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闹热的 《牡丹亭》

———论明代传奇的 “俗” 和 “杂”

黄天骥　徐燕琳

内容提要　汤显祖的 《牡丹亭》 被认为是 “传儿女之情 , 仅局限于家庭范围 ,

颇多冷静场面” 的一出雅剧。但实际上此剧的排场 , 除了谐趣表演外 , 更有很

多表现民间风俗 、神魔祭祀 、 狂欢笑闹的排场 , 穿插多种民间伎艺的表演 。剧

作者如此设计 , 反映了当时传奇创作从单纯热闹世俗和案头雅化的倾向转变为

“雅俗兼收” 、 “化俗为雅” 的经验积累过程 。作者也借此分析揭示明代传奇戏

剧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　传奇　《牡丹亭》 　俗　雅

清代的洪 ,在《长生殿》例言中自诩:“棠村相国尝称余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 ,世

以为知言 。”

《长生殿》是够闹热的 ,殿堂上轻歌曼舞 ,沙场上刀光剑影。游月宫 、上天堂 、排场之

盛 ,令人目不暇给。不过 ,洪 这句话的弦外之音 ,给人的感觉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场

面并不热闹。唯独他的《长生殿》才属标准的“场上之曲” 。

洪 的看法 ,也并非全无道理 。因为《牡丹亭》给人的印象 ,确实以幽怨为主 。人们一

想到它 ,眼前浮现的总会是“游园” 、“惊梦”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酸酸楚楚的场景 。加上它

不断被人删削 ,臧晋叔声称“删削原本 ,以便登场”①。后来徐日曦本 、冯梦龙本 ,则把《牡

丹亭》中那些看似与杜 、柳爱情无关的《怅 》 、《劝农》 、《肃苑》 、《慈戒》 、《诀歇》、《虏谍》 、

《道觋》 、《诊祟》 、《欢挠》、《 药》 、《缮备》 、《淮警》、《仆侦》 、《御淮》 、《淮泊》等出 ,统统剔掉 。

于是 ,观众看到的多是把爱情场面一竿子插到底的《牡丹亭》 ,难怪让人产生“《牡丹亭》传

儿女之情 ,仅局限于家庭范围 ,颇多冷静场面”② 的印象 。

印象归印象 ,而实际的情况是:《牡丹亭》并非不闹热 。弄清楚这一点 ,不仅有助于正

确对待汤显祖的创作 ,还牵涉到如何理解明代传奇的形态以及戏曲艺术发展趋势等问题 。

①

② 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第 244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明朱墨本《牡丹亭》凡例。



一

汤显祖是懂戏的 ,他“往往催花临节鼓 ,自踏新词教歌舞”①。《紫钗记》写成后 ,他还

作过自我批评 ,说这戏是“案头之书 ,非台上之曲”②。能把“案头”与“台上”区分开来 ,说

明汤显祖是了解戏剧作为舞台艺术的特殊性的。

《牡丹亭》不闹热吗? 非也 ,请先看看汤显祖是怎样处理人物性格冲突的场面的 。《闺

塾》一出 ,又被称为《春香闹学》 。从春香抢白老师 ,学斑鸠叫 ,到用荆条和老师对打;表面

上是春香在闹 ,实际是纵容她的杜丽娘在闹。整出戏 ,真是一闹到底 。陈最良的迂腐 ,杜

丽娘的婉雅 ,小春香的粗俗淘气 ,在死气沉沉的书房里 ,构成了谐趣闹热的喜剧性冲突。

如果说 ,像《闺塾》那样文戏武做的写法 ,不易被人发现其闹热的实质 ,那么 ,对《劝

农》 、《冥判》的闹热场景 ,就不应视而不见了。

在《劝农》 ,杜宝下乡 ,县吏鸣锣喝道 ,村民杠抬花酒 ,末 、贴 、净 、丑扮演诸色人物 ,在舞

台上频频调动。杜宝趁着“红杏深花 ,菖蒲浅芽”的晴明天气 ,到了官亭 。父老们赶忙迎

接 ,拜舞歌颂一番 ,便有田夫挑着粪箕 ,牧童耍着春鞭 ,采桑婆妇 、采茶姑娘连接上场 。他

们在后台〔泥滑滑〕的歌声引导下 ,轮流唱着〔孝白歌〕,各自作着挑筐 、骑牛 、采桑 、摘茶的

舞姿身段 ,陆续领受杜宝的插花赐酒。“一大伙人闹闹嚷嚷” ,尽欢而散。

在《冥判》 ,出场的是小鬼和判官。小鬼请判官用笔 ,他便举笔笑舞;跟着是“点鬼簿” ,

耍了一通“押花字”。其后 ,台上捉鬼 ,台后拷鬼 ,吱吱啾啾 ,鬼哭神嚎。在戏里 ,丑 、净配

合 ,展现一系列诡异的腔调。古怪的举动和婀娜的身段 ,给观众以美的享受 。

接着 ,判官开始审鬼。审鬼近于胡闹 ,却又有章有法 。那鬼犯们生前轻薄 ,判官分别

给予判决 ,四名男犯登时化成了“花间四友”。舞台上规定情景是:“净 气” , “四人做各色

飞介” ,“净做向鬼门嘘气 声介” 。试想想 ,判官 、小鬼扇风吹气 ,莺 、燕 、蝶 、蜂满场乱飞 ,

这场面何等有趣 。汤显祖还让判官勾出花神 ,着他细数花色 。花神连说带唱 ,手舞足蹈地

演唱〔后庭花滚〕,一口气数出碧桃花 、红梨花 、金钱花 、芍药花等花卉近四十种 ,这在花朝

日拈花斗草的民俗伎艺 ,又一次把舞台闹热气氛推上高潮。

《劝农》和《冥判》 ,在剧本中有什么作用呢 ?

有人认为 , 《劝农》游离于杜柳爱情主线之外 , “不为游花过峡 ,此出庸板可删”③。徐

朔方先生则认为 , 《劝农》摆在《惊梦》之前 ,既是情节处理的需要 ,也符合时代现实④。也

有人认为《劝农》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等等 。

在文学上适当肯定《劝农》的价值 ,无疑是必要的 ,但是 ,似也不必过甚其辞 。因为 ,如

果汤显祖只就情节处理上考虑 ,那么 ,他实在不必劳师动众 ,大写特写 ,而只需让某一角色

说一句“相公劝农去了”之类的话 ,以“暗场”方式便可打发一切。其实 ,汤显祖安排这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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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看《汤显祖评传》第 137 页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见冰丝馆重刻本所录前人批语。

见沈际飞《题〈紫钗记〉》 ,载《汤显祖全集》第 2567页。

《汤显祖全集》第 567 页 ,徐朔方校笺 ,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利用情节进行的空隙 ,展现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 。戏的表演重点 ,

是官员父老在劝农活动中的行为举止 ,是田夫 、牧童 、桑妇 、茶娘的四组歌舞。在过去 ,立

春时候 ,城乡多有“社火”活动 。当观众们看到舞台上出现经过艺术加工的“社火” ,看到挑

担舞 、鞭春牛 、摘茶舞 、采桑舞以及簪花饮酒等立春风俗的重现 ,一定倍感闹热和亲切 。

《冥判》一出 ,就文学层面而言 ,它是《牡丹亭》故事情节的转捩点 ,但其作用也不仅仅

在于此。有人在评价《冥判》时说:“《会真记》以惠明取雄 ,此以冥判发想 ,而闳纵过其万

倍。”① 这场戏 ,场景气氛瑰丽闳大 ,人物调度纵横变化 ,而作为主要人物杜丽娘的戏份 ,

却又不多。作者搬演的意图 ,分明在于突出鬼判们闹热的表演 。据王芷章《清代伶官传》

载:清朝宫廷戏班曾在重华宫 、同乐园多次上演《牡丹亭·冥判》 ,演出日期 ,有道光二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和道光四年正月初二 ,均属春节期间的吉日良辰。在这个时候演出《冥判》 ,

也从侧面说明了这出戏具有闹热吉庆的性质 。

光是《劝农》与《冥判》 ,就可以见出《牡丹亭》的闹热程度 ,不会亚于《长生殿》 。洪 的

自诩 ,未免有一叶障目之嫌。

二

汤显祖在酣写爱情闺怨的时候 ,是注意到让戏剧场面冷热交替 、动静互补的 。我们粗

略点算 ,在《牡丹亭》五十五出戏中 ,涉及喧闹热烈场面者有十九出 ,约占全戏近三分一之

多。

汤显祖在《牡丹亭》处理闹热场面 ,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 ,在情节进行中随时插入科诨。像《道觋》一出 ,石道姑为杜丽娘禳疾 ,作者便让

她念诵一通自报家门的“千字文” ,那异想天开的联系比附 ,真能使人喷饭。

第二 ,结合情节进展 ,插入战争场面 ,让文戏中兼杂武戏 。像《虏谍》 、《牝贼》 、《缮备》 、

《淮警》 、《移镇》 、《御淮》、《寇间》 、《折寇》 、《围释》之类。那刀枪并举锣鼓喧天的场景 ,无疑

能让观众精神为之一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 ,适当呈现民俗场面 ,把沉醉在歌台舞榭中的观众 ,拉回到鲜

活的现实生活中;把幽情雅韵 ,拉近与世俗的距离 。像《劝农》 、《冥判》 ,便是民俗仪典的展

示。

早在汉代 ,立春日“劝农” ,已是朝廷的重要仪典。“京师百官皆衣青衣 ,郡国县道官下

至斗食令史 ,皆服青帻 ,立青幡 ,施土牛 ,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 ,并且要演“八佾 、云翘之

舞” ②。在宋代 ,立春“前一日 ,临安府造进大春牛 ,设之福宁殿前 ,及驾临幸 ,内官皆用五

色丝彩杖鞭牛” ;“是日赐百官春幡胜” , “翠缕红丝 ,金鸡玉燕 ,备极精巧”③。同时 ,在祭祀

活动中增添“与民同乐”的内容 。例如除鞭牛插花外 , “开封府奏衙前乐 ,选诸绝艺者在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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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武林旧事》卷二“立春”条 ,第 29 页 , 西湖书社 1981年版。

见《后汉书》“礼仪志”第 3102 页 、“祭祀志”第 3182 页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见清晖阁本《牡丹亭》批语。



盆中飞丸 、走索 、缘竿 、掷剑之类”①。在杭州 ,立春劝农由官府召集士绅百姓参与 , “选集

优人戏子小伎装扮社火” ,谓之演春 ,“至日 ,郡守率僚属往迎 ,前列社火 ,殿以春牛 ,士女纵

观 ,填塞街市 ,竞以麻麦米豆抛打春牛”②。可见 ,这民俗活动已成为老百姓的盛大节日 。

汤显祖是观看过并参与过立春劝农的活动的 。在遂昌任内 ,他写下迎春的诗篇:

　　家家官里洽春鞭 ,要尔鞭牛学种田;盛与花枝各留赏 ,迎头喜胜在新年。(《班春

二首》)

遂昌属浙江丽水地区 ,那一带 ,立春的庆祝活动十分热闹 。直到清初 ,丽水《青田县

志》还记载:“迎春日 ,士女皆出观 ,各坊以童子装像古人故事 ,皆乘牛 ,以应土牛之令。”③

在《牡丹亭》的《劝农》里 ,那一队队依次出现的歌舞 ,那“官里醉流霞 ,风前笑插花”的欢庆 ,

显然是汤显祖经历过的闹热场景。

至于《冥判》 ,也和节日里“舞判” 、“舞钟馗”和驱傩的民俗有关。

《冥判》里的判官 ,其实就是钟馗。宋元以后 ,被人们赋予祈福驱邪职能的冥府判官钟

馗 ,成了民间社火的重要人物。逢年过节 ,酬神赛会 ,人们总少不了捧出这可怕而又可爱

的角色 。《梦粱录》载:腊月时分 , “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伙 ,装判官钟馗小妹等形神

鬼 ,敲锣击鼓 ,沿门乞钱” ④。《西湖游览志余》也载:“丐者涂抹变形 ,装成鬼判 ,叫跳驱

傩。”⑤ 艺人们装成鬼判模样 ,巡游于大街小巷 ,活跃情状可以想见 。

舞判 ,实际上是“傩”的遗存⑥。所谓钟馗打鬼 ,乃是古代驱傩逐疫所用工具“终葵”的

转化。顾炎武说:“《考工记》 :大圭长三尺 ,杼上终葵首。(原注:终葵椎也。为椎于杼上 ,

明无所属也 。)《礼记·玉藻》 :终葵 ,椎也。《方言》 :齐人谓椎为终葵 。马融《广成颂》 :挥终

葵 ,扬关斧 ,盖古人以椎逐鬼 ,若大傩之为耳。”⑦ 在汤显祖的故乡临川 ,傩风盛行 。到现

在 ,临川一带还保留丰富多彩的驱傩活动。在南丰石邮 ,傩仪的程序有起傩 、演傩 、搜傩 、

园傩 。在宜春傩班的节目中 ,也有《小鬼戏判》⑧。刘镗的《观傩》一诗提到:“判官端坐高

堂 ,鬼使左右列立 ,鬼犯百般捶楚 ,判官一一发落。”可见傩的演出 ,与汤显祖笔下的《冥判》

颇为相似 。

把民间风尚俗习祭祀仪典和舞台结合起来 ,对调动观众的情绪 ,增进观众对演出的亲

切感 ,肯定有积极的作用 。因此 ,明清两代一些重要的舞台演出本 ,像《缀白裘》 、《审音鉴

古录》 、《遏云阁曲谱》所辑刊的《牡丹亭》 ,虽删去了许多情节枝蔓 ,而《劝农》 、《冥判》则保

留下来 ,让观众对作品的风格有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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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看章军华《临川傩文化》 ,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1年版。

《日知录集释》第 1154 页 ,岳麓书社 1994年版。

请参阅黄天骥《论参军戏和傩》 , 载《戏剧艺术》1999年第 6 期。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第 354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吴自牧《梦粱录》“十二月”条 ,第 168页 ,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年版。

丁世良 、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 927 页 ,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版。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第 354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醉翁谈录》卷三 ,拜经楼抄足本。



三

《牡丹亭》是闹热的 ,实际上 ,明代传奇的演出 ,也多是闹热的 。作者们让剧作闹热起

来的方法 ,与上述汤显祖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利用民间说唱伎艺 ,穿插于戏剧表演之中 ,是明代传奇惯常使用的手段。在元代 ,元

杂剧之所以称之为“杂” ,正是在戏中充斥着杂七杂八的歌舞说唱诨闹诸般伎艺①。明传

奇的“闹” ,继承了宋元以来“杂”的传统 。像《牡丹亭》说的那段“千字文” ,在说唱伎艺中早

就有类似的搬弄 ,据《辍耕录》所记 ,有背鼓千字文 、变龙千字文 、摔金千字文 、错打千字文 、

木驴千字文 、埋头千字文之属②。王国维说:“此当取周兴嗣千字文语 ,以演一事 ,以悦俗

耳。在后世南曲宾白中 ,犹时遇之 。”③ 有些剧本 ,还以玩弄文字游戏的办法 ,耸动观众耳

目。像《琵琶记·杏园春宴》搬演一大段有关马匹名目毛色。《幽闺记·抱恙离鸾》利用药名

凑成一段对答。有些则把民间伎艺直接搬上舞台。像《红梅阁·调婢》带出一段“凤阳花

鼓” , 《绣襦记·襦护郎寒》带出一段“莲花落” ,等等 。这样做 ,有利有弊 。就作者而言 ,则是

出于活跃舞台气氛的考虑 。

利用战争场面的描写 ,让演出激烈火爆 ,这做法在明代传奇中屡见不鲜 。我们且看看

传奇从生长到勃兴期间(约为 1465—1586),有哪些剧本涉及战乱。请看下表:

作者 剧目 涉及战乱内容

周礼 东窗记 金太子兀术南侵

姚茂良 双忠记 安史之乱

邵灿 香囊记 岳飞抗金

沈鲸 双珠记 安史之乱

沈鲸 鲛绡记 金太子兀术南侵

郑若庸 玉 记 张安国投金 , 掳掠山东

陆采 明珠记 朱 寇京

陆采 怀香记 氐羌叛

李开先 断发记 突厥南侵

谢谠 四喜记 贝州王则叛

张凤翼 红拂记 征伐高丽

张凤翼 祝发记 河南王侯景叛

张四维 双烈记 方腊乱 ,金兀术入侵

朱期 玉丸记 汪直 、徐和尚 、毛鳌叛

江辑 芙蓉记 顾阿秀乱

华山居士 投笔记 匈奴 、于阗南侵

阙名 金丸记 契丹扰边

阙名 白袍记 征高丽 、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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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面 ,这便说明压抑青年个性者 , 并非是应由哪些人负责的问题。 越写杜宝的廉明 , 越能引导观众

对封建弊端的思考。在《冥判》 ,汤显祖让外表狰狞内心仁慈的鬼判跳踯舞蹈 ,映衬出一个可悲的事实 ,

即杜丽娘在可怖的阴间里 ,却获得了自由的天地。戏中鬼判发落了“花间四友” , 他们轻薄的行为 ,正好

是杜丽娘爱情纯洁的反衬。至于花神一朵接一朵地说花 , 细数花样花色 ,是要引出判官对杜丽娘死因的

判决。花色鲜明 ,花开花落 , 使“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人倍生感伤 ,乃至于伤春而亡。判官说“花把青春

卖 ,花生锦绣灾”这句话 ,是杜丽娘怨恨“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回应。在这出戏

里 ,闹热的场景与作品的题旨 , 明里暗里 , 勾连贯通 ,真是“笔笔风来 , 层层空到” ①。很清楚 , 《劝农》与

《冥判》 ,让大雅与当行间参 , 能够雅俗相融 ,化俗为雅 , 达到使传奇的文学性与戏剧性相结合的效果。

传奇创作 ,从注重闹热和俗 , 发展到张凤翼 、梅鼎祚等人认识到要“雅俗兼收” ②、“兼参雅俗” ③, 乃至

清代黄图 提出“化俗为雅” ④ 的命题 , 需要经历过相当漫长的创作经验积累的过程。能做到化俗为

雅 ,实在并非易事。综观明代剧坛 , 即使贤如汤显祖 , 在《牡丹亭》里也只是渐入佳境。本文论述《牡丹

亭》舞台演出的闹热和俗 、杂 ,意在通过对它的分析 , 揭示明代传奇戏剧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希望从为

人们所忽视的罅隙中 ,窥见明代传奇演出的本来面貌。

至于传奇作品在创作上彻底融合雅俗问题 , 要等到《长生殿》 、《桃花扇》的出现。这超过了本文论述

范围 ,兹不赘。

(收稿日期:2003年 6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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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 rendered great influence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These two writer groups were closely connect-

ed by their mutual intercourses , however , they still differ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ir living mode ,

political pursuits and literary creation.As the writers clustering in Wuzhou were matched with the

will of the king Zhu Yuanzhang , their thought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decided the guideline of the

Early Ming literature.Quite a number of members in these two writer groups were confronted with

miserable destinies.To investigate into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writer

groups , to analyze their causes and to make clear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literati and the politic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words:in the joint period of Yuan and Ming , literary groups , writers clustering in

Wuzhou , writers in the area Wu , intercourse , difference

The Joyous Drama Pavilion of Peony:On “Elegance” and “Miscellany” of the Ming′s Ro-

mance Huang Tianji &Xu Yanlin

Abstract:Tang Xianzu′s Pavilion of Peony is considered as an “elegant” play “ to relate the

youth′s love and spread in the family scope with quite a lot of tranquil and peaceful scenes ”.But

in reality it is also a “popular” play of ostentatious fun and folk performance.What the dramaturge

of the Ming′s romance design represented both “ refined and vulgar” tendencies at that time , re-

vealing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Ming′s romance.

Keywords:romance , Pavilion of Peony (牡丹亭), popular , elegant

The Book Companies in the Shanghai Region and the Fic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an Jianguo

Abstract:This text , based on a lot of first-hand data , investigates into the publishing houses

and book companies in the Shanghai region.It shows that the prosperity of the novels of Late Qing

was not only due to the change in ideological concepts concerning the fiction , bu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material forces and pressing technique.

Keywords:Late Qing , Shanghai , book companies , the novels of Late Qing

Discussing on the Truth and Falsehood of the Paper Studies on Peking Dramatic Circles in the

Era Qianlong:A Reply to Professor Yao Shuyi Chen Fang

Abstract:This text refutes what is argued in Professor Yao Shuyi′s paper Studies on Peking

Dramatic Circles in the Era Qianlong , pointing out its confinement in palace actors and folk actors′

statistics with some related problems being put forward;but it misunderstands too much , which

might perplex the readers.

Keywords:the Era Qianlong , Studies on Dramatic Cir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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