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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戲劇的發展宛如一步娃振史，她包孕了許多藝術成就，而經過 一段段不
成熟時代的陣痛，終於在元朝各種社會人文因素的催生之下，以飛鵬之姿穩當地
誕生。她吞吐萬殊，流著承龔自傳統文學的血液，伸展著綜合藝術給予的骨肉，

在雅俗共賞的培育下，於歷史中展開了她生老病死的人生。
而張燕瑾先生的〈中國戲劇史〉，便如一本完整的相簿，簡要記錄了，與古

希臘、印度梵劇一起並稱「世界三大古老戲劇艾化」之中國戲劇的生平。以下即
就《中國戲劇史〉一書作剪影與評析 。

二．內容剪影

張燕瑾先生《中國戲劇史〉依照戲劇的孕育與發展，按部就班地排列其剛白，

一次分為五章：
（一）戲劇的形成及宋元南戲

本章就中國戲劇的孕蓄萌生，陳述了原始歌舞、徘優表演與故事演出的
源頭，並 且將戲劇條件歸諸於「故事』及 l「代言」。亦敘述唐代雛形戲劇，宋

金戲劇的樣態，及言南戲形成與體製’作一 系列介紹。此外， 更舉隅永樂大點

三戲丈、 『荊劉拜殺』四大南戲《琵琶記〉．．．等南戲作品，就其大要、思想意

涵予以深入淺出的賞析。
（二）繁榮時期的元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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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說了催生了 元戲劇的因素，及成熟原雜劇的體製。而張先生採納鍾制

成 〈 錄鬼簿 〉 的分歧方式，將元雜劇分野為前期（「前輩」名公才人）與後期
（「方今」名公才人 ） 。前期包括：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等：後
期包括：鄭光組、秦簡夫．．． 等 ，同時亦對其作品作詳細解析 。

（ 三 ）發展時期的明代戲劇

張燕瑾先生進一步從明代社會人文環境，示說明代雜劇與傳奇在初中晚
期的發展內容，從雜劇的衰亡到改良聲腔後的傳奇，戲劇內容漸從自然純樸的

本色風格，步向曲文典麗的案頭文學﹔漸從揭露現實的批判精神，流向脫離民
眾的貴族戲劇，再轉回現實。尤其對湯顯祖的「玉茗堂四夢 」

’深刻分析其劇

作，證以湯顯祖表現手法的改變。

（四）發展時期的清代戲劇

第四章解說了清代戲劇發展的背景因素，亦分為戲劇及傳奇兩大範

圈，分別陳述各初、中、晚期劇作家，與其著名代表作 。 其中，作者以相當
大量的篇幅，傳述清代傳奇雙壁一一 《 長生殿 〉 與 〈 桃花扇〉裡的作者、思

想意義、藝術成就 。
（五）戲劇理論發展簡述

不同於一般戲劇史概述，張燕瑾先生獨立提出 「 戲劇理論」的整理部
分 ，不但在傳統戲劇理論與批評缺乏體系建構的窘況中，能正視中國戲劇理
論的重要性，而且依據元明清三代戲劇理論，作一簡要的整理與歸結 。

三．〈中國戲劇史〉之正面評析

張燕瑾先生〈中國戲劇史 〉 一書雖其篇幅不鉅闊，但是卻五臟俱全 、面面俱

到地論述從中國戲劇起源，直至晚清的戲劇發展，賦予清晰的軌跡，在實質以劇
作賞析為滋潤，使整本書令人感覺宛如晚明小品文一般清新可喜。而筆者針對「形

式論 」 、

「 方法論 J 、

「內容論」、

「賞析論」四方面，理結出 《中國戲劇史 〉

一書的優點。

（ 一 ）形式論

190

1.綱目清晰、層次井然
張燕瑾先生檀於用清楚的脈絡來經營書中的大綱白，依據時代的大總體
順序，章節以下，以傳述時代背景、發展概況、劇家與重要代表作、劇情便概、

表層人物形象、深層內涵分析、層層推進劇作的核心。如例：

(1)

於唐前時代諸多戲劇起源因素後，總結其四個共同趨向一一「故事

性、綜合藝街、代言體、角色增多」＜P.11)

(2)

述 （ 琵琶記 》 時，先言作者，《琵琶記〉思想意義，藝術成就 。 ＜P.31)

2.行文優美、烘染情緒
張先生於〈中 國戲劇史 〉 書裡使用文字的能力，格外精鍊細膩 。 他經
常為了朗現劇中人的處境、心情，而運用傳神語言，慢慢研燒劇中人艱
困的命運，使感情的渲染漸漸精純，使讀者的感動越來濃厚，最後用逐
層堆砌蓄勢待發的衝突，讓讀者一 口氣嘸下蕩氣迴腸的高亢情緒，自然

而然地，為劇中人叫冤，或者激越地忿慨 。 如例：
(1 ）對於 《 竇娥冤 〉 中竇娥形象一一「竇娥是讓封建社會吞噬的．．．以自己
的死去換取他人的生，意識到死的危險又毅然以死相搏．．．因而具有激動人
心的力量。」＜P.62)

(2)

《西廂記〉中張、鶯的結合一一，「老夫人倉皇許婚，雖然後來又輔
了婚，但卻給鶯鶯和張生提供一個抵擋傳統輿論盾牌，從而增強了

他們反抗家長制的勇氣。」紛， 80)

(3)

〈李達負荊 〉 中李遠的形象一一「李遠是粗魯人，卻偏讓他學斯文，
讓他黑黑的手捧著紅紅的花瓣欣賞，讓人忍俊不禁，而這正代表現

了他對山萃的深情，表現了他的童心。」＜ P . 110)

3.標題切中、適宜達旨
作者下的標題，大致能切合段落意旨，達到醒目提旨的目的，加深讀者
印象。例如：

( 1 ）第 二章第三節「雜劇班頭關﹔其卿 」：及扣住關漢卿在元雜劇劇壇領袖
地位 。 ＜P . 54)
(2 ）第三章第六節「以情反理的湯顯祖 」

：擊中湯顯祖以「情 」為主的

核心思想 。 ＜P.205)

（二） 方法論

1.考證詳實

〈中國戲劇史〉內文中，處處即可顯露作者博學多聞 ，時常徵引許多資
料，為了使事實呈現更深廣的縱橫面 ， 張先生以詳盡篤實的治學方法，

求取理論的徵實，性﹔並且排除龐大資料資料堆砌之『吊書帶』之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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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輕鬆的方式陳列出其豐富性。例如：

(1)

詳細考證《竇娥冤〉劇中提到『東海孝婦』、「鄒衍下獄』故事。

<P.157)
(2)

深究考證〈四聲猿》的名稱來由：本鄭道元〈水經注〉引漁歌、激
道人〈四聲猿引｝

(P.164)

2.各種資料的輔助

張燕瑾先生時常倚仗許多各方面的知識範疇，通盤解釋戲劇發展的足

跡、社會背景事實。他利用多樣的彩筆，切確並深化了戲劇的輪廓，為內

容的編整，提出更有力的條件。〈中國戲劇史〉多從史料文獻、出土文物、
民俗文物．．．等面向，來詮釋戲劇的面貌，透顯出事實的立體感。

(1 ）史料文獻的豐厚性

＠第一章：作者引唐人李沈〈獨異志〉、宋人錢易《南部新書〉記載長
安『戲場」的情況，來加深唐代戲劇發展的寫真性﹔援用周密〈癸辛雜志〉
與元人劉一、清〈錢塘遺事〉記錄當時戲文的時事性，鼓舞了民眾推翻罷權
及對愛情嚮往的勇氣，以此說明戲劇的教化功能。。 .6.16)

＠第四章：陳列馮夢龍〈警事通言、白娘子水鎮雷峰塔〉、陳六龍的《雷
峰已己〉、今存梨園舊鈔本，以佐證白蛇故事的流行，揭示方培成《雷峰塔
傳奇〉的淵源。如 .272)

＠用數字說話：
a.從〈元史、百官志、肅政兼訪司〉條中徵引的官職設立時間，說明劇

中竇天章做到的肅政廉訪使，以判準〈竇娥冤〉的寫作背景，應為至元
二三十八年，孩時期政治黑暗、官吏腐敗，引起關漢卿的注意。並據〈元

史、成宗記〉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僅京師一帶就發現犯贓罪的官吏三
百人，這正是《竇娥冤》產生的基礎。＜P.58)

b. 另外作者引〈馬可波羅遊記〉在大都營業妓女「娟好者達兩萬人』、
〈青樓記〉說天下歌舞之妓『何宵億萬』．．．等條，揭露劇家關漢卿寫作、
同情妓女痛苦生活的社會背景。。 .8)

(2 ）出土文物的佐證一一作者常運用豐富的考古學知識，用最真實的史
物，加強戲劇發展的痕跡。

＠根據 1959 年 4 月在新疆哈密縣天山北坡發現的部用古代維吾爾語寫
成長達二十七萬幕之劇本〈彌勒會見記〉’示說我國現存最早的劇本。

<P.8)
＠從山西洪洞縣元代雜劇演出的壁畫、晉南地區保留至今的多處元代戲
臺等文物中，佐證戲劇在農村集鎮演出的活躍情況。。 .4 8)

(3 ） 民俗文化的考引一一
＠〈 中國戲劇史〉在言宋代 「 說話 』 藝術源於春秋時代的傀儡戲時，作

者以豐富的民俗知識補充說明傀儡的分類，如：杖頭傀儡、藥發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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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製作材料、演出手段不同而分別）。 .11}

＠作者敘說南宋的藝人行會組織時，舉隅宋人周密《武林舊事、官本雜
劇段數〉所載的社圈，諸如：演雜劇的排衣社，演影戲的繪革社．．．等等，
從名俗學角度補充。

3.擅長使用比較法

張燕瑾先生善於運駛比較文藝手法，讓劇作家風格特色及劇作本身更加
精準，舵向其航道特質，使彼此的質性經由對比、比較之後，更加釐清而透
明。例如：
(1 ）作者歸納了許多元代的有名悲劇，經過比較，透顯出類型格調不同、

異彩紛陳的悲劇藝術效果，如（漢宮秋》的深沈美﹔

《趙氏孤兒〉

的崇高美。＜P.114}

(2 ）深究〈陳州耀米〉與一般公案劇的過異處，前者涉及的對象是整個
災區的黎民百姓，而且揭示的主題是天災人禍背後的人禍。。 .116}

(3 ）從明代劇壇的「湯沈之爭」中，作者歸結湯顯而且與沈璟丈學主張的
不同，最後以平正的結論說道一一－「沈璟用格律扼殺了作品的意趣
神色．．．湯顯祖以麗辭俊音突破了格律的束縛．．．」＜P.328}

（三）內容諭

1.豐厚內涵、繁簡合宜

張燕瑾先生不僅熟聽戲劇發展史上的縱橫函，有時亦加諸文學觀的見

解，助益理解劇作。以下茲就作者文學觀及戲劇彙編兩方面來說：

(1)

作者文學觀－一一張先生經常層遞攻佔劇作的宗旨、檢視思想精神、

榜獲人物翻折心情，而在內容字裡行間，有時亦跳出來，陳述自己
的文學觀。

＠內在層：作者一言「文學是通過形象表現作者審美判斷的．．．判斷作品
的傾向．．．是看形象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所造成的成情基調。」此說鋼架出作者

審視劇作的文學透視觀，從劇作中強烈交融劇作家主觀情志，故讀者在透析作
品，不僅感受劇中人直接的吶喊，更可將表面形象撥雲見日般，掌握形象傳導

的深厚內在，正如作者於書中頁 99 裡談到：劇作家是用「灌注式」把自己情感
直接注入到讀者或觀眾的心田，以引起感情共鳴為藝術手段的一依皈。
＠外在層：作者於解析〈漢宮秋〉時，層說明第 三折（ 壩橋送別〉抒情
劇詩的風格 ，從「情景交融手法」窺見戲劇與傳統文學的密切相 關性。（P.95)

(2)

戲劇彙編一一作者熟悉戲劇各方面的著作，常繁簡合宜的羅列各家

說法，交代讀者完整資訊，再擇其－－為主論，不同其他戲劇史斷然

獨一， 看不出其他的心聲 。 如：
＠作者於元雜劇的分歧部分，羅列訐多戲劇資料，說明元雜劇的作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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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數，最後使用鍾制成《錄鬼簿〉分期法 。

＠在〈鳴鳳記）中，作者清楚羅列許多條日，如：褚人獲〈堅親集〉廣
集卷 三 、周密《癸辛雜志〉裡載的南戲 〈 祖傑和尚〉、夏庭芝〈青樓集〉所載
〈 獎事真金室研4 日 〉 雜劇，來佐證當時已早有用戲劇演出時事之況 。 ＜P.178)

2.角度新穎一一一作者對於戲劇賞析詮釋常有獨到之處，深入劇中腳色，檀
於為女性主角辯解，不同傳統片面批評方式 。 他深究女性思想，不落父

權觀念黨臼，如：
(1 ）評析〈梧桐雨〉時，作者認為將安史變亂咎於貴妃，是陷入「女色
王國」的腐舊論調，他指出白樸思想的侷限性。＜P.101)

(2 ）於 《 秋胡戲妻 〉 賞析中，張先生為女主角訴說衷曲，秋胡之妻要整
頓妻綱，實主張 夫妻關係當建立於忠貞與自潔的基礎之上，妻子 當
有獨立的人格 。 。 . 120)

（四）賞析論

筆者認為 ，本書作者之重頭戲，應是深刻賞析一部劇作特色與主旨 。 他

抽絲剝繭地一一卸下表面劇情模概、深遠的劇中人獨白、劇作家意圖、時代背景

使然，直到感情基調的振蕩，張燕瑾先生－－絲一縷慢慢地理出劇作最後的真實主

旨 。 尤其是，作者檀於刻鐘反抗精神的愛情劇，剖析最為精妙，以下分點述之 ：

1.劇作分析精闢一一

( 1 ）《竇娥冤〉：作者詳盡分解實娥的性格、劇作背景，到作者一步步
對竇娥的強烈執著的報仇情緒，重新面面俱到來考量悲劇意識的產

生，更喊出竇娥反抗精神的意氣磅磚 。 。 .60)

(2)

＜丙廂記〉：詳繪劇中人物的性格、整體藝術手法，指出愛情與禮

教、青年男女與衛道者之間的矛盾對立衝突尖銳及激烈，十分精彩
而深刻的層遞解釋法 。 。 .84)

(3)

｛牡丹亭〉：作者歸結出「不適應性」來說明杜麗娘的反抗精神，
另且從三種境界一一夢中境、幽冥境、人間境的對比，說明〈牡丹

亭 〉 的戲劇轉向一一描摩人物內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的探索，以及對
主體真實的尋覓 。 。 .218)

( 4)

｛長生殿〉：作者以為此劇把男女情、君臣父子，情之描繪，與訟忠、
刺腐連結起來，深深反應當時的時代情緒 。 （P.294)

(5）

其他：如〈琵琶記〉、（張生煮海〉、

0完紗記〉． ．．等劇都有深刻

的評析。

2.批判精神的客觀性一一作者除 了 強調解析劇作內涵外，還不忘給劇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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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公平的批評，常幾語就能點破劇作家的不足處為何 。 例如：

( 1 ）馬致遠的不足：領域不夠廣、題材窄化，是由於其作品限於個人
痛苦的抒發，未及苦難百姓。。 . 98)

( 2)

｛香囊記〉的限制：情節盜襲、忽視性格生動描寫。（P.158)

( 3)

｛鳴鳳記〉：冗長鬆散之弊、缺乏強烈個性塑造。。 .180)

(4

）金批西廂的侷限：從案頭文學的角度來評析、結合舞臺演出尚不
足。＜P.334)

3.清楚劇作家性格與作品的關聯性一一張先生常從作家與作品中的血緣關

聯，作一，有機的分析與結合，以作家個性決定作品的特質走向，進一 步

傳述作品的深刻性 。 例如：

(1)

關漢卿以及其著作的關聯：其寧折不屈、傲視現實的個性，影響

劇作中反抗精神的表露，與揭示醜惡現實的寫照。＜P.56)

(2)

高明與《琵琶記〉：思想的複雜導致作品複雜的矛盾性。（蔡伯
唱一角）《P.34>

(3)

李玉與其劇作：由於仕途的坎呵，使之將戲曲作為抒不平、行褒

貶、改造社會的工具。。.248)

4.用衝突論解構戲劇的內涵一一張先生擅於使用矛盾衝突點的經脈理路，

進行后丁解牛般，分割為兩條路徑來詮釋作品，充分掌握兩個對壘峙立

的局勢，所牽引出來的戲劇情節結果 。 例如：

( 1)

〈李魁負荊〉裡，作者從兩方面挖掘題材的深度一＿ If' 義軍與群眾

的關係』、『義軍內部關係」來表現義軍本質。＜P.108)

(2)

《 紅梅記〉中，張先生以劇中兩故事一＿ Ii' 李慧娘愛情悲劇』、『裴
禹與盧昭容的患難姻緣』兩條主線的糾纏，反應雙重主題一＿ u 反

奸權的政治』、『追求自主的婚姻』

(3)

0

<P.192)

《長生殿〉的兩主線一＿ Ii 李楊愛情糾葛』、『外戚蕃鎮矛盾』兩

者互為因果，形成戲劇衝突交叉複雜前進。＜ P.294)

5.掌握前本戲與後出戲的分別一一作者深究兩劇的內容情節，或是戲劇前

本之史傳、傳奇，編理出兩兩差別，對顯出特色與變化。如：

(1 ）《趙氏孤兒》有別於史籍的改變：突破單純報恩思想、透顯正義奮

鬥精神．．．等，以說明此劇的進步。

( 2)

｛寶劍記〉對小說《水滸傳〉的改變：林高鬥爭本質、林娘子與高

（求的結局，以加深抨擊腐朽政治的議題，表達對人民同情。。 .168)

四．〈中國戲劇史〉的批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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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燕瑾先生〈中國戲劇史﹜－書記錄完整的戲劇成長概況，其優點往往
由於作者博學慎實的寫作態度，及敏銳的解析能力而歸結。一部書的產生，仰賴

背後的辛勤耕耘與神思活力創造，﹛也總有掌聲與評價送替出現。身為戲劇學史的
入門漠，深不知廟堂之奧，以略識之無的淺薄，惟能對此書作一皮毛d悴的解析與

批判罷了！而只能作一些許不成熟的建議。
筆者亦試從「形式論」、

「內容論」、

「賞析論」來評價本書的內容章節，

分述下文：
（一）形式論

1.細部條目規劃嫌少

作者簡要傳述許多面向資料，但大方面，作者雖掌握綱目層次性，然對
細部節次規劃卻相對減少，讀者閱讀時，不容易一目了然、儘速吸收。故建

議作者能擬劃枝葉脈絡，分點分段說明，使傳述的重點更加清晰，直搗黃龍、

提綱擎領地，更令人明白戲劇發展歷史。例如：

(1)

元雜劇的體製部分：作者是通篇以一整段文字敘述，較缺乏系統。
尤其對於一位初學者而言，是急需一完整的體系，使其更明瞭結構。

建議作者可將元雜劇結構分為一一體製（

－本四折）、音樂（一人

獨唱、旦末本）、模子（位置、功能）、題目正名（位置、功能、
限制）。《P.52)

(2)

元雜劇的衰因部分：建議作者從社會、政治、經濟、體製、人文．．．
等等因素，來整理論說 0

(P.124.125)

2.資料過簡、宜加入文物圖證
作者敘說資料時，有時只是順滑而過，留下只有條目水痕。如果篇幅允
諾，再選擇性地陳列條目及重要資料，作一深層的呈現，會俾使作品更活絡

完整。而既有許多史料、出土文物的發現，作者若可直接搜集其照片，會使
內容更精緻。

3.標題特色未加以說明突顯
筆者以為「下標題」’應涵蓋整段或整節的內容之旨，如標題不適，將

使焦點模糊，內容沒依歸性﹔下面之行文即是來陳述標題意義，可見款落標

題的重要性 ，張先生有時仍會忽略到，例如：《西廂記〉為何以「天下奪魁 J
為題，其重點並無確切解釋：鄭光租何以「名香天下」’作者並無明顯的傳

述。
（二）內容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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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急於表達、缺乏清楚
由於本書篇幅有限，作者都要簡要傳述，故形成作者腳步急促，反讓讀者
跟搶追趕。或者過於簡要，以至於讀者不易捉摸。如＜P.25 ）中，談到四大南

戲一一一「荊劉拜殺」’卻缺乏時間交代，應可更綜論四劇成劇時間，甚至
與元雜劇的比較，都可言之。

2.疏忽了戲劇發展的先後次序
作者偶爾會忽視次序感，有時形成了「錯簡」之誤，造成戲劇發展史的

朦朧不清，讓人抱有些許的誤解，例如：
「諸宮調 J 應先於元代雜劇陳述之：作者應從「諸宮調」的起源、

(1)

發展、衰亡、及對於元雜劇的影響先行說明，才不會造成模糊。＜P.53)

(2)

第二章第七節作者先言作家，後面才補述時代風氣及背景說明，應
該可以反之，連照其他章節的安排，使有一整體性﹔並且，先述時

代特點，亦助於讀者掌握大環境的概況。。 .133)

3.遺漏部分重點

儘管作者再嚴密的搜集資料、彙編羅列，都難免有些疏遺，顧此失彼，

照顧未周全。茲就筆者的觀察，條列如下：
(1 ）既言康進之的〈李達負荊〉，何以不傳錄同時代具有「小漢卿」之

稱的劇人作家高文秀，其最檀寫「李達故事」（水滸故事粗備於此），且
高文秀亦影響施耐膺〈水滸傳》的寫作，在「本色風格」（白描手法）及
「劇作意義」方面都有一定的重要性。
(2 ）作者於述說〈四聲猿〉時，應該更強調徐滑對明代短劇的推波貢獻，

其「首并合四事為一劇之體例」（四劇體），以達到文人遣興寄惰的目的﹔

並且「對晚明與清代文人有很大啟發」（如：清人站永仁《續離騷〉、洪
昇〈四嬋娟〉、桂龍《後四聲猿〉），紛紛仿效為之。然而，作者惟輕筆
帶過，並無詳細說明。（P.165)

（三）賞析論

1.劇作評析的片面性

大體而言，作者雖對許多劇作精關評析，但對於1些許細微部分傳述上，比

較起檀於把玩文字、深遠剖析劇作的余秋雨先生（於〈中國戲劇文化史述〉
一書 中的分析），而張先生的深刻性就稍顯遜色，亦有其小小缺憾與不足，

舉隅如下：

(1 )

〈荊釵記〉的內部思考：余先生以「反應封建社會意識型態本身的
分裂」、

「牽連到社會矛盾」來深化本劇，並運用「橫向對照」與

「縱向起伏」相結合的手法﹔而張先生只就其倫理綱常的嚴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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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和表面上男女主角堅強抵抗惡勢力之方面分析，稍顯薄弱。

<P.28)

(2)

《白兔記〉的內在衝突：張先生以為本劇體現動亂社會下層民眾「寄

希望於奇遇」的心理情緒。.30）﹔而余先生則針對「人生的跌倉」
的衝突面解析本劇李三娘與劉知遠的心情，再進一步揭示主題。

2. 缺乏舞臺表演之角度詮釋

本書可視為 － 案頭文學的解析，而「演劇學」的角度，是個迦異卻豐富
的剖刀方式，作者應可補充加強。如《梧桐雨〉作者既言其藝術特色﹒何

不歸結出此劇不利演出之遺恨，而此缺憾更可視為注重曲文典麗的詩人之
劇的普遍缺失。另外，建議作者可以男關章節整體陳述中國戲劇「情真」

的文化特質，如叛逆精神（表現在社會、官僚、愛情．．．各方面）、寫意時
空意識（以時制空）．．．等等，可以更加豐饒而全面。

五．結語

一部戲劇史的完成是艱辛的，尤其以中國戲劇的深廣遼闊，要將之濃縮成深

入淺出的內涵是不容易的。而張燕瑾先生以清新的文字，不蔓不枝地安排中國戲
劇發展的結構，更鞭闖入裡地探析重要劇作的感情基調，輔助多樣化的知識，亦
援入元明清三朝戲劇理論的整理，整部書是非常清晰瞭然、猶留風韻的戲劇史

話，適合初學者與進階級的觀賢，持益於戲劇史觀的建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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