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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 /女弹词 0职业生涯的呈现及其意义

周  巍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晚清以来, 女弹词经历了书寓女弹词、职业女弹词的前后更迭,身份也由高级妓

女转变为职业女性,是江南社会历史变迁的产物和反映。拜师学艺预示着职业生涯的开始,只

是书寓女弹词的师承限于同性之间, 而职业女弹词逐渐打破了性别隔离。缘于两者身份特征

的差异,书寓女弹词和职业女弹词的演艺生活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但不可否认的是,女弹

词只是江南女性的一种身份标识,并非终身的。她们回归家庭、承担起女性传统的性别角色,

预示着职业生涯的结束,也反映了晚清以来时人对女性性别角色期待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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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弹词 0这一称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被赋

予了变动的多重性含义。既可指从事创作的女作

家,也可指从事演出的女艺人。本文的研究对象

即为后者, 又可称之为 /女先生 0、/女说书0等。

以往的女弹词研究较多局限于晚清时期, 或被简

单地纳入上海妓女史的研究范畴, 作为近代女性

空间拓展的佐证
¹
;或被纳入苏州评弹发展史, 视

为 /浊流0、/堕落现象 0º
; 或作为上海社会观念

变迁的证据, 犯了片面乐观的错误, 把她们归入

/职业妇女0的范畴。» 其实, 晚清以来, 女弹词受

到江南社会变迁的影响, 身份由高级妓女 ) ) )

/书寓0转变为职业女性, 满足了不同阶层、不同

性别受众的消费需求。
¼

作为评弹艺人群体, /拜师学艺 0是书寓女弹

词和职业女弹词走上书台的前提, 预示着职业生

涯的开始。而后,书寓女弹词依托上海租界的有

利环境, 在书寓、女书场中奏艺;而职业女弹词则

流转江南各地的书码头,借助书场、广播电台等形

式进行演出。不过,从事弹词演出, 虽然赋予江南

女性一种新的身份,但 /女弹词 0这种社会标识并
非终身的。她们一旦嫁为人妻,身为人母,承担起

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即预示着职业生涯的结束。

本文借助 /社会性别0的视角, 重构晚清以来女弹

词职业生涯的时代意义, 进而凸显女弹词性别角

色的变化以及江南社会的变迁。

一

道光初年,从事弹词演出的女性主要是盲女,

但后来渐渐为非盲女所取代。同时代的男弹词艺

人马如飞曾有提及, 并谱唱了一支开篇 5世间何

事 6: /世间何事最伤心,美女可怜瞎眼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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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成少幼成婚配,只好南词学唱女先生。0 [ 1] ( P429)

待至 1860年前后,苏州金阊地区冶游极盛, /隶乐
籍者满千家, 有改妓为弹词, 耳目为之新颖 0。[ 2]

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和 1868年江苏巡抚丁

日昌整顿风化,这批女弹词转移到上海。租界新

兴的消费文化环境提供了女性日渐充沛的发展空

间,而西方资本主义以及消闲方式的传入也刺激

并加速了上海娱乐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为满足市民消费与消闲的需求,学习弹词的高

级妓女日渐增多, 因居所名曰 /书寓 0, 故而又称

书寓女弹词。 /上海书寓创自朱素兰 0, /以常熟

人为最 0,均标榜 /卖嘴不卖身0。[ 3] ( P4948~ 4949 )

租界的繁荣为书寓女弹词的出现, 提供了比

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不过, 对于具体的书寓女弹

词而言,则是习艺各有因。张琴书是被其母于同

治元年诱骗至沪, 进行弹词演出的。
[ 4 ]
还有的是

由于家庭贫困,如姚湘。姚氏先世本苏州巨富,但

太平天国后, 其家 /债台层叠, 遂迁沪上, 然亦生

计无聊 0,在外祖母的怂恿下,改业弹词。胡莲卿

因 /糊口无门 0,借习弹词 /聊以自给 0。张翰的家
境 /雄于赀0,但太平天国后, /荡然无存0,因 /度

日尤艰 0,迫于无奈改习弹词。王华则因 /父母相

继去世 0,追随胡丽娟习女弹词。朱琇者, /本良
家女, 幼遭家难, 遂落平康 0,习弹词以维生计。[ 5]

不论书寓女弹词习艺的原因为何, 但 /皆有

师承 0。学艺多限于同性之间, /例须童而习

之 0, [ 3] ( P4948 )
往往出现更改姓氏的情况。徐雅云

/习南词于徐宝玉,故从徐姓 0。[ 6]徐润玉亦出自

徐门, /姬本姓张, 出徐宝玉门下, 为高足弟子 0。

蔡珍, 本姓朱, /十岁时, 随母至沪, 从蔡文卿学弹

词,遂改称蔡 0。胡菡来沪之日恰逢女弹词盛行,

/粉黛登场,名花满座 0, 故而 /从胡月卿游, 俾习

南词0。苏州观音山人王珍, 为当时名妓朱文卿

所叹赏, /遂于丁亥夏拨置门下 0。[ 5]
与之不同, 同

时期的男弹词艺人以苏州为中心, 建立了一整套

行之有效的艺术传承机制,维系着纯 /男性 0的代

际传承。学艺期满,书寓女弹词需通过相应的考

核,方能正式进入书场演出, 号称 /先生 0。王韬

曾言: /自书寓众多, 于是定每岁会书一次, 须各

说传奇一段。不能与不往者, 皆不得称先生。0 [ 7]

/先生0之名, 本为称呼男子,但在书寓女弹词群

体内部,却是得到社会赏识的标志。

清同治年间,女弹词来到上海后,起初在城北

演出, 而后又 /都在城外 0[ 8]
之茶馆、酒楼弹唱。

1860年后, 通过相应考核的女弹词, 可以在居

所 ) ) ) 书寓内演出,称 /做堂唱0。 /寻访 0书寓成

为当时传统文人学士冶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寓成为公私界限模糊不清的场所。有竹枝词为

证: /女号先生名最著, 爱听弹词, 闲步寻书寓。

引上高楼多雅趣, 故高声价教人慕。一种温柔饶

态度, 抱起琵琶, 半晌调弦柱。唱得开篇才几句,

客来又要周旋去。0 [ 9] ( P64)
寻访书寓成为一时风

尚,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女弹词呈现了一种 /文人

化 0的趋势, 多能 /略通文墨0, 符合传统文人学士
对高级妓女的角色期待。梁溪名士江东逸史髯叔

氏,与朱素卿相交最善, 时与朋友寻访之,并把个

人的 /冶游0活动变成了集体的 /社交0活动;而素

卿 /佐以新曲, 清声婉转, 响遏行云, 坐中为罄无

数爵0。[ 10]在 /冶游 0和 /社交 0活动中, 传统文人

学士的自我表现意识得以实现。

除此以外,书寓女弹词也可于女书场、酒馆、

戏馆、私宅等场所弹唱, 称 /出堂唱0。女书场内,

一般 /中设巨案, 若公座, 环以十椅, 披帷皆锦绣

而红,对面皆客座,颇宽敞,无局促虞 0。[ 11]
书场外

悬牌, 大书 /某日夜几点钟请某某女先生弹唱古
今全传 0。[ 12]

鉴于高级妓女的身份,书台下的听客

均为男性,以旅居上海的传统文人学士居多。若

为生客, /只须唤值场者, 取一粉牌, 写某戏名于

上,掷番佛一枚, 词史即转歌喉如其所命 0。若为
熟客, /小环伴媪, 一见不必开言, 立将水烟袋还

必客手, 粉牌点戏, 并不劳客之费心, 即以书悬座

右 0。[ 11]
不论生客、熟客, 在书场里,他们均可以享

受远离其他平民并适合讨论和聆听音乐的友好氛

围,借此体现其消费品味的阶层区隔。

同台演出的书寓女弹词多采取 /女双档 0、

/女三档0的表演方式,彼此之间分配书目中的男

女角色,可以让听客看到性别转换的可能性。后

来书寓女弹词被普通妓女弹词所同化,她们已经

不具备以往既说又唱的本领,仅会唱开篇,或者干

脆弃弹词而就京戏、昆曲。同台演出的人数从开

始的一二人, 增至十几人, 称 /群芳会唱 0。[ 13]
19

世纪末,女书场已现寥落, 仅有天乐窝延续前日之

盛。
[ 14] ( P285~ 286)

20世纪初, 上海福州路上几无 /书
寓 0,女书场因之而消亡。[ 15]

除在书场、书寓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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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演出外, 书寓女弹词还经常被叫于酒宴之间。

她们往往积极与低级妓女进行区分,体现了高级

妓女的身份认同。席间有低级妓女, /则离席 0;

没有低级妓女在场, /乃入座 0。[ 14] ( P262)胡翰祥的

5上海小志6也曾提及, /凡酒座有校书, 先生则离

席远坐,所以示别也0。[ 15]
书寓女弹词还经常出堂

会,又称 /叫堂唱 0。 5申报 6曾载: /上至缙绅, 下

至商贾,遇有吉事,必唤女先生。少者一二人, 多

至十余人。0因为此时的女弹词多为 /常熟籍 0, 时
人常以 /琴川风月 0标榜风雅。[ 16]

总的来说,借助上海租界勃兴的书寓女弹词,

因其高级妓女的身份特征, 技艺传承限于群体内

部。她们借助女书场、书寓等场所实现演艺目的,

主要听客为传统文人学士。这些传统文人学士通

过寻访书寓, 与 /文人化 0的女弹词建立密切联

系,进而体现身份和品味的阶层区隔;而书寓女弹

词所做出的 /示别 0举动, 体现了高级妓女的身份

认同, 符合传统文人学士对高级妓女的角色期待。

二

时至清末民初, 伴随着旧政权的崩溃和传统

文人学士阶层的消失, 书寓女弹词日渐衰落乃至

最终被普通妓女所同化和取代。民国年间, 女弹

词作为职业女性群体的一员重新出现,是与当时

女性解放思潮、女权运动、女性强烈要求实现经济

独立分不开的。金孟远 5吴门新竹枝词 6中曾提
到: /针线无心苦索居, 盈盈十五小银鱼。儿家自

有新生活, 斜抱琵琶学说书。0 [ 14] ( P138)
所谓 /新生

活 0,即指女性从师学习弹词,以谋经济独立。

受女性解放思潮和女权运动的影响, 江南社

会的性别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松动,刺激和鼓励

女性从事弹词学习。王莺声曾说: /目下的女子,

衣食要想完全依赖丈夫, 本则在情理上说不过

去。0 [ 17]
沈毓英亦说: /一个女子, 何必倚赖男子,

要受这样的气恼呢? 我想来想去,只有努力求学,

以谋自立,才能够得到自由。0 [ 18]
但对部分女弹词

而言, 家庭经济困难是学习弹词的直接原因。钱

醉仙的父亲务农在家,生活来源缺乏,故而从师学

艺。
[ 19]
顾艳琴在八九岁时, /双亲就因病下世 0,

后由舅父顾秋舫 (弹词艺人 )收养在家, /教练月
琴弹家什、唱开篇 0,以谋生计。[ 20 ]

拜师学艺对于职业女弹词来说同样重要, 只

是表现出与书寓女弹词不同的时代特征。民初,

除早期的陈碧仙、丁宝仙、马秀英、朱素珍、陈丽云

等依然限于女性之间外, 大多数职业女弹词由父

亲传授,学艺年龄从七八岁到十几岁不等。 20世

纪 20年代以后, 女弹词的师承对象渐渐扩大到兄

长、丈夫、其他男性评弹艺人以及女弹词。抗日战

争胜利前, 限于 /光裕社社员不收授女徒 0的行

规,女弹词所拜的男性师父,大多是被光裕社驱逐

出社的 /社员 0和 /外道 0。抗日战争胜利后,所有

艺人统归光裕社管理,女弹词的师承才彻底打破

了性别限制。拿说唱 5果报录6、5九丝绦6的陈瑞
麟来说, 1943年其在常州大观园奏艺, 蒋丽君欲

拜其为师,瑞麟 /以其时男女说书人,尚未团结合

作,故经婉言谢绝0。 1947年, 再次莅临常州演

出,当时三社已经合并,陈瑞麟收其为女弟子。
[ 21]

1949年后, 各地评弹团相继成立, 为培养接班人

建立了学馆。评弹艺人不再直接收徒弟,传统的

拜师方式结束了,
[ 22] ( P252)

女弹词被纳入了国家剧

团体制中。

学艺期间, 女弹词既要经历艺术上的 /千日

之功0,汪梅韵曾说: /随学随唱, 不免用脑过度,

时觉头痛,颇以为苦。0[ 23]
更要忍受师傅的欺凌和

压迫, 侯莉君曾言: /捶背敲腿,叠被铺床, 打水扫

地,端尿倒屎。一天到晚没个闲, 稍有不慎, 就要

遭到拳打足踢。0同时, /一切伙食路费均由自理,

生死各由天命, 与师无涉。0 [ 24] ( P182~ 187)
有些女弹

词无法足额交纳拜师费, 只能采取 /树上开花0的

办法, 待至日后学成补足。有些女弹词因所拜师

父为男性,经常面临安全问题,男弹词艺人 /不惜
以卑劣手段出之,先是玷污了女弟子的清白,其次

则逼令抽烟, 小女子慑于淫威, 也就听任摆

布 0。[ 25]
另外, 与评弹男艺人排定 /行号0不同, 女

弹词一旦拜师学艺, 就要冠师姓,如同带上了 /父
权 0的枷锁。 5上海生活 6曾登文载: /艺成出道,

颇有终其身而埋没其固有之原名, 甚至摒其姓氏

不用, 更袭业师之姓者, 斯在光润两社中,则犹属

少见,而于普余社之女说书,可习焉常见。0 [ 26]
故

而时人尝言, 女弹词 /投师习艺, 连姓也投去

了 0。[ 27]

学艺期满,部分女弹词由男性师父引领出道,

方可正式挂牌说书。她们的演出不再限于上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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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是依托江南各地 /书码头 0, 借助书场、电台

等场所进行演出。同一码头的评弹艺人,照例要

相互 /拜客0,但多限于同社社员之间。 1945年以

前,女弹词与光裕社、润余社的男艺人同在一个码

头,从不拜客。评话艺人唐耿良曾回忆: /同码头
畅乐园是谢乐天、陈小天的 5玉蜻蜓 6, 息园是醉

霓裳、醉疑仙的 5双珠凤 6。, ,和女档不相往

来, 排斥她们, 同码头也不去拜客, 不和她们

接触。0[ 28] ( P11)

出码头时,女弹词多有家人相陪,时人戏称为

/码头监护人 0、/后台监察0。既保护她们免受男

性听客的骚扰,也监视、督促她们要洁身自好。谢

小天在沪登台时, 她丈夫特雇老堂倌 /携二子随

往,明为照顾小孩,暗中监视小天 0。[ 29]
另外,她们

也采取 /拜寄爷0的方式,拉拢地方势力。徐小琴

/拜当地某君为过房爷, 故捧之者益众 0。[ 30 ]
刘蕾

香曾拜常州政界要员陆某为过房爷, /认刘小姐

为过房囡0。这种方式较少商业利益上的互惠关

系,体现了女弹词寻求 /保护 0的主体性认同。这

些男性虽称为 /过房爷 0, 但不具备 /父权0的效
力,彼此之间没有支配与从属的关系。不过,在当

时新旧观念冲突的时代背景下, /拜寄爷 0毕竟是

与年长的男性接触,易遭致固守传统性别规范的

男性的指责, 讥称如果有过房老婆、过房女婿,

/有过房癖之淑女,必将应接不暇矣! 0 [ 31]

跑码头是评弹艺人职业特性 ) ) ) 流动性的生

动描述。而各地书码头的书场是女弹词直接演出

的舞台。20世纪 20至 40年代,江南各地出现的

书场大约有 1200家左右。抗日战争胜利前,书场

是她们与光裕社、润余社评弹男艺人的竞争场所,

如男评弹艺人所入书场已先有女艺人弹唱, 则需

停场三日, 大加扫除, 名谓 /净场 0。[ 32]
书场内的

听客虽以各阶层的 /男性 0为主,但也出现了零星

的女听客。某些男性听客为了满足某种情感和消

费欲望,关注着女弹词的技艺与女性特质,常被戏

称为 /吃豆腐 0听客、/神经病 0听客、/色霉 0等。

他们的 /吃0多停留在精神层面或者眼神上, 没有

直接的身体接触。书场中的职业女弹词,往往采

取女单档、女双档 (姐妹、师徒等 )、女三档、男女

档 (包括父女档、兄妹档、夫妻档等 )等表演形式。

这些表演形式加强了女弹词与不同性别群体之间

的合作关系, 改变了评弹界以 /男双档 0、/男单

档 0为主的性别表演。尤其是 /男女拼档 0的出

现,使得书台上的性别表演具有了一定的 /写实
性 0,即 /男去男角担任上手, 女去女角担任下

手 0。不过, 男女弹词艺人 /跳进跳出 0的性别表

演, 为听客提供了观察各种可能的性别关系的

机会。

除上述演出方式外, 职业女弹词还可借助广

播电台进行演出。电台一方面为女弹词提供了演

出的机会,如婚后的谢小天因开支较大, 家中 /常
闹饥荒 0,所以参加电台节目播送弹词。[ 33]

另一方

面也可提升她们的名声, /空中书场只说法不现

身,尤其是女说书的呖呖莺声吊胃口,不免买票看

真面目,不出名的也会很快出名了 0。黄静芬起

初籍籍无名, /上电台说书不久, 嗲声嗲气的 -活

玉兰 .经小报捧场, 一下子名声大增 0。[ 34] ( P190 ~ 191)

素有 /金嗓子 0之称的朱慧珍, 即是在电台中唱红

的。
[ 35] ( P133)

在电台中,女弹词获利甚丰, /较巨者,

每日说足一小时, 按月包银可得金圆三百元 0。

当时的常期堂会月包, 仅有 /一百余元 0; 而临时

喜庆堂会, /每次自十元至二三十元 0。
[ 36 ]

20世纪

40年代,范雪君每日在电台播唱5啼笑因缘 6三刻

钟,便得每月包银 250万元 (折合金圆券 250

元 )。
[ 37]
另外, 电台播音有效地扩大了听众群体,

范雪君每晚八时至九时在大中华大陆电台播唱,

所说的 5雷雨 6弹词,听众泰半为各大中学肄业之

学生。
[ 38 ]

职业女弹词有时还应喜庆宴会, 阖家男女皆

为听客。醉疑仙在常熟演出时, /杨云史招至其

家, 弹唱 5三笑 6, 与其姬人狄 美男聆之为

乐 0。[ 39] ( P430 )
女弹词应堂会之请,有时会面临安全

问题, 富家巨贾 /半亦吃豆腐性质, 藉此机缘可与

接近0。[ 40]有时还要忍受听客的无理取闹。王再

香应某家小孩满月堂会,竟被要求唱 5霍定金私

吊 6,此种犯忌讳之事也只得照办。[ 41]
堂会有时也

会成为女弹词与有闲阶级交往的开始,横云阁主

张健帆曾创作小说5百美图 6, 专门言及与徐雪月

的往来,并把她塑造成一个有情有义、知恩图报的

女弹词。
[ 42]

总的来说,民国年间的职业女弹词,与书寓女

弹词不同,体现了鲜明的流动性。她们的师承打

破了性别隔离,不再局限于同性之间。演艺过程

中,女弹词与不同性别群体之间结成互动关系,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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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着听客的各种消费欲望,又要获得地方势力、

男性评弹艺人、家人的庇佑和保护,还要与不同性

别的艺人 /拼档0、分担书目中的性别角色。这些

均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着江南社会变迁背景

下两性关系的松动而改变。

三

前文分别就书寓女弹词与职业女弹词的产生

背景、拜师学艺、演艺生活等相关内容进行梳理,

可以从中得窥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不过, 两

类女弹词均靠吃青春饭, 说书寿命 /顶多只有十
来年锋头,过时就要被听客秋扇见捐 0。[ 43]

所以时

人发出 /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0以及

/女人是五年一世, 人老珠黄就不值钱 0, 书场中

/仅多须发苍白之男弹词, 从无睹有鸡皮鹤发之

女说书 0的感慨。[ 44]
这些感慨反映了时人的消费

欲望和心理, /年轻0、/貌美0是对女弹词最基本

的要求。因而, 对于书寓女弹词和职业女弹词来

说,离开书台回归家庭,预示着职业生涯的结束。

婚姻对于书寓女弹词而言, 预示着 /脱籍从

良 0,重新获得良家妇女的身份。清末,有某殿撰

奇赏之,吴雅云 /遂以千金脱其籍, 艳羡者争传为

状元嫂云0。[ 45]
因沪上鲜有风雅之士, 袁雅琴 /遂

厌风尘,徙居吴下 0,后城北君 /出重金为之脱籍,

携归0。[ 46]
虽然书寓女弹词想借婚姻结束演艺生

涯,但也并非随随便便找一人了事。小桂珠 /善
画兰, 重文人, 轻巨贾, 守身如玉, 自誓非翰林不

嫁。后如其志,果嫁闽中某太史 0。[ 47]
对于民国时

期的职业女弹词而言, 回归家庭意味着从此可以

结束 /漂泊江湖 0的生活。尤雪花嫁与捧客蒋聊

庵,虽是继室, 生活其乐融融。 /生妇深明大义,

初无间言, 恒治精肴馈赠雪花, 盖亦自幼看其长

大,爱其天性纯厚系出良家。0 [ 48]
林娟芳因有听客

助其入校读书, /抛弃弦索生涯 0,嫁入豪门。[ 49]

女弹词结束演艺生活并非全然没有阻力。晚

清时期,书寓女弹词经常受到贪财家人、老鸨的抵

制。 /苏阊外某姓女初学弹词,长适某甲为妻, 伉

俪甚得。女有姨母,某氏于女未字之先屡为执柯,

皆为女梗既。归甲后,氏亦常往女所,盖将煽惑女

志,而使之琵琶别抱也。0利诱不成, 姨母竟然吞

烟膏相威胁, /讵方药杂投, 毒发甚骤竟死 0。[ 50]

张月琴欲脱籍, /合家倚之为钱树, 无如秋娘老大

觅婿心坚,奈鸨母以为奇货可居势0。[ 51]
朱素卿意

图脱籍, /为老鸨居奇 0,是意中人的仆人 /效昆仑

奴之报德, 乘素卿郊游便截送主人, 以偿其

愿 0。[ 52]

虽然女弹词未嫁之前, 乘兴弹唱, 娱人娱己,

但一旦结婚就要退隐于密,恪守 /男外女内 0的性

别规范。即使到了民国年间, 在女性走出家门已

是大势所趋,两性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松动的时

代背景下,原本作为男性听客娱乐消费对象的职

业女弹词, /一旦为人宝扇迎归0, 则重拾女性传

统的性别角色, /克尽妇道, 扫尽铅华, 俨然贤妻

良母0。即使同道中人, /一再怂恿重抱琵琶, 姑

则宁甘淡泊,不愿抛头露面 0。[ 53 ]
而其夫婿亦 /不

欲人知其妻曾操弦索生涯 0, [ 54 ]
并以传统的性别

规范加以约束、限制女弹词的行为。如沈玉英的

丈夫 /延聘女画家, 教之习画, 赖此约束身心, 安

分守己 0。[ 55]
另外, 受到当时男女平权、女性解放

思潮的影响, 有些女弹词的丈夫以此职业为荣,

/唯恐旁人不知 0, /纵已退隐家居, 逢有稔客往

游,欲求一曲助兴,一以技痒,一为怂恿,当能重弹

旧调, 如愿以偿0。[ 54]

除了个别场合 /重弹旧调0,已婚的职业女弹
词在一般情况下不再登台说书。但依然有例外。

首先, 部分女弹词所嫁对象是评弹男艺人,由于工

作性质相同,较少歧视她们,同台演出的机会比较

多。职业女弹词王莺声、陈亚仙等人,不仅与丈夫

拼档演出,还共同努力组建普余社。何玲芳嫁与

俞韵庵,韵庵 /擅白蛇、珠球, 为人温文儒雅, 说噱

都佳,夫妇巧合双档, 有左右逢源之妙0。[ 56]其次,

如果夫家经济情况不佳,或丈夫因病去世,女弹词

只能 /重作冯妇 0。清末书寓女弹词王丽娟丈夫

去世, /仍归海上,重理旧业焉0。[ 3]
胡兰芳丈夫詹

某 /以消渴疾卒 0, /家无所蓄, 不得已仍操故业,

素衣淡妆,益增其媚 0。[ 57]
民国时期, 一些职业女

弹词迫于婚后生活压力, 亦只能重回书台。谢小

天 /不意自下嫁后, 处境偃蹇 0, [ 58]
只能重操旧

业。谢鸿天的丈夫王汉臣 /系一江湖戏子, 收入

不裕0,其不得不重抱琵琶, 在无锡凤和楼弹唱

5玉蜻蜓6。[ 59]尤雪花亦因生活无着落, /以文君

新寡, 重作冯妇 0。[ 48]
徐雪月 /嫁才数月, 夫妇忽

病。不得已重作冯妇,减轻夫家负担 0。[ 60]
金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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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有子女三人, 度日维艰, /乃向夫家商妥, 征求

同意, 不得已重作冯妇,藉维生计0。[ 61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女弹词的社会地位有

所提高。不过,在她们的职业生涯中,家庭和工作

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依然很重要。建国后她们职

业生涯的结束已不同于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社

会主义文化改造的进行, 部分女弹词被迫返乡或

转业去工厂。退休政策施行后,年龄一到,她们即

同其他演员一起退居 /二线 0。 /文革0期间,评弹

被视为 /靡靡之音 0, 她们受到牵涉, 被迫离开书

台。以苏州人民评弹团为例, 女弹词王鹰、王月

香、薛君亚、言慧珠、程星树、醉疑仙、金玉人、吴剑

影、徐碧英、曹慧珍、史雪华、袁慧敏、徐檬丹、金凤

娟等人离开书台,进入人民灯泡厂工作, 直到 /文

革 0结束有些人才重新进行评弹演出。[ 62]

四

晚清以来,随着江南社会的变迁和性别关系

的松动,江南女性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 ) ) )
女弹词,经历了由高级妓女向职业女性的身份转

变。书寓女弹词与职业女弹词职业生涯的结束以

回归家庭为标志,既受到男性听客消费心理的制

约,也反映了时人对女性性别角色期待的延续性。

这种延续性的出现说明,即使到了男女平权、女性

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的民国年间, 传统的性别制度

依然没有太多改变, 社会依然以男性为中心。只

不过, 女弹词性别角色在转变过程中,江南社会的

性别观念适时发生着改变,给她们的 /职业生涯 0

留有相当弹性的空间。

书寓女弹词因其高级妓女的身份, 拜师学艺

首先面临的是技艺传承的性别隔离。她们通过同

性、血缘传承, 发展出特有的互助网络, 预示着新

的社会身份的获得。民国之后, 虽然职业女弹词

的技艺传承打破了性别区隔,但 /冠师姓 0、/排行

号 0等建构了她们在评弹行业中的性别身份, 同

时也戴上了新的 /父权 0枷锁。 /回归家庭 0标志
着女弹词身份的结束以及新身份的开始。只不

过,这种新的身份是传统性别体系下女性所需扮

演的固有角色 ) ) ) 贤妻良母,建立在男女生理性

别差异的基础上。

注释:

¹ 安克强简单地把女弹词纳入到妓女研究的相关范畴,分析了书

寓以及女书场在文人学士消闲娱乐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可惜混

淆了女弹词与整个书寓群体的指涉范围。 (可参考安克强著,

袁燮铭、夏俊霞译: 5上海妓女 ) ) ) 19) 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

性 6,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第 26、38页。)

º 阿英的5女弹词小史 6对女弹词进行了史实梳理,为我们的研

究提供了借鉴和资料基础。可惜的是研究时段局限于晚清时

期,因袭一贯的文本分析传统,对其变迁的历史背景疏于考虑。

在5女弹词小史 6的研究基础上,周良等人秉承以男性为中心

的评弹发展史,认为书寓女弹词是 /堕落 0体现、不健康趋向和

腐化现象, 并把原因归因于租界的骄奢淫逸和时人的荒淫堕

落。其实,书寓女弹词的出现顺应了上海都市娱乐文化的发

展,与同时期的男艺人建构了不同的评弹商业运作体系。 (可

参考阿英: 5女弹词小史 6, 5阿英全集 6第 7辑, 安徽教育出版

社, 2001年,第 405- 455页;周良: 5苏州评弹史稿 6, 古吴轩出

版社, 2002年,第 31、117- 121页。)

» 李长莉的研究肯定了女弹词在上海消闲娱乐业中的重要作用,

视其为 /一种明确地将卖艺与卖身分离开的职业 0。这种观点

未免带有主观想象的片面乐观,需要仔细加以辨识。 (可参考

李长莉: 5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 6, 天津

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 360- 366页;秦燕春: 5/十里洋场 0的

/民间娱乐 0 ) )) 近世上海的评弹演出及其后续发展 6, 5民族

艺术研究 62006年第 5期。)

¼详见拙文5明末清初至 20世纪 30年代江南 /女弹词 0研究 6,

5史林 62006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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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emale Storytellers.
Career Since Late Q ing Dynasty

ZHOU Wei

( Co llege o fH um 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 iNo rma lUn ive rs ity, Shangha ,i 200234, Ch ina)

Abstrac t: The fem a le storyte lling to the accompanim ent o f stringed instrum ents had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the shuyu fe-

m ale story- te lling to that as a career since Late Q ing Dynasty. M eanwh ile, the fem ale story- te llers exper ienced a change in

the ir identity from h igh- c lass pro stitutes to pro fessiona lw om en, w hich w as a product and re flection o f the historica l changes in

Jiangnan d istr ic t. T o becom e a pup il to a master and learn a sk illm eans the beg inn ing o f a career. . The master- pupil re la tion-

sh ip between fema le story- tellers w as confined to the sam e sex, wh ile the storyte lling by career fem a les has broken sexua l seg re-

ga tion. Because o f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identities, the perform ing art lives o f shuyu and career fem a le story te llers reflec ted spe-

cial characte ristics o f different times. How ever, the fem ale storyte lling w as only the logo o f one identity of w om en in Jiangnan,

wh ich w as not life long. The logo o f ending the careerwas re turn ing hom e and assum ing the c lassical ro les of the gentle sex, wh ich

re flected the continuity o f expectations of the gentle sex since the La teQ ing Dynasty.

K ey words: fem a le storyte llers, caree r,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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