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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创新与题材融合的和谐统一
— — 论《歧路灯》中的公案片断与案情故事
李 延 年
摘

要

题 材创新与题 材融合的 和谐统一 ,是《歧路灯》题材上的 美学特色 ,其具体 表现形式

便是公案片断与世情小说、教育小说的有机结合。对这一美学 特色具体内涵的探讨可分两个层面:
一 是将《歧路灯》中的所有 公案片断看 成一个整 体 ,从题 材融合、主人公形 象塑造、结构布局、主题
表现等角度进行探讨与考察 ;二是将《歧路灯》中的每个公案片 断均视为一个相对 独立的观察对象
进行探讨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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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题材角 度观照 ,《歧 路灯》题材 主干为 教育小

面、稳妥之 嫌 ,即 时贤的 界定偏 重于刑 事案件 ,对民

说 ,这一题 材特点突 出表现了 《歧 路灯》在长 篇白话

事案件则未涉及。 如韩南先生的 界定是 ,“这类小说

小说题材上的创新性 ;同时 ,《歧路灯》在教育小说这

有一 个共同 的结构 : 犯 罪 ,剖析案 情 ,判罪。”① 黄岩

个主干上 ,对其它题材如公案小说片断、世情小说片

柏先生的界定是 ,“公案小说是中国 古代小说的一种

断等或融入、或分出支干 ,这一题材特 色又表现了其
题材融合的特点。更值得称道的是 ,《歧路灯》将上述

题材分类 ;它是 并 列 描 写 或 侧 重 描 写 作 案、 断 案的小
··········· ··
说。” (着 重 号为 原 书所 有 ,笔 者 注。)“但 是 ,只 写作

题材 的创新和题 材的融 合和谐 地统一在 一起 ,使读

案 ,一点不写判案的 ,不是公案小说。”② 这类描写可

者 在 阅读 《歧 路灯 》时 ,既感 受到 其题 材的 新颖、独

称 为“案 情故事” ,因 为“案情故 事 ,即 犯罪作 案而未

特 ,同时 ,又感受到其题材的丰富 和多样。 《歧 路灯》

涉讼”。③ 笔 者以为 ,在此 基础上 ,尚 需加入民事案件

题材 上的这种美 学特色 ,具体 表现形 式之一 便是公

的内涵 ,即故事所写主人公虽未犯罪 ,但因争执而涉

案片断与世情小说、教育小说层面的有机融合。

讼 ,且状告 官府、官府断 案者 ,也应归 入公案 小说之

对于《歧路灯》题材 上的上 述美 学特色 ,笔 者尚

列。 如兄弟争产构讼 ,告到官府 ,官 府下断解决争端

未 见到有人进 行论说。 有 些学者 虽然指 出了《歧路

即是一例。本文所使 用的公案小说的定义 ,其中便包

灯》在教育 小说题材 之外尚有 其它题 材成分 渗入这

含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两大类 。

一现 象 ,但 仅仅是点 到即止 ,未 予深究 ,对渗 入的题

公 案 片断 (含案 情故 事 )定义 的内 涵界 定 清楚

材成分自身的特点及与其它题材的关 系则更是只字

后 ,我们便可以此为尺度 ,对《歧路灯》中的题材成分

未提。 如黄岩柏先生在其《中国公案小说史》中指出

进行甄别和筛选了。 笔者在进行这 个甄别和筛选工

《歧路灯》有狱讼公案的题材成分 便是一例。 有鉴于

作 后 ,将《歧路灯 》中的 公案片 断和案 情故事 列成图

此 ,笔者不揣谫陋 ,对《歧路灯》中的以 上题材特色略

表 (见附表 1,附表 2) ,请参阅。

陈管见 ,以为引玉之砖。

在此 基础上 ,我们 的探讨 和考察 拟从两 个层面

在进 行具体 探讨之 前 ,我 们先对 公案片 断定义

进 行: 一是 将《歧 路灯》中的所 有公案 片断看 成一个

的内涵做一下界定。 公案片断 ,顾名思义 ,即公案小

整体 ,将其置于整部小说的各种组成因素之 中 ,从不

说片断 ,对于此时贤已做过界定 ,但我 以为似有欠全

同的角度进行观照 ,解析其所蕴含的美学特 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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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就 ;一是 将《歧 路灯》中的每 个公案 片断均 视为一

堕落的过程更是如此。一般认为 ,谭绍闻堕落的过程

个相对独立的观照对象 ,用散点透视的方法 ,解析其

是从十三回到八十三回 ,这一过程 ,又可分为不同的

自身所蕴含的美学特色、艺术成就。

时期或阶段 ,并可用相应的回数表示。 如三 期说 ,即

我们先进行第一个层面的探讨和考 察。

初犯期 (十三回— 三十二回 ) ,徘徊期 (三十三回— 五

1.题材融合角度的观照

十回 ) ,陷溺期 (五十一回— 八十二回 )。 又如八阶段

《歧路灯》中的公案片断做为该小 说的一种题材

说 ,即将十三回至八十三回分为八个阶 段。 这说明 ,

因素 ,并非独立、特出或者机械拼凑于 该小说中的其

谭绍闻走向堕落的过程是与公案 片断和案情故事的

它主 要题材之 外 ,而 是如盐 入水 ,融化、渗透 于其它

密集程度是相应的、同步的。 换言之 ,即《歧路 灯》主

主要题材因素之中 ,呈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人公形象的塑造与作品的公案片 断和案情故事是紧

有机融合的美学特色。 《歧路灯》中的 大部分案件与

密相 关的。 应该 指出的 是 ,这 种紧密 联系并 非表层

主人 公的因嫖赌 而不断 走向堕 落相关连 ,与 社会上

的、静止的 ,而是深层的、发展变化的 ,即伴随着谭绍

各类匪人想方设法拉主人公谭绍闻下 水而捞取金钱

闻在 堕落的泥坑 中越陷 越深 ,其所参 与或被 牵连的

以资 挥霍紧密 相关 ,与各类 正人包 括家长、教师、官

案件 的性质与情 节也越 来越严 重 ,其 与案件 的关系

员、忠仆尽力规谏主人公改邪归正、迷 途知返有密切

也愈 来愈紧密 ,如由最 初的受 案件牵 连到成 为从犯

关 系 ,因此 ,我们 可以毫 不夸张 地说 ,《歧 路灯》中的

再到 成为主犯 ;由最初 的一般 性质的 嫖赌发 展到后

绝大 部分公案片 断决不 是为写 公案而写 公案 ,决不

来的有被杀头可能的大案铸私钱 。 这便使谭绍闻在

是为制造悬念、猎奇逞异以增加情节的曲折、惊奇来

堕落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的过程和 与此相应的谭绍闻

吸引读者而写公案。也正因此 ,《歧路灯》中的公案片

性格的发展 显得入 情入 理、真实可 信。 同时 ,《歧路

断与该小说中的其它题材因素也就没 有呈现出生拼

灯》并未将谭绍闻置于一个真空的环境中进 行塑造 ,

硬凑 的不协调 的关系 ,而是 呈现一 种圆融、统一、有

而是 铺陈了产生 败家子 的典型 环境 ,塑造了 一批败

机化合的和谐关系。 该小说中的许多 公案片断使你

家子 群像 ,使产生败家 子的广 阔的社 会生活 背景得

简直 难以说它仅 仅只是 公案片 断或世情 小说片 断、

以显 现。 而这一 切 ,无 不得益 于作品 中大量 公案片

教 育小说 片断 ,如附 表 1中编 号为 4、 6、 7、 8、 10、 11

断、案情故事的有机融入。 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 ,如果

的公案片断。 (案情故事也有此特色 ,如附表 2中编

抽 去《歧 路灯》中的公案 片断和 案情故 事 ,也 就抽去

号 为 2、 3、 4、 5、 6、 8、 10、 11的案情 故事 )这一美 学特

了谭 绍闻这一艺 术形象 的灵魂 和性格 特色 ,抽去了

色 ,放在明末 清初长篇 小说创 作的大 背景上 进行观

谭绍闻做为“这一个”的典型意义。因此 ,我们完全有

照、比较 ,就会显得更加突出和难 能可贵。 《林 兰香》

理 由说 ,《歧路灯 》中大 量公案 片断和 案情故 事已经

也 曾尝 试题 材融 合 ,欲“集 四家 之奇 以自 成一 家之

化为了主人公谭绍闻形象的血肉 和灵魂。 这样的美

奇 ” , ④ 但 它却没 有达到 这样的 美学高 度。 《野 叟曝

学特色 ,在明清长篇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高 尔基说:

言》也有意进行题材融合 ,力图将神魔 小说与才子佳

“文学的第三要素是情节 ,即人物 之间的联系、矛盾、

人小说题材合二为一 ,“与明人之神魔 及佳人才子小

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 — 某种性格、典型的

说面 目似异 ,根柢实 同 ,惟以异 端易魔 ,以圣 人易才

成 长和 构成的历 史。” ⑥ 以 此观照 《歧路 灯》的文 本 ,

子而已。”⑤ 但书中 俯拾皆是的离奇古 怪的情节和那

我们 就会发现 ,八十三 回之前 的情节 大多以 公案片

些人 变虎、马化人 ,尿能 致孕 ,水能变 银等有 悖常理

断或 案情故事的 形式呈 现出来 ,主人 公的性 格也赖

的 荒诞 离奇 的神 魔题 材却 使作 品的 真实 性大 打折

此有 特色的情节 得以显 现 ,这 种赖以 显现人 物性格

扣 ,而且各类题材之间的关系又显得是生拼硬 凑、机

的 情节有别于 《三国 演义》金戈 铁马、血火交 加的战

械相加 ,从小说美学上来说 ,乃是不成功的尝试。《绿

争 场面、《水浒 传》除暴安 良、被 逼反抗 的英雄传 奇、

野仙踪》题材融合的尝试相对来说较好一些 ,但其割

《西游记》上天入地、变化多端的神魔争斗、《金 瓶梅》

裂、拼装、斧凿之痕仍然十分显著。

连篇累牍、裸露精细的男女私情、床第淫乐、《儒林外

2.主人公形象塑造角度的观照

史》追逐或鄙薄功名富贵的文人行止、《红楼梦 》儿女

从附表 3我们 可以 清楚 地看出 ,《歧路 灯》中的

情长、明争暗斗的日常生活小事 ,从 而使《歧路 灯》的

大部 分公案片断 和案情 故事 ,均与主 人公谭 绍闻有

情节美学风貌在明清白话长篇小 说之林中显得别开

着或紧或松、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尤 其潭绍闻走向

生面、独树一帜。 此外 ,从公案片断 与案情故事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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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联系的松紧多寡并由此透露出来 的其对主人公

集中多 次 提及、评 论 “四 大 奇书 ”就 是明 证。⑧ 明代

形 象塑造所起 作用强弱 程度的 不同来看 ,《金瓶 梅》

“四大奇 书”处 理、把握 节奏的 艺术经 验不可 能不对

写了不少公案片断 ,且多与主人公西门庆相关 联 ,但

李绿园产生或深或浅、或隐或显的影响 ,从而使其运

从公案片断与案情故事集结在主人公 西门庆身上的

用艺 术节奏的审 美自觉 性得到 某种程 度的提高 ,并

数 量和密度 来看则远 逊于《歧路灯 》; 《水 浒传》、《红

以 此指导他的 小说创作 ,这便 使《歧路灯 》呈 现出了

楼梦》虽然写到的公案片断和案情故事数量相 当多 ,

较明显的节奏美和动态美。 节奏的 形式主要表现在

但大部分却不是集中在某一位贯穿全 书的主人公身

三个方面: 重现、间隔、转换。《歧路灯》在结构布局上

上 ,而是 分散在作 品中的 多位主、次 人物 身上。⑦ 与

所呈现的节奏同样具有这样的表 现形式 ,不 过 ,这样

此相比 ,《歧路灯》的不同之处在于公案片断、案情故

的表现形式是凭藉公案片断和案 情故事的运用得以

事大量地、密集地与主人公谭绍闻发生关联 ,对主人

展现的。 先看 重现。 公案 片断 和案 情故事 在《歧路

公形象的塑造所起的作用最强、最大 ,体现了一种独

灯》中一次又一次地重现出来 ,而且 每一次重现并非

特的美学风貌。

原样重复 ,而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 ,随着主人公在

3.结构布局角度的观照

堕落 的泥坑中越 陷越深 ,重现 的公案 片断和 案情故

《歧路灯》以写 日常 的家庭 生活 为主体 ,在 平淡

事的情节、性质也相应地由轻到重 ,从中不但显示了

的生 活中含有丰 富的社 会内容 ,以独 特的形 式安排

事物 按螺旋式向 前发展 的规律 ,而且 使行文 具有活

情节 ,在平淡的生活中掀扬情节的波澜 ,而又不失日

泼生动的节奏。同时 ,这种节奏还内化到了《歧路灯》

常生活真态 ,具备了“平中出奇”的美学风貌 ,其奥秘

的读 者即接受主 体的心 灵之中 ,以公 案片断 和案情

之一便是得益于公案片断和案情 故事的介入。 先看

故事 的重现形成 一种相 类的刺 激强度 ,正是 这些刺

波澜。 谭绍闻没有从作品一开始就笔 直地奔向一败

激 强度的重现 ,使《歧路灯 》的 读者在 心理体 验上也

涂地、倾家荡产的绝境 ,而是时好时坏、时错时悔。好

生出一张一驰、一起一伏的节奏感。再看间隔。在《歧

时他 能远匪人、禁邪 欲、认真读 书 ;坏 时他则 为匪人

路灯 》中 主要有 三种表现 形式: a.案与案 间隔 ; b.公

所诱 ,放纵 邪欲 ,又赌又 嫖 ,卷 入了一 桩又一 桩的因

案片断与案情故事间隔。 c.一案之中出现间隔 ,如表

违法犯罪而走上公堂的公案或虽未走 上公堂却触犯

1第 7号公案片断。 窦丛因儿子窦又桂与人聚赌、又

了刑律的案情。这些公案和 案情有大有小 ,每次的性

因赌而上吊身亡 ,遂将巴庚等人告到县衙。董县令听

质与情节又绝不雷同 ,而且是间歇发作 ,这便自然而

到是人命大案 ,便立刻起身去尸场验尸。 验 完尸 ,下

然地使《歧路灯》在结构布局上出现了 起伏跌荡的波

令拿案犯。按正常的 情况 ,下面应该接着写将案犯拿

澜。 80回 以后 ,公案 片断和案情 故事不但 量少而且

到县衙 ,董公大堂断案。 但中间却被皇差到 来、绍闻

多与主人公无直接的、紧密的联系。这与主人公的改

行 贿等间隔开 ,由于 有了这种 “横 云断山 法”式的间

邪归正互为表里 ,对此我们不能苛责作者。但在主人

隔 ,节奏也就随之显现了出来 。⑨ 与 此相类的还有表

公回头之后 ,作者未能运用、组织质量 较高且能替代

1第 11号公案片断 。 最后看转换。 转换的途径一般

公案片断和案情故事以在结构布局上 生出层层波澜

有两条: 同类转换和异类转换。这种转换在《歧路灯》

的情 节 ,因 而在美 学风貌 上后 30余回 与前 80回相

中的 表现大致是 这样的: 公案 片断与 案情故 事的转

比 ,便黯然失色。可见 ,公案 片断和案情故事的介入 ,

换 ;通过公 案片断和案 情故事 所表现 出的由 于正人

使《歧路灯》在结构布局上出现波澜 ,直接影响 着《歧

与匪人争夺谭绍闻而导致的谭绍 闻在走正路与入邪

路灯》美学特色的强弱。再看节奏。细读《歧路灯》文

途、悔恨自新与放纵邪欲之间的转换 ,这些属于同类

本 ,我们便会 发现其情 节的实 于中而 显于外 的节奏

转换。 而剑拔弩张、惊心动魄的公案片断、案情故事

美 和动态美 ,《歧 路灯》这种美 学特色 的形成 绝非偶

与温情脉脉、幽默风趣的人情世态、家庭伦常生活场

然 ,而是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一方面是 客观生活固有

景的转换等等 ,则属于异类转换。 正是这些 转换 ,传

的节奏被以严格写实态度创作小说的 李绿园所艺术

达出了《歧路灯》在结构布局上的 节奏感。因 80回前

地反映 ,自然而然地会使文本带上节奏。 另一 方面 ,

转 换的频 率较 高 ,所以节 奏颇 显疾促 ; 80回以 后转

我们也不排除作家某种程度上的 审美自觉性。 李绿

换的频率较低 ,所以节奏较徐缓。

园 对明代 “四大 奇书”即《三 国演义 》、《水 浒传》、《西

4.主题表现角度的观照

游 记》、《金瓶梅》都很熟 悉 ,在 《歧 路灯》中和 其诗文

公案片断的 介入 ,使《歧路 灯》的主 题表现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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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击两鸣、一石二鸟的美学效果。《歧路灯》主线是

讼案 ;有主仆辩正名分案 ;有邪教 案 ;有科场 案 ;有道

谭绍 闻由好为 坏、再 由坏变 好 ,通过这一 主线 ,形象

士假 借炼银为名 行骗案 ;有铸 私钱造 假币未 遂案等

地表达了作者的教育思想。在上述主线之上 ,又串联

等 (参见附表 1) ,真 可谓五花八 门、丰 富多彩。 从写

了大 大小小的世 情故事 ,串联 了不同 阶层特 别是诸

法变 化上看 ,有实 写也有 虚写 ; 有详写 也有略写 ;有

如县官、抚台这样大大小小的官员 ,使 《歧路灯 》的文

正面写也有侧面写 ;有一件案子一口气写完 ,也有一

本呈 现出多层思 想意蕴 ,其中 很重要 的一层 思想意

件案子分几段叙出 ;有写案件全过程的 ,也有仅写案

蕴便是作者的为官理想。 为官理想是 《歧路灯 》要表

件的某一阶段的 ;有写按律秉公执法的 ,也有写循私

达的 重要思想内 容 ,小 说的命 名已含 蓄地昭 示了这

卖法 、贪 赃枉法 或法外有 恩的… … ,写 法变化多 端 ,

一点。 所谓《歧路灯》 ,其中寓意之一便是“仕宦之路

互不雷同。因了这三多 ,《歧路灯》中的公案片断和案

上的 明灯” ,即给 为官做 宦者提 供一盏指 路明灯 ,具

情故 事便显得丰 富多彩 而又变 幻不定 ,具有 寓新鲜

体说来 ,就是表达作者对官员应该如何为官的 教育 ,

颖异的美感于繁富变幻之中的美 学特色。 这种美学

表达作者的为官理想。 对青少年教育 与对官员教育

特色非常符合欣赏者的美感心理 。我们有理由认为 ,

这两 种思想内容 相差较 大 ,如 何让二 者既联 结在一

上 述美学特色 的取得 ,与非常 熟悉明 代“四大奇 书”

起、统一在一起 ,又不使人产生割 裂感呢? 《歧 路灯》

的李绿园在创作《歧路灯》时充分吸 取了“四大 奇书”

具体做法就是将公案片断引入教育 题材 ,因为 《歧路

特 别是《三国演义 》、《水浒 传》的有关 宝贵艺 术经验

灯》中的每一次公案片断 ,绝大多数是 谭绍闻被一伙

有紧密的联系。 如《水浒传》中的林 冲买刀和杨志卖

匪人、败子所引诱、胁制 ,身陷嫖赌之中 ,程度不同地

刀 ,武松打 虎和李 逵打虎 ,武松 杀嫂和 石秀杀嫂 ,江

触及 了刑律 ,被带上 公堂 ,这样 ,官员 便与败 子发生

州劫 法场和大名 府劫法 场 ,林 冲起解 和卢俊 义起解

了紧 密联系 ,此间的官 员所扮 演的角 色实际 上既是

等等 ,都是犯而后避 ,使读者兴味倍增。又如《三国演

官员又是师。如程公、荆公的“法外有恩、严中寓慈” ,

义》的写火 ,吕布有濮阳之火 ,曹操有乌巢之 火 ,周郎

将笞刑改为扑刑等便有师的一面。同时 ,在一系列的

有 赤壁之火 ,陆逊有 犭虎亭之火 ,徐盛有 南徐之火 ,武

公案 片断的展 现中 ,又写官 员为官 的清廉、勤谨、严

侯有博望、新野之火 ,又有盘蛇谷 、上方谷之 火 ,但每

明、公正 ,对贪官 的贪赃 枉法的 丑恶行径 给予揭 露、

次写 来各各不 同 ,求 其一笔 相犯而 不可得 ,“譬如树

鞭笞 ,突出了他们为官的一面。从附表 3我们便可清

同是树 ,枝同是枝 ,叶同是叶 ,花同是花 ,而其植根安

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样一来 ,《歧路灯》的公案片断描

蒂 ,吐芳 结子 ,五色 纷披 ,各成异 采” ,1 总是给 人以

写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便收到了一击 两鸣的美学效

新鲜的美感。与《水浒传》的写打斗、《三国演义》的写

果: 既揭示了主部主题— — 青少年教育思想 ,又揭示

战争所 不同 的是 ,《歧 路灯 》“特 特 犯之 而又 特 特避

了副主部主题重要内容之一 — — 为官理 想。

之”的具体表现形式变成了公案片断和案情 故事 ,表

我们再进行第二个层面的探 讨和考察。 在这个
层 面 ,我们 着重探讨 和考察《歧路 灯》中公案 片断和

现形式虽异 ,但呈现出的美学特色则大体相 近 ,其间
的传承关系隐约可见。

案情故事自身的美学特色 ,举其大端 ,主要有以下几

2.曲径通幽、浪上叠浪 ,幽深绵长的美学特色

点。

《歧路灯》中的公案片断并非都 是毫无关涉的单
1.寓新鲜颖异的美感于繁富变幻中的美学特 色

个案 件的罗列、叠 陈 ,案 件与案 件的关 联、组 合呈现

细察《歧路灯》的文本 ,我们可以发现 ,其内含的

出了 多样的美学 形态: 既有珍 珠串式 的案件 与案件

公案 片断和案 情故事确实 做到了 繁富变 幻即“特特

叠加的较低级的美学形态 ,又有连环套式的 案中案、

0 这 具体表现 在三多 ,即 数量
犯 之而又 特特避 之” ,1

连环案这样的较高级的美学形态 ,案中案如: 皮匠炫

多、种类多、写法变化多。从 数量上看 ,在一部长篇小

色骗绍闻一案中包含着皮匠在南 阳府唆使老婆骗人

说中 ,公 案片断达 16件、案 情故事达 11件 之多 ,这

从中 取利被县官 判打二 十板之 案 ;绍 闻与赵 大胡子

在明 清表现世态 人情的 长篇白 话小说中 是罕见 的 ,

等人 聚赌案中 ,包含着 赵大胡 子在陕 西临潼 与盗匪

在这一点上 ,即使是像《金瓶梅》、《红楼梦》那样的巨

合伙盗窃大案 ;夏逢若、貂鼠皮等赌 博案中含有奸情

著也难与其比肩。从种类上看 ,其中有赌、嫖案 ;有因

案等等。连环案如: 皮匠炫色骗钱案中的戏箱被撬连

赌、嫖致 人死命案 ;有 诈骗案 ;有抢 劫案 ; 有盗贼 案 ,

带出茅拔茹以戏箱锁被扭为借口 企图赖债不还并状

有拐 带人命案 ;有谋 杀案 ; 有因 奸逼命案 ;有 兄弟构

告绍闻案 ;谭绍闻、窦又桂赌博案连带出窦 又桂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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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歧路灯》中的 公案片断
编号

回数

1

13

乜 守礼娶有 夫之妇二 娃为妾 ,而 后护
妾虐妻 ,妻上吊身亡案。

乜守礼、二娃被捕待审 ,二娃原夫盗卖
发妻 , 被县官判打三十板子。

概述

2

29

高 皮匠在南 阳府拿老 婆骗人取 利 , 被
告官。

高皮匠被县官李老爷判打二十板子。

概述

3

30

戏 班之主茅 拔茹勾引 九娃为戏 子 , 与 戏主茅拔茹买通县官 ,未受任何惩处 ,
九娃家长发生矛盾 ,致使九娃丧命案。 被县官无罪开释。

概述

4

30
31

戏主茅拔茹先将其戏班寄养于谭绍闻
家中 ,而后赖帐不还 ,反而讹骗谭绍闻
案。

荆县官审清案件 ,判打茅拔茹三十板 ,
判打行凶 打人的臧 戏子四十 板 , 帮闲
夏逢若二十五板。

详写

5

45

拐带人命案。

县官赴现场验尸。

概述

6

43
46
47

谭 绍闻被赌 棍张绳祖 等诱赌 ,输 银五
百两。张绳祖派打手去讨赌债 ,打手与
谭绍闻主仆发生争执案。

县官程公 审明案情 , 对有关人 员按律
处分。对谭绍闻单独教训一番 ,无罪释
放。

7

50
51
52

谭 绍闻与窦 又桂等聚 赌 , 窦又桂 因无
力偿还大宗赌债 ,又怕家人责难 ,上吊
自杀案

谭绍闻主仆以重金行贿董县令。 董公
受重贿 ,将 一场人命 大案仅以 赌博案
草草判决。 谭绍闻逍遥法外。

详写

揭露董县令贪赃枉
法行 径 , 以否 定 形
式表达为官理想。

8

54

谭绍闻因 仆人王中 设法营救 , 新县令
谭 绍闻与盗 贼赵大胡 子等赌博 , 误买 边玉森在 不违反法 律的情况 下 , 做了
盗赃 ,被牵连进临潼县盗窃大案一案。 通融 , 使谭绍闻摆脱干系。赵大胡子被
处死刑。

详写

此案 写 了案 中 案。
边公乃亦官亦师形
象。

9

60

夏逢若等人聚赌并连带出奸情一案。

边公见奸情事关风化 ,不宜公之于众 ,
只问赌博。 以同赌争吵情节判打夏逢
若等案犯。

详写

64

谭 绍闻为摆 脱经济困 境 , 将自家 宅院
改造为赌场。 赌客管贻安将奸占在家
的 民女雷妮 接入谭宅 , 供众赌客 寻欢
作乐。雷妮公公多处寻访雷妮而不得 ,
怀 抱状纸吊 死在管宅 门楼 ,致成 因奸
逼命大案。

边公亲赴 尸场验尸 , 发现雷妮 公公怀
抱之状纸。在审清案情后 ,将管贻安定
了监候绞罪名。管贻安要攀扯谭绍闻 ,
被边公打 了一番嘴 巴止住 ,因 此谭绍
闻未受惩处。

详写

边公 审 理此 案 , 有
意袒护宦门子弟谭
绍闻。

11

65

谭绍闻开赌场雇的两个帮手为争赌场
抽头钱 ,当街酗酒使气撕打 ,被外出执
行 公务的县 令边公撞 上 , 由此又 引出
谭绍闻开赌场一案。

案情审清 , 边公判案: 谭宅赌场两个帮
手各判打二十大板。 赌客夏逢若判打
二十五板 ; 小豆腐判打三十五板 ; 虎镇
邦按军法究治 ,判打四十杠子 ,开除军
籍。谭绍闻判打二十大板 ,后改在二堂
责以扑刑。

详写

写了案中案。 写了
官员审 案中的 智
断。 边县令在审案
中具有亦官亦师的
双重身分。

12

70
71

盛希侨兄弟构讼案。

边公大堂 审案 ,看了 盛希侨请 求息讼
的呈子 , 批准销案 ,并对其进行鼓励。

概述

此案为民事案件。

13

80

宋 三相公、张 采琪孙子 主仆辩正 名分
案。

张氏出三 百两银子 给宋三相 公 , 算作
赎身之价。 宋三相公保存的张采琪的
投词当堂销毁。

概述

写了官员审案时的
智断 , 表 达为 官 理
想。

详写

表达了作者关心民
命的为官理想。

写到了科场案。

10

案

情

概

略

断

案

概

略

详略

备

注

此案由官媒薛窝窝
说出

从为官廉明和关心
青少年教育两方面
表达为官理想。

14

91

邪教大案。

谭绍衣在审案时 ,发挥影响力 ,想方设
法减轻此 案的性质 , 只将首犯 王蓬一
人定成死 罪 , 数十家 性命赖此 得以保
全。

15

93

科场作弊案。

知府、学台 对作弊替 考的枪手 按律究
办。

概述

16

100

夏逢若私造赌具案。

官府按律审判 ,夏逢若以私造赌具罪 ,
被判处流刑 ,发往边疆去充军。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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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歧路灯》中的 案情故事
编号

回数

案

情

概

略

详略

备

注

1

19

盛希侨家中丢失两缸酒 ,拷问家中奴仆 ,致使奴仆老张丧命案。

概述

内含一条人命。

2

19

谭绍闻诡谋与婢女冰梅私通。

较详

谭 绍 闻由 眼 见 嫖赌
发展为亲身尝试。

3

24

谭绍闻被匪人引诱 ,在张家祠初次参与嫖赌 ,欠下赌债 80两银子。

详写

4

26

谭绍闻抵不住匪人诱惑 ,再次去张绳祖家参与嫖赌 ,输掉银子 140两。

详写

5

27

为了清算结拜兄弟谭绍闻的 140两银的赌债 ,盛希侨 约张绳祖在家聚赌
一天。 盛希侨赢银 90两 ,又拿出自己的 50两银 , 为绍闻还清赌债。

详写

6

29

谭绍闻私会高皮匠之妻 ,被高皮匠捉奸 ,诈去遮羞钱 150两银。此案绍闻
因碍于脸面 ,未敢告官。

详写

7

34

谭绍闻吞饵得胜筹。

详写

8

40

谭绍闻塾师惠人也的束修银二十两被其妻舅滑玉骗走并被赌光。

概述

9

43
44

范尼姑爱贿受 暗托 ,张公孙哄酒 圈赌场: 谭绍闻 落入张绳祖等人 设下的
圈套 , 又赌又嫖 ,欠下五百两银赌债 ,无奈之下外出躲赌债。

详写

10

72
73

曹卖鬼枉设迷 魂局 ,谭绍闻幸脱 埋人坑: 谭绍闻 去济宁躲赌债、打 抽丰 ,
返家途中 , 落入一伙劫匪设下的圈套 ,险些丧命。

详写

11

75

谭绍闻发财心切 ,将一“道 士”请至家 中烧丹炼 银 , 不料被 道士骗去 银子
235两。 谭绍闻因怕弄坏名声 ,未敢告官。

详写

12

76

为摆脱经济困境 ,谭绍闻经夏逢若怂恿 ,将一铜匠请 至家中 , 拟铸私钱发
财。 后因忠仆王中动武劝止 ,此铸造私钱案被迫中止。

详写

劫 匪 与贪 官 互 相照
顾 ,讽刺暴露贪官。

附表 3
类别
编
类型

号

与嫖赌

主人公直

有

接 卷 入

关

由主人公
行踪交
游引出

含

有

案中案

人

命

连环案

官员对主

兼写 官之

人公曲

清贪 表达

佐

以

加回护

为官 理想

智

谋

4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官员断案

公
案
片
断

6
7
8
9
10
11
16

4
6
7
8
10
11

1
3
5
9
12
16

1
3
5
7
10

2
4
8
9
10
11
16

4
6
8
10
11

合计

7

6

6

5

7

5

11

5

占总数的
百分比

44%

37. 4%

37. 4%

31%

44%

31%

69%

31%

2 9
3 10
4 11
5
6
7
8

1

1

案
情
故
事

3
4
5
6
7
8

7
8

合计

6

10

1

1

2

占总数的
百分比

55%

90%

9%

9%

18%

4
6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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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赞芬

近代河北城 市化试论

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研究 近代河北城市

111

化 ,对当今城市的发展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于 洪俊、宁越敏: 《城市 地理概论》 ,安徽 科学技术出
版社 ,第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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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 ,其父以诱赌逼命为由状告谭绍闻等人命 要案 ;

的公案小说中 ,具有此种美学特色的篇章也 不多见 ,

秦小 鹰、张二 粘竿为争 赌场抽 头当街 厮打案 带出绍

少 数值得珍 视的如《喻世明言 》中 的“沈小官 一鸟害

闻开赌场谋利案等等。 案中案 ,似曲径通幽、峰回路

七命” ,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徐茶酒乘闹劫 新人 ,郑

转 ; 连环案 ,如环环相扣、浪上叠浪。这两种较高级的

蕊珠鸣冤定旧案”等。《歧路灯》的公案片断能具有此

公 案小 说美 学形 态 ,给人 以复 合的、余 味不 尽 的美

种美学特色 ,确属难能可贵。

感 ,表现出了一种幽深绵长的美学特色。在明末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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