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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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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是湯顯祖四夢中成就最高者，亦其個人得意之勝場，此作一

出，非但撼動文壇，更是深入民心，無數少女，為之傾倒口便因此劇在當時

之流行盛況，引起了明兩代許多劇作家的改編興趣，馮夢龍的〈風流夢〉便

是其中一部。

本文首先討論〈牡丹亭〉一劇在當時的改編概況。其改編方式，約可分為

改詞派與改調派二者，多數的改詞派作品，皆違背了湯顯祖之曲意，被視為

「臨川之仇」，唯有馮夢龍〈風流夢〉一劇，頗受肯定。

基本上馮夢龍十分推崇〈牡丹亭〉，又能了解湯顯祖之創作意趣，惟慮及

舞台搬演因素，不得不加以改編口而其改編確使〈牡丹亭〉不僅能為「案頭

之書」，更是「是上之曲」’若說〈風流夢〉為〈牡丹亭〉之千古代言者，

不為過譽。

筆者此文試從馮夢龍對〈牡丹亭〉之改編大要，一一加以討論，欲了解其改

編原由，及改編後對原劇之影響 ， 更藉此見出馮夢龍 「發名教偽弱的情教

論」、「針線密縫的情節觀」、「便於當場的演出論」及 「調協韻嚴的聲律

論」等重要的戲劇觀。

* 本刊發行時，作者就讀於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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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牡丹亭〉叉名〈還魂記》’是湯顯祖四夢中成就最高者，亦其個人得

意之勝場，他曾自稱：「一生四夢，得意處唯在〈牡丹〉」（見明王思任

〈批點玉茗空牡丹亭序〉）而後人亦對〈牡丹亭〉稱譽有加，馮夢龍〈風流

夢. ;J,ijf ｝稱曰：「若士先生千古逸才，所著四夢，〈牡丹》最勝。」明人

沈德符則曰：「牡丹亭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顧曲雜

言〉）張琦《衡曲塵譚〉亦曰：「今玉茗諸曲，爭搶人口，其最者牡丹亭杜

麗娘一劇，上薄風騷，下奪屈宋。」可知《牡丹亭〉在文壇的地位。而〈牡

丹亭〉描寫少女懷春之情，曲盡其妙，當時間團仕女多受其震撼，甚有傷心

斷腸而亡者（註一），其內容感人之深，可見一斑，〈牡丹亭》之創作非但

撼動文壇，更能深入民心’是一部值得研究的作品。

便因〈牡丹亭〉一劇在當時這種流行的盛況，引起了明清兩代廣大的研

究興趣，有受其影響而作的（註二），有評點的（註三），還有改編的（註

四），在改編的作品中，有許多是湯顯祖親自見過的，並不滿其改作，有些

則被後人稱為「臨川之仇」，但其中一部特殊作品，即馮夢龍之〈風流

夢》’歷來對其評價稱譽多而責備少，究其內容為何，於此試作討論。

貳、〈牡丹亭〉的改編概況

〈牡丹亭〉是一部長達五十五齣的巨著，要在一定的時空內敷演一完整

的故事幾乎是不可能的，多數改編者的目的，都是為了使〈牡丹亭〉利於上

演，雖有改作不盡理想者，亦不可責之太過，事實上《牡丹亭〉能夠長期於

舞台上傳唱不衰，與這些人的更定和格正大有關係。近人俞為民將明清兩代

眾多的改編作品大致劃分為兩派， 一為改詞派， 一為改調派，改詞派有沈

璟、呂玉繩、賊懋循、徐日曦及馮夢龍等人，改調派則是清代鈕少雅及葉堂

兩人，以下便就其改編內容作一初步分析。

沈璟的改本題作《同夢記〉，亦名《串本牡丹亭〉， 現已亡f失。他繼承

了何良俊「寧聲 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 」（〈囚友齋叢說〉）的主

張，而說道 ：「寧使時人不鑒賞，無使人撓喉摸嗓 ο 」 （〔二郎神〕套曲

〈詞隱先生論曲〉）與湯顯祖的主張「余意所致，不妨呦折天下人嗓子」

（司︱白玉髏德《曲律〉）完全不同，而其改編〈牡丹亭〉正著眼於湯顯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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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的毛病，只要合腔依律，則不管是否影響原作之思想性，正所謂「細詞

就律」’引起湯顯祖極大的不滿，造成戲劇史上著名的「沈湯之爭」。

對於好友呂玉繩之改編，湯亦不能苟同，在〈答凌初成〉中不毫不客氣

的說道：「不侵〈牡丹亭記〉，大受呂玉繩之改竄，云便吳歌。不侵啞然失

笑，曰：苦有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摩詰之冬景

也。」艾特別叮嚀演員曰：「〈牡丹亭記〉要依我原本，其呂家己生的，切不

可從。雖是增減一字以便俗唱，卻與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與宜伶

章三〉），雖呂作已亡候，但由湯顯祖此番激憤之詞可知，呂玉繩之改竄必

大失湯本原意，故後被視為「臨川之仇」（〈重刻清暉閣批點牡丹亭凡

例〉）

另一被視為「臨川之仇」者為賊懋循之改本，他不僅小改曲詞，甚至刪

全曲或賓白，將原本的五十五齣，刪削成三十六折，原本共有四百零三支曲

文，亦僅存一百九十五支，刪掉了多數精華的部分，使前後曲意不相連貫，

意趣大滅。對於賊之改本，晚明斯江歸安（今吳興）茅氏兄弟提出了強烈的

批評：「煒城賊晉叔以其為案頭之書，而非場中之劇，乃刪其采，創其鋒，

使其合於膚工俗耳。讀其言苦，其事怪而調平，調怪而音節平，於作者之意

漫滅殆盡。」（茅元儀〈批點牡丹亭〉），茅英亦指出：「賊晉叔先生刪削

原本，以便登場未免有截鶴續亮之嘆。」（朱墨本〈牡丹亭﹒凡例》，若臨

川先生見此改本，豈不氣煞。

明毛晉所編之〈六十種曲〉中收有〈碩園刪定牡丹亭〉一種，據該劇明

刊本序，改編者應為徐日曦（原名日靈，自署碩園居士，明天啟年問進

士），他的改編方法有二，一為刪削，一為調整場次，他將原本的五十五

齣，刪削成四十三齣，將原本一些重要場次與曲丈刪削掉了，使得人物不如

原本生動活潑，故事情節亦本無法前後照應。其調整場次的方法，亦使得原

本緊緊相扣的情節顯得疏散，失去了原作的藝術性，亦非良好的改本。

改詞派中最佳之故本，可說是馮夢龍之〈風流夢〉’馮夢龍本身對〈牡

丹亭〉一劇推崇備至，亦能了解湯顯祖之創作意趣，但基於：「欲付當場敷

演，即欲不稍加竄改而不可得也。」（〈風流夢﹒小引〉 ），在湯顯祖不重

曲律，〈牡丹亭〉五十五齣長篇的創作情況下，欲搬上舞台，確實有其困難

所在，馮夢龍注重舞台之實際敷演，故不得已而改竄《牡丹亭〉，觀其〈風

流夢〉委實發揮原劇之所長，又使其便於搬上舞台，他的改編讓〈牡丹亭》

不僅為「案頭之書 J ’文是 「鐘上之曲」’提昇了原劇的價值，是一部值得

重視的劇作，故特於此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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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介紹清代三個改調派的改本，一為鈕少雅之〈格正牡丹亭〉，一為

葉堂之〈牡丹亭全譜〉，他們改編的動機是出於對湯顯祖之推崇及對沈璟、

呂玉繩等人改竄之不滿，改編的方式是「以律就祠」’用集曲的方法，從同

一宮調或具有相近聲情的宮調的幾支曲牌中各截取幾句，合成一新的曲牌，

對傳統曲律作了一番突破和革新，如此一來便得以保存原作曲意，文不使歌

唱者呦嗓，但舞台之演出不僅要求把全劇珮唱，下去，而且要順利咀演，下

去，改調派便無法糾正〈牡丹亭〉不利搬演的缺失，但比起那些妄改丈祠，

使〈牡丹亭〉原意盡失的改本，實更為可取。

參、馮夢龍的改編動機

在戲劇史上，馮夢龍一向被視為吳江派的成員，他曾自稱：「余早歲曾

以〈雙雄〉戲筆，售知於祠隱先生。先生丹頭祕訣，傾懷指授。」（〈曲

律﹒序〉），他的戲曲創作受過沈璟指點，格律說幾乎完全本自沈璟，其間

師承關係十分明顯。但他的戲曲創作內容強調「真情」’嘗謂：「借男女之

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山歌序〉）提出「情教說」’欲以男女之私

情，破除措紳學士的虛假不清，此一理論，便是承襲湯顯祖的「情至」’故

又有人將馮龍歸之於臨川一派（註五），但不論馮夢龍終將歸之於那一派，

其受湯顯祖之影響的關係不可抹滅，尤其是湯顯而且於〈牡丹亭﹒題詞》云：

「﹝瑾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

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以叫育，和、理，的相對，鼓舞了青年男女突

破社會道德的禁制，他所創造杜麗娘之至情被說成「情之至正者」’這對馮

夢龍的著述和立論有著重大的影響。

就是因為馮夢龍對湯顯祖思想有相當程度上的承繼，故其能完全了解

〈牡丹亭〉的創作原意，對於沈璟等人批評湯顯示且之不合曲律，亦能加以維

護，而言：「若士亦豈賢以換嗓為奇？蓋求其所以不挨嗓者亦遑討，強半為

才情所役耳！」（〈風流夢﹒小司。），而其改編〈牡丹亭〉的原因在於：

「此乃案頭之書，非當場之譜，欲付當場敷演，即欲不稍加竄改而不可得

也。」（同上）可見馮夢龍並非」味的護短，對於湯顯祖不合曲律與〈牡丹

亭〉折數太煩的缺點亦了然於心，故曰：「若士既自護於前 ，而世之盲於音

者，文代為若士護之，遂謂才人之筆，一字不可移動，是慕西子之極，而并

為諱其不潔，何如j完濯以全其國色之為愈乎！」（同上）叉曰：「原本如老

夫人祭奠及柳生投店等折，詞非不佳，然折數太煩，故削去，即所改竄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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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儘有絕妙好辭，譬如取飽有限，雖龍肝鳳髓，不得不為罷箏。」（〈風

流夢﹒總評〉），故對〈牡丹亭〉 進行了修改的工作，雖曰：「不敢云若士

之功臣。」（〈風流夢﹒小哥︱》），而其心中實有此願。

肆、馮夢龍對〈牡丹亭〉之改編

馮夢龍改編〈牡丹亭》保留了大部分的原著精神，他非但抓住了湯顯祖

借杜麗娘因夢而死 、因夢而生的情節來表現劇作反對封建禮教、要求婚姻自

由的主題，以此貫串改本之始終，對於湯顯祖欲透露的社會環境及欲反應的

民情，亦不忽視，而馮夢龍將原本的五十五齣，壓縮成三十七折，內容亦有

多處的改異，這樣的更動不可謂不小，在這樣大幅度的變動下，馮夢龍對原

著是如何繼承和發揮的？以下便就其於 〈風流夢﹒總評〉中提出的改編處進

行討論：

原本生出場，便道破因夢改名，至三四折後，旦始入夢，二夢懸截，

索然無味，今以改名緊隨旦夢之後，方見情緣之感，合夢一折，全部結

於此。

原本《牡丹亭〉 在第一齣「標目」敘述全劇大要之後，第二齣「言懷」柳生

即道：「忽然半月之前，做下一夢。夢到一園，梅花樹下，立著個美人，不

長不短，如送如迎 。 說道：『柳生，柳生，遇俺方有姻緣之分，發跡之

期 。 』因此改名夢梅，春卿為字，正是：『夢短夢長俱是夢，年來年去是何

年！』」中間經過「司︱︱女」、「腐嘆」、「延師」、「悵眺」、「闇塾」

「勸農」、「肅苑」至第十齣「驚夢」旦始入夢， 二夢相距甚遠，使人容易

忽視剛開始的「生夢」’生夢的意義便顯得薄弱，馮夢龍在〈風流夢》中將

柳生改名的情節置於第七折「夢感春情」的旦夢之後，名為「情郎印夢」

同樣的情節，同樣的言語，位置調動，便有不同的效果，不因為前折旦夢深

刻動人，隨後道出生夢的情節，觀眾自然而然將二夢聯想，生夢內容雖未盡

述，而觀是自能理解，尤其後來叉在二十六折加入了夫妻合夢的情節，是為

大收拾處，使整部戲的結構更加完整 ， 且突顯了 「夢 」 的重要性，無怪乎其

改名為 《風流夢〉’是點出此劇之要處。

凡傳奇最忌支離，一貼旦又翻小姑姑，不贊甚乎，今改春香出家，即

以代小姑姑，且為認真容張本，省社r 葛藤幾許。

湯顯祖在 《牡丹亭〉中將春香這丫頭形象塑造的極為生動 ，她善於察言觀

色、聰明、活力、 刁巧、胡亂作為，對主人一片忠誠、順從，極盡關懷體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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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在「鬧學」、「遊園」兩齣之表現極為突出，是古來戲劇少數描寫成

功的丫頭形象，可比美〈西廂記〉之紅娘，但在二十齣「鬧囑」杜麗娘過世

後，不再受重視了，馮夢龍接續原著精神，改作春香出家，非但省去了一貼

旦飾兩角的繁複情節，更加深春香對主人忠誠的形象，且後來與生「協謀發

墓」一折，更顯得合情合理，若非春香之忠誠，近肯冒「大明律，開棺見

屍，不分首從皆斬。」（〈風流夢〉二十四折「協謀發墓」）之險﹔若非主

僕之惰，馮夢龍實難加入貼夢一節（註六），若無此夢則生言難入。故省卻

小姑姑之角色，改作春香出家，實使劇情得以更合理之發展，且省去了一些

不必要的支節。

生講苗舜賓時，旦尚無忌也，途中一病，距投觀為時幾何，而薦亡一

折，遂以為三年，遲速太不相f召，今改周年較妥。

《牡丹亭〉第一齣「標目」寫道：「杜寶黃堂，生麗娘小姐，愛踏春陽，感

夢書生折柳，竟為情傷。寫真留記，葬梅花道院淒涼。三年上，有夢梅柳

子 ，於此赴高唐。果爾回生定配。」在原劇中寫杜麗娘死後三年，柳生始投

觀拾畫，開始這一段人鬼之戀。此一情節馮夢龍認為不盡合理，在原本第二

齣「言懷」生夢之後即赴趙佮王台與韓子才攀談（第六齣「悵眺」），後即

決定往香山嶼多寶寺謂見欽差識寶使臣苗舜賓（第二十一齣「竭遇」），在

與苗老先生一番談吐之後，即受其助銀上京，途中一病，為陳最良所救，養

病梅花觀中（第二十三齣「旅寄」），此時杜麗娘已死三年。若依原本，則

生夢與旦夢之相近，甚至在旦夢之前，而生夢後到住進梅花觀時，旦已死三

年，如此太不合理，馮夢龍注意到此一細節，故將三年時間改為一年，較原

劇更為恰當，且經過三年的時間，屍已腐壞， 焉能異香襲人，在馮夢龍改編

的另一劇〈灑雪堂〉三十四折「西廊哭蹟」在旦死後三年，託夢與生，言雖

地府憐情，得以還魂，但肉身己壞，只能以「借屍還魂」方法與生重聚，在

同樣情況下，麗娘怎能以已身還魂，故改為一年是較合理的安排 。

真容叫喚一片血誠，一遇魂交，置之不悶，生無解於薄情矣，阻歡折

添〔，丸之令〕一曲，為生補過，且借此懸掛真容，以便旦之隱身，全

無痕跡。

原本《牡丹亭〉柳生在二十四齣「拾畫」之後，對畫中人物再三玩賞，悟出

畫中人物原非觀音，亦非婦娥，乃人間一美人也，因此對畫中人物如痴如

醉，真情叫喚：「俺的姐姐！俺的美人！」（二十八齣 「幽嫣」）聲音哀

楚，引得麗娘之魂夜來幽會，而後卻因幽會歡愉，再不提起真容，令人有感

生之薄倖，此湯顯祖疏忽之處，馮夢龍細心彌縫，在此補上一筆，特於「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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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阻懼」一折，加入柳生一人自語：「我自春容到手，睡夢關心，一遇了夜

來的美人，便疏了畫中的姐姐，我好薄情也，趁此美人未來，展玩一番，以

遣寂寞，〔作掛畫看介〕呀！奇怪！〔式式令〕顱春容微攬著翠蛾，莫非為

燃酸暗中愁鎖，唉！小娘子，不要著腦，誰教你不肯下來，你若肯來攀話，

少不得同行同坐，咦！小娘子，不足小生誇嘴，俺夜來的美人，也不輸與

你，看來姐妹不爭錯，自同清眉同秀，身段同擴娜。」展轉多情，未為薄

f幸。

原本如老夫人祭奠，及柳生投店等折，詞非不佳，然折數太煩，故刪

去。

叉前：

李全原非正戲，借作線索，又添金主不更贅乎，去之良走。

馮夢龍刪削掉了〈牡丹亭〉中多數的情節，將原來的五十五齣’縮減為三十

七折，刪去了「腐嘆」、「悵眺」（合并於「言懷」）、「勸農」、「慈

戒」、「訣竭」、「虜諜」、「道親」、「憶女」、「玩真」（合并於「拾

畫」）、「旁疑」（合并於「歡撓」）、「繕備」、「詗藥」、「准警」

「如杭」、「僕偵」、「禦准」（合并於「移鎮」）、「急難」（合并於

「遇母」）、「准泊」、「榜下」、「聞喜」共二十折，加入了「情郎印

夢」（由原劇「言懷」一齣分出）、「中秋泣夜」（原劇「鬧囑」一齣分

出）二折。

其中所說的「老夫人祭奠」一齣是指二十五齣「憶女」’「柳生投店」

是指四十九齣「准泊」’「叉添金主」則是指十五齣「虜諜」’這幾齣戲非

曲文不佳，但卻阻礙劇情之發展，使情節結構顯得疏散，不便於舞台演出，

故刪去。如「虜諜」中演出金主謀遣之事，從全劇看來，金主入侵只是一條

副線，這條副線以李全為主角，金主無須出場，故賣不必要再專設一場。另

外尚有可以合演，不必另立一齣者，亦在多數，馮夢龍保留原劇重要情節，

卻不另立一齣，將其中蕪蔓的支節刪除，合并為一。對於其所增二折，「情

郎印夢」是為了將柳生改名之情節移至旦夢以後，故不於「言懷」一齣中道

出，特於旦夢 （「夢感春情」）之後另立一折。叉將原本「鬧蕩」一齣分為

「中秋泣夜」 、「謀厝囑女」二折，一來可與「慈母祈福」一折提到麗娘

「中秋夜生」 ’於此文死於中秋，強調「中秋」二字，前後相應。而「謀女

囑厝」一折， 加入了春香出家的情節，省去支蔓，叉增添劇情之合理性，故

特別另立一折，強調其重要，使其不為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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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知，馮夢龍的改編，無一不根據情節的發展，給予正確的安排，

且儘量以原著精神為基礎，不為胡亂刪改，使〈牡丹亭〉的劇情發展更加順

暢，原來湯顯祖疏忽的地方，皆為馮夢龍一針一線，巧工彌縫，他的修改，

使〈牡丹亭〉果真為足以留傳後世的著作，馮夢龍可稱「若士之功臣」而無

愧矣！

伍、從〈風流夢〉看馮夢龍的戲劇理論

馮夢龍是晚明著名的文學家，他一生所從事的文學活動有小說、戲曲、

民歌的創作、整理和搜集的工作，一般重視他在小說方面的成就，他所編黨

的三言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引起了廣大的研究

興趣，而其戲劇方面的成就，相形之下，則被忽略了（註七），但對馮夢龍

而言 ，戲曲是其整個文學活動中重要的部分，並且取得卓越的成績，他對晚

明及清代曲壇的影響不可忽視（註八），可惜馮夢龍未曾留下一部完整的戲

劇理論專著，他的戲曲理論散見於他所編黨的《墨憨齋新譜》（己亡俠）

〈太霞新奏〉及〈墨憨齋定本傳奇〉的小引、總評和眉J此，在此僅以他改編

〈牡丹亭〉而成的〈風流夢〉一劇，對馮夢龍的戲劇理論作一初步的探討。

一、發名教偽藥的情教論

馮夢龍年少時期曾混跡秦樓楚館，王挺曾在〈挽馮夢龍》中說他：「逍

遙豔冶場，遊戲煙花里。」即馮夢龍當時生活的寫照，但也正因為如此，使

其得以和妓女真情相交，有了相當的體悟，遂成其川育教說」之產生基礎。

明代中葉，城市經濟發展，資本主義思想萌芽，給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

帶來極大的影響，王學左派站在新興市民階層的立場，提出了要求擺脫封建

禮教束縛、個性解放的新思想’馮夢龍亦受此一思潮之影響，尤其是李蟄的

「童心說」和湯顯租的「情至論」’對他的影響更大，李蟄呼籲作者應做

「真人」’以 「真心」’寫「真文」（〈童心說﹒焚書卷三》），湯顯祖則

以「深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

不可復生者 ，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題詞〉） 為情之至，與理相

對，馮夢龍因此風所致，大膽提出「情教論」’欲「借男女之真惰，發名教

之偽藥。」（〈山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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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馮夢龍的情論可說是根源於湯顯祖的「情至」，而湯顯祖的「情至

論」又出自於〈牡丹亭》，所以馮夢龍對〈牡丹亭〉推崇備至，以為湯顯祖

「所著四夢，《牡丹〉最勝」（《風流夢﹒小哥︱〉）而其改編〈牡丹亭〉的

最大目的即欲〈牡丹亭》這樣一部足以流傳後世的劇本，不僅為「案頭之

書」’搬上舞台，更是受歡迎的好戲，足以教誨眾生，此即馮夢龍「情教

論」的最佳實踐。

在〈風流夢〉中，馮夢龍抓住湯顯祖《牡丹亭〉一劇欲表達之真情，非

但保留了杜麗娘的完整形象，對柳夢梅的情感表達，亦不忽視，在「石姑阻

懼」一折，加入了柳生對畫自謂的情節，不使人誤以其為薄倖，而「設誓明

心」一折，叉於杜麗娘告白之時，於眉批處提示：「此折生不怕，恐無此

理，若太怕則情又不深，多半痴呆驚訝之狀方妙。」深怕俗f憂無法理解劇

作，而做出恐懼之狀太甚，致使柳生之情顯得不夠真誠，故特別提示，如此

演來，則生旦之情更足以動入了。

二、針線密縫的情節觀

馮夢龍於故事情節結構的主張，力求其真實自然，周密嚴謹，合乎情

理，於上一節所述馮夢龍對〈牡丹亭〉一劇之改編中，可見出他這一項戲劇

理論的特色，他對〈牡丹亭〉的改編，確實做到了使其結構更嚴謹，省掉了

一些不必要的支蔓，文對原劇作了一些小更改，彌補了湯顯祖劇情上不合理

的缺失，並在眉批上註明修改之原因。如第七齣「閏塾」中，末云：「昨日

上的〈毛詩〉可溫習？」旦云：「溫習了，則待講解。」馮夢龍便覺不妥，

認為：「杜麗娘詩畫皆精，豈有關雖四句，還待教而後誦，舊本未妥，今

改。」他以杜麗娘的家學背景推論，無有末誦〈毛詩〉「關雖」一詩之理，

原本杜麗娘尚待教而後溫習，似乎不盡合理，故馮夢龍將其改為末云：「女

學生，那〈毛詩〉的句讀，平日可曾成誦？」旦曰：「成誦了，只待講

解。」則較合常理。而又在「設誓明心」一折，加入了杜麗娘對柳生的一段

話：「奴家有一言，那春香雖是我侍妾，只怕死生隔絕，卻才所言，只當鬼

話，我祠堂神位，還未點主，明日秀才到彼，我自顯個神通 ，使他聽信，方

可同謀。」原本無此前奏，只直接於第三十三齣「祕議」中寫到生曰：「你

不信時，顯個神通你看，取筆來點的他主兒動。」情節上，顯得幾分唐突，馮

夢龍認為：「若無此段話，後折神主何都而動？」故於此補上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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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節之間馮夢龍強調當起伏照應，前者為後者之「張本」’做到前後

呼應，針線不漏。如十一折「繡閣傳真」’杜麗娘自畫真容，說道：「便有

人見了，只認作美人圈，怎識得這些梅柳根苗。」眉批上加註：「先點出美

人圖三字為後折生喚美人張本。」原本〈牡丹亭》無美人圖三個字，馮夢龍
在此特別註明，與後來柳生拾畫，對畫中人物如痴如狂，真情叫喚：「我的

美人啊！我的姐姐啊！」（〈風流夢﹒魂遊情感〉）的情節前後呼應。另

外，第十二折「慈母祈福」中：「點出中秋生為後泣夜、魂遊二齣張

本。」、第十六折「謀厝海女」中：「春香出家可謂義牌，便伏小姑姑及認

畫張本。」、第二十二折「石姑阻懼」的：「原本幽構之後更不提起真容，

殊為薄倖，添此一段，轉展多惰，且為後魂旦躲入畫圖張本。」此皆馮夢龍

重視情節前後呼應之戲劇理論的實際表現。

三、便於當場的演出論

「演出論」是每個討論馮夢龍戲劇理論的人所不容忽視的問題，他不但

在劇本的改編上盡量求其內容合情合理，便於演出，更有一屬於他自己的特

色，就是在劇本的眉批上指導演出，大陸學者高宇便曾經發表〈古典戲曲的

導演腳本一一〈墨憨齋詳定酒家傭〉新探〉一文，就是以《酒家傭〉 一劇之

一百五十六條眉J此，展開馮夢龍對某一段戲或人物的內心活動、形象表現的

導演提示分析，故於此亦謹以馮夢龍〈風流夢〉之眉批，探討其「演出
至A、．
目開」

l. 指導演員之搬演

在「中秋泣夜」一折，演至杜麗娘將死，交待春香代為伏侍老爺奶奶及

所繪真容一事之時，馮夢龍特於此指示演員：「人到死生之際，自非容易，

況以情死者乎，叮嚀宛轉，備寫淒涼，令人慘側，俗優草草演過，可恨！」

叮嚀演員當細加體會杜麗娘臨死心情，切勿草率搬演。而 「冥判憐，情」一

折，則在判官交待好，將杜麗娘放出枉死城，杜麗娘謝過判官之後，註明：

「花神引旦先下，則判好收科，原判先下，未免冷場。」認為演到此處，應

當讓杜麗娘先下場，判官再唱〔賺煞尾〕曲收場，可避免原劇使判官唱曲，

杜麗娘在一旁呆站的冷場。叉「設誓明心」一折，在杜麗娘告白自己已非人

身之時，馮夢龍特別叮嚀飾演柳生之演員，此時之表現不可太怕，亦不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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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多半痴呆驚訝之狀方妙J 到認定杜麗娘為妻之後，則曰：「此後生更

不必怕，但作恍惚之態可也。」這樣的表演，方能顯現真情。

此外尚有多處提示，如「謀厝囑女」中的「此四曲情詞俱絕，俗優必以

為贅。」、「石姑阻懼」的「此段說白極有做，不可草草。」、「皇恩賜

慶」的「收拾一部情節，演者勿以底板而忽之。」’各在其以為劇情重點

處，加上眉批，提醒演員注意，不可草草演過。

2.道其背景安排之提示

一場戲的背景安排和道具的使用，關係著戲劇表演的氣氛與逼真的程

度，故亦須多加注意。

在「判官憐情」一折，馮夢龍提示：「判應綠袍，但新任須加紅袍，俟

坐後脫卸可也。」烘托出新官上任的情節，須以紅袍增添氣氛。而「協謀發

墓」一折，則言：「神主動或用細線遠牽亦妙。」指導如何演出這段神主顯

靈的情節。文「杜女回生」一折，則在發墓之後指示：「旦先伏桌下，俟徐

揭桌裙伏出，文須翠翅金鳳，花裙繡噢，似葬時粒束，方與前照應。」提醒

演員注意裝扮，以免前後矛盾。

這樣的提示能使舞台上之演出更完美，馮夢龍認為戲曲有其社會功用如

其於〈酒家傭序》所云：「傳奇之衰鎖，何減春秋筆哉？」「直把作一具青

銅，朝夕照自家面孔可矣！」故其重視戲劇之演出，一部良好的劇本，若無

法搬上舞台，則不能對廣大的社會群眾造成影響，所以「演出論」成為其戲

劇理論的一大特色，在他之前，湯顯祖討論會過導演學，但涉足未深，沈璟

亦注重表演藝術，卻僅限於、曲，的推敲，而馮夢龍則把探討的範圍擴大至

整個舞台的演出，包括劇本的編寫、導演的設想、演員的表演，面面俱到，

真可謂元明兩代僅有的舞台藝術理論多面手。

四、調協韻嚴的聲律論

凡是改編湯顯祖〈牡丹亭〉一劇之人，無一不重視其曲律問題，沈璟、

呂玉繩、賊晉叔、徐日曦、馮夢龍等人，是改其詞以求合律 ，而鈕少雅、葉

堂二人，則改曲以求合詞，這都顯示了〈牡丹亭〉的曲律存在著大問題，雖

然湯顯祖不滿改作，而言：「余意所至，不妨呦折天下人嗓子！」但曲在戲

劇演出中佔有重要地位，以馮夢龍之立場而言，是決不願見一部好的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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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呦嗓難唱而不能搬演的，故其欲「 j完濯以全其國色」，而改動了原曲中許

多不合律的地方。

在湯顯祖《牡丹亭》的多齣戲中，曲牌雜亂無章，有的將幾個不同宮調

甚至笛色不相近的曲牌套成一曲，致使演員因屢換宮調而撓喉摸嗓’對此馮

夢龍則採刪減曲牌及改用笛色相近宮調的曲牌為主，這樣的更動，則使《牡

丹亭〉 一劇，不因曲律不合而喪失演出的價值。但馮夢龍的改編是以不改變

原劇曲意為原則，對文詞的修改，亦僅求合律，而不作大幅度的更動，如對

「驚夢」一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的名句，馮夢龍則以

「良辰美景律呦」，而改作「美景良辰奈何天」’解決了這一個律劫的問

題，同時亦保存了原句的優美性。另外，馮夢龍在每一折戲的前面，必先註

明所押之韻腳，且於眉批上寫明「某音某」以便演出者之演唱，對於歌曲的

字數、平仄，亦加以注意，其於「冥判憐情」中〔混江龍〕一曲之眉批上註

明：「此調自筆管兒以下，偶句任意多少，但韻腳必須前仄後平，叉必用平

平仄，如陸遷快三字收之，此為定格，此曲中間如受封拜、收魂魄三字俱可

收，以下乃收而復起也。」而他對一些有疑問的曲調，亦一一查証，如「設

誓明心」一折眉拉上寫道：「末三句舊註〔渡江雲〕，查即〔駐雲飛〕

也。」可見他對曲調之熟悉及實事求是的精神。

陸、結吉侖

雖然馮夢龍未曾留下任何戲劇理論的專著，但在他心中的確存有一套完

整的戲劇理論，〈風流夢〉則是一部實現其戲劇理論的著作，它不僅發揮了

〈牡丹亭〉 一劇的優點，更改正其缺失，使其得以活躍於舞台之上，在王季

烈〈蜈盧曲談〉一書中便提及當時劇場通行之〈還魂記﹒叫畫〉一齣，即是

用馮夢龍之改本，可見〈風流夢〉確實為一部成功的改本，雖然馮夢龍在當

代曲壇上未有如沈璟、賊晉叔等人之赫赫聲名，但其改作比之於沈、戚等

人，則絲毫不遜色，他不僅於曲律上下功夫，對於湯顯祖的原意，亦作了合

理的延伸， 使《牡丹亭〉能跳出其原來棄臼’真正成為一部雅俗共賞的戲曲

大作，確實發揮了戲曲的社會功用，由此觀來，馮夢龍真可說是湯顯祖的知

己，而〈風流夢〉亦〈牡丹亭》之千古代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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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一、霎江女子俞二姑，酷嗜〈牡丹亭〉，讀之斷腸而死。杭州女伶商小玲，

於演還魂記尤撞場，嘗有所屬意，而勢不得通，進鬱鬱成疾，一日演

「尋夢J 折，隨聲朴地死台上。（〈靜志居詩話〉）

二、朱京藩〈風流院〉、吳炳〈療妒羹〉、顧元標〈情夢俠〉、張道〈梅花

夢〉、無名氏〈西湖雪〉

三、明代有王思任、陳繼儒、沈際飛、茅元儀、茅英等，清代有洪昇、吳吳

山三婦。

四、明代有沈璟、呂玉繩、藏晉叔、徐日曦、馮夢龍 o j青代為鈕少雅、葉堂

二人。

五、俞為民〈明清傳奇考論﹒明清戲曲流派的劃分〉

六、二十四折「協謀發墓」春香道：「昨宵五史時分，夢見我小姐豔妝而

來，喜容可掏，叫道：『春香，我已自嫁了個官人也，不日便與你相

見口』」

七、目前筆者所搜集關於馮夢龍戲劇理論者有張仁淑〈馮夢龍雙雄記之研

究〉、曾永義〈明代劇學研究﹒馮夢龍〉、葉長海〈中國戲劇學史稱﹒

馮夢龍創作論和演出論〉、俞為民〈明清傳奇考論﹒馮夢龍戲曲創作和

戲曲理論〉、蔣美華〈馮夢龍文學研究〉，大陸方面資料則有游友基

〈馮夢龍戲劇理論的若干特色〉、傅承洲〈馮夢龍戲曲理論當議〉、高

宇〈古典戲曲的導演腳本一一〈墨憨齋詳定酒家傭〉新探〉等篇。

八、他的「案頭、場上兩撞其美」的主張，對清代李漁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中國戲劇學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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