本則寫潘金蓮欲迎還拒，初步緩減了婦人的淫蕩本色。接著，兩

人交歡之後，崇禎本再加入一段敘事者插話，強調潘金蓮被吸引係因從未遇過「真正的」男

人，又一次為其失節開脫。再下來，王婆逼潘金蓮承諾爾後讓西門慶隨傳隨到，否則將其奸

情告知武大，詞話本裡的潘金蓮馬上答應：「我只依著乾娘說便了。」但崇禎本卻改成：

「那婦人羞得要不的，再說不出來。王婆催逼道：『卻是怎的？快些回覆我。』婦人藏轉著

頭，低聲道：『來便是了。』」崇禎本刻意強調了潘金蓮的羞赧。最後，王婆要兩人各留下

一件表記給對方，詞話本寫潘金蓮逕將袖中巾帕給了西門慶，但是崇禎本卻改作：「婦人便

不肯拿甚的出來，卻被王婆扯著袖子一掏，掏出一條杭州白縐紗汗巾，掠與西門慶收了。」

詞話本原是主動，崇禎本變成被迫了。

由上可知，崇禎本從一開始就在有限的範圍內，試圖調整讀者對潘金蓮先入為主的淫婦

印象，所以，前述潘金蓮嗑瓜子、以及用口哺餵西門慶瓜子仁兒等情節遭到刪除，確有可能

是基於一樣的理由。雖然這裡無涉藝術高下，不過崇禎本改變詞話本的人物設定、調整小說

15此意由田曉菲先發之，詳參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
16胡衍南，《金瓶梅到紅樓夢─明清長篇世情小說研究》，第四章「兩部《金瓶梅》，兩種世情書

寫」，頁13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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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閱讀期待，誠為事實。

參、性交細節的刪除、節制與改寫

前面提到，《金瓶梅》詞話本中的飲食描寫，到了崇禎本出現極其嚴重的刪削，然而更

為敏感的男女描寫，兩版本乍看並沒有太明顯的差別，尤其很少像菜單一樣整段遭到刊落，

委實出人意料。不過，如果爬梳得更為仔細，即可發現崇禎本依然在某些細節進行更動，有

些是它以為不必要細節的刪除，有些可能是為了降低性愛張力的筆墨節制，也有些是性交主

客體的角色易位。

先談性交細節的刪除。詞話本向來向筆觸極細，有時不免囉嗦，崇禎本基於精省文字的

考量略為調整，成敗不易論斷。例如第74回寫西門慶尋歡如意兒，詞話本是：「迎春去了，

把老婆就摟在懷裡，兩手就舒在胸前，摸他奶頭。」崇禎本大概覺得「兩手就舒在胸前」重

了後面的摸乳，逕直刪去，此舉無可無不可。但是第75回一樣寫西門慶尋歡如意兒，詞話本

提及西門慶「一面解開他穿的玉色袖子對衿襖兒鈕扣兒並抹胸兒」，但崇禎本卻只寫解開婦

人的對襟襖兒（未提及抹胸兒），可能也出於簡約考量。不過，兩版本後文都提到西門慶恐

怕涷著如意兒，於是「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蓋著胸膛上」，那麼詞話本前番交代抹胸已被解

開才合乎情理。

有些性交細節的刪除，看來是為了閱讀的方便，例如方言、俗語多少有礙讀者理解，崇

禎本就盡量不採錄。例如第72回，寫到潘金蓮在性交過程中要求西門慶不許再私會如意兒，

婦人長篇厥詞中有一句話：「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嚷的塵鄧鄧的不嚷。我就擯兌了這

淫婦，也不差甚麼兒！」崇禎本將其中「看我嚷的塵鄧鄧的不嚷」刪了，或因「塵鄧鄧」

係屬方言俗語恐不易理解之故。17接下來潘金蓮又罵「你這破答子爛桃行貨子」，崇禎本將

「破答子」一詞拿掉，恐也是類似的考量。至於西門慶的回應：「你這小淫婦兒，原來就是

六禮約！」則整句都被崇禎本移除。梅節對「六禮約」的解釋是：「六禮：冠、婚、喪、

祭、鄉飲酒、相見等六種禮儀規範。『六禮約』下藏『則』字，諧『賊』。」18崇禎本大概

覺得「六禮約」有費解之虞。方言俗語之外，崇禎本也不喜歡勸世格言，許是嫌其陳腔濫

調。例如第79回，詞話本於警世詩「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門仗劍斬愚夫」之前另有一長段格

言，崇禎本就將其省略。除此之外，小說有不少性交場景係以韻文描述，其中有些韻文甚至

長達數百字之譜，崇禎本對它們的刪節情形和對待說唱文本差不多，要不全刪，要不只留一

17李申：「塵鄧鄧，本塵土飛揚貌。引申為沸反盈天。」參見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語匯釋》（北京

市：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2），頁222。
18明•蘭陵笑笑生，梅節校訂，陳詔、黃霖注釋，《夢梅館校本金瓶梅詞話》，頁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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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19

另外是對套語的刪削。例如第72回寫潘金蓮打發西門慶上床歇宿，「端的暖衾暖被，

錦帳生春，麝香靄靄」，這幾個句子崇禎本都省略了。接下來寫兩人「口吐丁香，蚌含□

珠」，崇禎本也沒有錄。再則西門慶進潘金蓮屋裡，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兩

個被翻紅浪，枕欹彩鴛，並頭交股而寢」，崇禎本也把「被翻紅浪，枕欹彩鴛」拿掉了。

以上濫熟的句子都屬於概念式的語言，失去了滿足審美想像的作用，留著實無用處。但在此

回，這一大段性交活動的起點，同樣理由的刪節卻發生失誤。小說寫西門慶進房，潘金蓮正

倚靠著梳檯、腳登著爐檯、嗑著瓜子兒等待，結果「見西門慶進來，慌的輕移蓮步，款蹙湘

裙，向前接衣裳安放。」崇禎本這裡把「慌的輕移蓮步，款蹙湘裙」給刪了，想來也是不喜

套語的緣故，可它把最重要的「慌」字一併拿掉，等於疏忽了潘金蓮急切又意外的心情。

不過，少一個「慌」字談不上大礙，至少不及下面這個要命的失誤。

眾所周知，《金瓶梅》有「色彩心理學」，小說很早就提示西門慶對白／紅反差的性迷

戀心理。西門慶喜歡婦人有一身白皙肌膚，他對李瓶兒、孟玉樓、如意兒雪瑩瑩的身體都曾

不吝讚美。此外，西門慶又特別鍾情於紅鞋，不但在宋惠蓮死後收藏婦人一雙「大紅四季花

嵌八寶緞子白綾平底綉花鞋」，詞話本第28回更直接對潘金蓮說：「我的兒，你到明日再做

一雙兒穿在腳上。你不知，親達一心只喜歡穿紅鞋兒，看著心裡愛。」崇禎本此回也是一樣

寫法。此番白／紅對比顯現出來的情欲張力，作家在第29回呈現得最明顯，西門慶一看見潘

金蓮「赤露玉體，止著紅綃抹胸兒，蓋著紅紗衾，枕石鴛鴦枕，在涼席之上睡思正濃」，不

覺淫心頓起便欲交合。為什麼「淫心頓起」？詞話本有說明─

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凈，就暗暗將茉莉花蕊兒攪酥油定

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掬，使西門慶見了愛他，以奪其寵。西

門慶於是見他身體雪白，穿著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一面蹲踞在上，兩手兜其股極力

而提之，垂首觀其出入之勢。

崇禎本的文字也無出入。這場「蘭湯午戰」的起點，正是西門慶被潘金蓮白身子／紅睡鞋的

色彩反差，給挑起了無意識裡的性愛欲望。而這樣的欲望，此後在詞話本不斷地被填補，奇

怪的是，崇禎本卻似乎忘得一乾二淨。

例如第52回寫西門慶找李桂姐試胡僧藥，詞話本提及西門慶「輕輕搊起他剛半扠、恰

三寸、如錐靶、賽藕芽、步香塵、舞翠盤、千人愛、萬人貪兩隻小小金蓮來，跨在兩邊胳

膊」，接著交代待婦人「穿著大紅素緞白綾高底鞋兒，妝花金欄膝褲腿兒用紗綠線帶扎著」

19這其中至少包括第12、13、28，、29、37、69、72、82、83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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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崇禎本除了刪去對小腳的修飾語，也刪去這個紅鞋意象。又如第68回寫西門慶到院

中找鄭愛香兒，詞話本提及粉頭解去下衣，仰臥枕畔，「裡面穿著紅潞紬底衣，褪下一隻膝

褲腿來」─崇禎本再一次刪去這個紅鞋意象。

更誇張的例子在第75回，西門慶又一次來到剛得手的如意兒屋裡，性交前戲便見西門慶

誇獎如意兒：「我的兒，你達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這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的一般樣兒。

我摟著你，就如同摟著他一般！」吃喝之後，上床性交，詞話本寫道─

老婆氣喘吁吁，被他肏得面如火熱。又道：「這袜腰子，還是娘在時與我的。」西門

慶道：「我的心肝，不打緊處。到明日，鋪子裡拿半個紅緞子，與你做小衣兒穿，再

做雙紅緞子睡鞋兒穿在腳上，好服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爹與了我，等我閑

著做。」……這西門慶見他言語兒投著機會，心中愈發喜歡，揝著他雪白的兩隻腿兒

─穿著一雙綠羅扣花鞋兒─只顧沒稜露腦……

不想崇禎本先把西門慶「再做雙紅緞子睡鞋兒穿在腳上」一句刪了，自然，也就把後面「穿

著一雙綠羅扣花鞋兒」也刪了。詞話本的意思再清楚不過，西門慶愛戀如意兒白皙的肌膚，

為什麼主動提起「再」做雙紅睡鞋，許是覺得綠睡鞋與婦人雪白的兩隻腿兒不搭襯。此番安

排，與第29回潘金蓮把身上搽得白膩光滑、腳套紅睡鞋爭寵一節遙遙相對，互文好看，卻不

曉得崇禎本為什麼裁掉了？更甚的是，小說在第78回又寫西門慶與如意兒交歡，詞話本道：

「西門慶令他關上房門，把裙子脫了，上炕來仰臥在枕上，底下穿著新做的大紅潞紬褲兒，

褪下一隻褲腿來。」很明顯，這裡所謂「新做的」大紅潞紬褲兒，不定就是上回西門慶許下

的「鋪子裡拿半個紅緞子」所做，此處安排自有暗示婦人投其所好之意，如同第75回寫她為

西門慶吞尿一般。遺憾的是，崇禎本又把「底下穿著新做的大紅潞紬褲兒，褪下一隻褲腿

來」兩句刪除，這麼一來，如意兒的用心全不見了。

第79回的例子，更可證明崇禎本忘卻了小說家在第29回安排白膚／紅鞋反差的初衷。這

一回寫西門慶心中想著何千戶娘子，於是到王六兒處尋歡，詞話本交代婦人洗完身子，「換

了一雙大紅潞紬白綾平底鞋兒穿在腳上」，兩人上床共效于飛。良久，西門慶有了新發現，

詞話本寫道─

燈光影裡，見他兩隻腳兒穿著大紅鞋兒，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吊的高高的，一往一

來，一衝一撞，其興不可遏。因口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

西門慶對白／紅反差的性迷戀心理，到此處等於寫到一個高潮，強度更勝第29回。重要的

是，這一回寫西門慶與王六兒交歡，西門慶的「招式」簡直是第27回葡萄架下潘金蓮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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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俱為用婦人腳帶拴吊其雙足賣個「金龍探爪」；王六兒的「服飾」則又是第29回潘金蓮

蘭湯午戰的複製，同樣一雙大紅鞋對應著白生生腿兒。這是西門慶與王六兒最後一場性交，

性事一結束，便啟動西門慶與潘金蓮最終回的亂狂，這場性交的設計直可說是老謀深沉，

王六兒和潘金蓮的情色形象、之於西門慶的意義因此有了重疊。20無奈，崇禎本把一前一後

「換了一雙大紅潞紬白綾平底鞋兒穿在腳上」、「兩隻腳兒穿著大紅鞋兒」兩個句子都刪

了，等於把詞話本有意為之的潘、王疊影給抹掉了。

其次談談基於降低性愛張力而為的筆墨節制。崇禎本於性愛描寫場景，另有些文字刪節

不屬於前述理由，無論動機究竟為何，不無可能是為了節制性愛張力。箇中努力約略可以整

理出兩個面向，一是減少對男女性具、尤其是性交高潮男女性具的刻畫；二是減少對直接、

粗鄙之性交高潮反應的描寫。

關於對性具刻畫的節制，第51回有個例子，小說寫西門慶服了剛得的胡僧藥來找潘金

蓮，婦人見其陽具諕了一跳，「一手揝不過來，紫巍巍，沉甸甸，約有虎二」，崇禎本將

「約有虎二」給刪了。接著婦人品簫，詞話本費了一番文字狀其神態，然後描其陽具「裂瓜

頭凹眼圓睜，落腮鬍挺身直豎」，結果崇禎本也刪去這兩句話。再來寫兩人性具交合，詞話

本提及婦人「一面用手摸之，燈下窺見塵柄，已被牝戶吞進半截，撐的兩邊皆滿，無複作往

來」，崇禎本把最後一句刪了。另一個例子是第79回，在西門慶與王六兒交歡這個場景，詞

話本提到「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往來摕的牝戶翻覆可愛」，崇禎本把這後一句

給刪了。換到潘金蓮馬騎西門慶身上這個場景，詞話本兩次提到男人性具，一次是常見的

「裂瓜頭凹眼圓睜，落腮鬍挺身直豎」，一次是「龜頭越發脹的色若紫肝，橫筋皆現，猶如

火熱」，兩處文字崇禎本都不留。平心而論，這樣的刪節占全書性交描寫的比例不高，單就

這兩回的例子，很難真正證明崇禎本有心節制性愛張力，除非─把以下的刪削一併考慮進

去。

小說有不少地方描寫了性交高潮反應，對於其中較為直接或粗鄙者，崇禎本似乎著意

做了一點刪節。例如：第19回寫西門慶潘金蓮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砸舌，「砸的舌頭一片聲

響」，這句話崇禎本刪掉了。第27回寫葡萄架下潘金蓮春心沒亂，淫水直流，「又不好去摳

出來的」，這句話崇禎本刪掉了。第61回寫西門慶與王六兒交媾，婦人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將

出來，「淫聲艷語，通做成一塊」，這句話崇禎本刪掉了。第69回寫西門慶初會林太太，盡

力盤桓一場之後，婦人髮亂釵橫，花憔柳困，「鶯聲燕喘，依稀耳中」，這句話崇禎本刪掉

了。更有代表性的是下面兩例，第78回西門慶口中喃喃吶吶叫道：「葉五兒，不知道口裡會

肏不會？」意欲賁四嫂子發出淫聲浪語，同樣遭崇禎本刪除。後來西門慶二會林太太，兩人

20田曉菲也注意到，第79回寫西門慶和王六兒交歡，是第27回西門慶和潘金蓮交歡的「重寫」，可惜她
並沒有把第29回這一幕聯繫起來，詳參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頁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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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窩中掀騰鼓搗，交合之聲「猶若數鰍行泥淖中相似」，這句傳神之筆也遭崇禎本刪除。

以上這些例子，雖然在比例上仍舊有限，作者也算略盡綿薄之力。

不過，有些刪節頗值斟酌。例如第73回，經過和西門慶激烈的性交活動後，潘金蓮達到

性交高潮，詞話本寫道─

停不多回，婦人兩個抱摟在一處，婦人心頭小鹿突突的跳，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

亂，於是拽出來，猶剛勁如故。婦人用帕搽之，便道：「我的達達，你不過卻怎麼

的？」西門慶道：「等睡起一覺來再耍罷。」婦人道：「我也挨不的，身子已軟癱熱

化的。」

沒想到，崇禎本先是刪去「婦人兩個抱摟在一處」，這個在性交高潮來臨後最「標準」的肢

體反應。接下來，又把婦人力氣用盡之後說的「我也挨不的」拿掉，只讓她乾乾地吐一句

「身子已軟癱熱化的」，使原本完整的情緒被截了一半，最重要的心理回應因此莫名被阻

絕。

最後談談性交主客體的權力易位。前面所述，多半涉及崇禎本對詞話本的刪削，改寫其

實很少。但全書在性交活動的描寫上，倒有兩例堪稱改寫了原來的安排，尤其是變更了性交

活動中的主客關係，值得一探。

一個例子在第72回，這裡寫西門慶剛從東京引奏朝儀返家，潘金蓮自然熱情接待。正如

前面提到過的，潘金蓮先點了一盞濃濃艷艷芝麻、鹽笋、栗絲、瓜仁、核桃仁夾春不老、海

青拿天鵝、木樨玫瑰潑鹵六安雀舌芽茶給西門慶，然後把嗑了的瓜子穰兒用口兒噙著哺送下

西門慶口中，接下來詞話本寫道：「婦人不住手下邊捏弄他那話，打開淫器包兒，把銀托子

帶上。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曾？』」可崇禎本不這麼寫─它把

「打開淫器包兒，把銀托子帶上」這個環節刪掉了！回到前面討論過的，崇禎本總在有意無

意之間淡化潘金蓮好色多淫的刻板形象，不知這裡會不會是又一次的努力？

另一個例子在第77回，這裡寫西門慶到妓女鄭愛兒月處追歡，於是粉頭親手拈了幾樣細

菓給西門慶下酒，又用舌尖噙鳳香餅蜜送入他口中，接著詞話本寫道：「又用纖手掀起西門

慶藕合緞 子，看見他白綾褲子。西門慶一面解開褲帶，露出那話來教他弄。」可崇禎本不

這麼寫─它改成「又用纖手解開西門慶褲帶，露出那話來，替他捏弄。」詞話本原是寫西

門慶命鄭愛月兒口交，嫖客在這裡是性關係中的主動方，但崇禎本卻改得妓女才是更自覺的

一方。若要究其原因，也許是崇禎本要醜化鄭愛月兒？然也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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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補充：關於性交服飾的刪節

前面提到，崇禎本於性交細節的刪節，最嚴重的疏失可能是在好幾處錯刪紅鞋、紅衣、

紅褲，以致忽略西門慶迷戀白／紅反差的性心理。然而提到服飾，崇禎本在性交活動前後的

服飾描寫也有些刪節，簡單的如第19回，詞話本寫道：「西門慶又要玩弄婦人的胸乳，婦人

一面摘下 領子的金三事兒來，用口咬著，攤開羅衫，露見美玉無瑕，香馥馥的酥胸，緊就

就的香乳。」這裡就見崇禎本把「摘下 領子的金三事兒來，用口咬著」給刪掉了，不知用

意為何，或許也是嫌其瑣碎。然而另外有些刪節，明顯也是基於同樣理由，合不合適倒頗值

得商榷。

例如第77回寫西門慶私通賁四娘子，詞話本對婦人的服飾有所交代─「那婦人頭上勒

著翠藍銷金箍兒，髮髻插著四根金簪兒，耳朵上兩個丁香兒，上穿紫紬襖，青綃絲披襖，玉

色綃裙子。」崇禎本卻好生生截掉其中「髮髻插著四根金簪兒，耳朵上兩個丁香兒」兩句。

正所謂「女為悅己者容」，賁四娘子既有意勾搭家中主人，自要裝扮得花枝招展，詞話本那

幾句服飾交代就屬四根金簪、兩個丁香最為醒目動人，崇禎本將之省略，等於把箇中重量減

去一半。更壞的刪節在第78回，西門慶要吃任醫官給他的延壽丹，於是到如意兒處討人乳，

詞話本寫道─

那如意兒，節間頭上戴著黃霜霜簪環，滿頭花翠，勒著翠藍銷金汗巾，藍紬子襖兒，

玉色雲緞披襖兒，黃綿紬裙子，腳下沙綠潞紬白綾高底鞋兒，妝點打扮比昔時不同；

手上戴著四個烏銀戒指兒，坐在傍邊打發吃了藥。

不想這一大段文字，崇禎本將之縮減為：「那如意兒節間打扮著，連忙擠乳，打發吃了

藥。」原文已經提到「妝點打扮比昔時不同」，且這不同不僅因為過年，而是如意兒自李瓶

兒死後，一路在枕席之間巴結西門慶，在第75回就得到西門慶的承諾：「你若有造化，也生

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頂你娘的窩。」從孩子的奶媽到有望成為西

門妻眷，此時的如意兒該有飛上枝頭之樂。既然第74、75回都見她向西門慶要頭面服飾，那

麼第78回的她難道不該盛裝示人、笑傲奴婢？詞話本委實頗擅「服裝政治學」，可惜崇禎本

不察。

然而，無論崇禎本懂不懂服裝政治學，它在服飾描寫上的刪節並不限於性交場合，大筆

刪去服飾文字的情形非常普遍。例如剛才提到，崇禎本第78回刪去如意兒的服飾有些可惜，

但是就在同一回寫吳大舅來西門府，詞話本大力摹寫了月娘的粧扮：「頭戴翡白縐紗金梁冠

兒，海獺臥兔，白綾對衿襖兒，沉香色遍地金比甲，玉色綾寬襴裙。耳邊二珠環兒，金鳳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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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胸前帶著金三事 領兒，裙邊紫遍地金八條穗子的荷包，五色鑰匙綫帶兒，紫遍地金扣

花白綾高底鞋兒。」崇禎本竟完全略去。另外也是這一回，寫春梅到李瓶兒屋裡找潘姥姥，

詞話本交代春梅一身打扮：「頭上翠花雲髻兒，羊皮金沿的珠子箍兒，藍綾對衿襖兒，黃綿

紬裙子，金燈籠墜子，貂鼠圍脖兒。」崇禎本也全然不錄。從如意兒、吳月娘、春梅三個例

子來看，難道只如意兒的服飾描寫有補充人物心理、烘托存在處境的效果？當然不是。詞話

本將月娘寫得雍容華貴，將春梅寫得鶴立雞群，恐怕都大有深意，可惜崇禎本在這三處一概

刪去。

其實，像第78回如意兒的例子，崇禎本是處處可見。例如詞話本第61回寫西門慶到韓

道國家作客，結果王六兒打扮出來：「頭上銀絲 髻，翠藍縐紗羊皮金滾邊的箍兒，周圍插

碎金草蟲啄針兒；白杭絹對衿兒，玉色水緯羅比甲兒，鵝黃挑綫裙子；腳上老鴉青光素緞子

高底鞋兒，羊皮金緝的雲頭兒；耳邊金丁香兒：打扮的十分精致。」這裡崇禎本也是一字未

提。其實婦人自第37回被西門慶勾搭之後，一路不知得了多少好處，這身裝扮豈不說明她的

春風得意？再看第67回寫潘金蓮溜進西門慶書房：「潘金蓮上穿黑青回紋錦對衿衫兒，泥金

眉子，一溜 五道金三川鈕扣兒；下著紗裙，內襯潞紬裙，羊皮金滾邊。面前垂一雙合歡鮫

綃鸂鶒帶；下邊尖尖趫趫錦紅膝褲下顯一對金蓮；頭上寶髻雲鬟，打扮如粉妝玉琢，耳邊帶

著青寶石墜子。」這一大段崇禎本也全部省略。誰不知，通身鮮麗、新潮時尚正是婦人一以

貫之的努力，下文寫她和西門慶卿卿我我，尤其交代「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香雲

上圍著翠梅花鈿兒，後鬢上珠翹錯落，興不可遏」─不正說明她「秀色可餐」？從以上諸

例來看，崇 禎本為了精簡小說敘述，倒也犧牲了另一種文學性。更不必說，其大幅刊落的後

果，也使得研究《金瓶梅》服飾只能完全仰仗詞話本。

崇禎本刪削詞話本服飾描寫的方式，除了大筆一揮，很多時候是採取減半描寫，這裡不

再贅述。附帶一提，除了全刪和半刪，崇禎本在很多地方採取縮寫，即把服飾的材質、樣式

給省略不言。例如第19回，詞話本交代潘金 蓮下身穿著「白碾光絹挑綫裙子，裙邊大紅光素

緞子白綾高底羊皮金雲頭鞋兒。頭上銀絲 髻，金鑲玉蟾宮折桂分心翠梅鈿兒，雲鬢簪著許

多花翠」，崇禎本卻把「羊皮金雲頭」、「玉蟾宮折桂」略去不提。又如第62回寫眾妻妾為

剛死的李瓶兒著裝，詞話本提及潘金蓮建議為她穿上那雙「大紅遍地金鸚鵡摘桃白綾高底鞋

兒」，可是崇禎本也把「金鸚鵡摘桃白綾」略過不提。再如第67回寫鄭愛月兒差人送來「一

方回紋錦雙攔子細撮古碌錢同心方勝結、桃紅綾汗巾兒」，崇禎本也把「雙攔子細撮古碌

錢」給省略了。這些都是詞話本精心設計的細節，即便讀來有時讓人眼花撩亂，但崇禎本的

刪削與刊落，確實也過於理直氣壯。

總而言之，崇禎本對詞話本的改作，在很多時候確實提高了小說的藝術性，包括調整回

目、代換回首詩詞、降低說唱文本比例都是成功的嘗試。然而劉輝所謂，崇禎本係基於「棄

其瑣碎」的理由將「一些擺設、服飾、菜單，包括色情描寫在內」盡情刪去，恐怕並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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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前面的討論已經充分說明：詞話本的飲食、男女、服飾描寫絕非與塑造人物性格和環

境烘托無關，崇禎本固然在精簡文字、流暢敘事方面收到不少效果，但同時也犧牲了細節帶

來的感官魅力。更不必說，在其大幅刪削刊落的過程中，既忘了繼承詞話本某些具點睛之效

的設計─包括潘金蓮嗑瓜子兒的輕佻輕象、西門慶對白／紅反差的性迷戀心理，也有意無

意改變了小說人物的飲茶習慣，甚至把自身對潘金蓮的同情置入其中，這個工程的成敗得失

並不能簡單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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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arding the version of Jin Ping Mei,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Chongzhen edition” 

that appeared later does not like the tendency of “Cihua edition” narrative confusion. Therefore, the 

aesthetic achievement of the novel is improved through the deleting and reorganizing. However, this 

article thinks that in terms of food, drinks, and sex, the rewriting of “Chongzhen edition” may have 

changed the original art design of “Cihua edition”. As a resul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hould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the achievements of “Chongzhen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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