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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歷來《桃花扇》劇壇演出現象 

 
《桃花扇》是中國清代著名的傳奇劇本，是作者孔尚任經歷十餘年三易其稿

而完成的(清康熙三十八年(公元 1699 年))。孔尚任的《桃花扇》一出現就獲得當

時劇壇很高的聲譽，與洪昇的《長生殿》並稱為「南洪北孔」，也產生了廣泛的

影響，致使「王公薦紳，莫不借鈔，時有紙貴之譽。」「長安之演《桃花扇》者，

歲無虛日」37作者也隨之「名滿京華」，成為清代戲曲中傑出的代表人物。 

 

然而自從孔尚任被罷官以後，《桃花扇》即逐漸絕跡舞台演出，與其並稱為

清代傳奇的《長生殿》相較，似乎有著被劇壇所「漠視」的現象，幾乎成為只是

案頭閱讀的文本劇作。雖然後來在乾隆時期，《桃花扇》曾經一度在舞台重趨活

躍，湧現出勾欄競演、文人爭相題咏的舞台演出盛況，但到了清末《桃花扇》的

演出又再度沈寂。 

 

而到了現代，《桃花扇》又成了上演最多的古典戲曲改編的歷史劇。首先抗

日戰爭時期歐陽予倩把它改編成京劇、桂劇、話劇、電影劇本，在舞台上演出，

轟動一時，引發強烈的抗戰思想，使得演員與觀眾都從戲齣中得到教育與啟發，

獲得鼓舞。   

 

從而各地方劇也仿照歐陽予倩開始改編《桃花扇》，在各地舞台上活躍演出，

形成當代舞台界一度桃花扇熱，直到迄今。有鑑於《桃花扇》為崑劇經典名作，

崑劇界也著手於《桃花扇》的改編，曾先後出現四種不同版本的改編本，在舞台

上搬演，頗受肯定；隨著時代演進，電影、電視台等大眾戲劇傳媒陸續出現，也

形成了戲曲藝術與影視藝術的聯姻通路，因而也產生了以《桃花扇》為題材改編

的電影和電視劇作品。 

 

  因此本章首先從該劇在舞台上的搬演情況切入，探討每個時期《桃花扇》在

舞台上的不同地位，要釐清其背後的原因。而在這探討過程中，筆者儘量撇開過

去從文學本位的標準，從「藝術性」和「社會背景」等多重角度來重新分析，找

出此劇的成就和意義，澄清過去學術界將它視為案頭之作的評價。並進一步探討

其作品在舞台上的存在意義。 

 

第一節 清代 

清代有幾本戲曲選本，供給我們有關清末在舞台上演出的情況。這些選本各

自有編選者的標準，尤其編選者個人的愛好影響著其選錄。首先《納書楹曲譜》

                                                 
37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王季思等注《桃花扇》（台北；里仁出版社），1996年，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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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供清唱的選本，其中僅選了《桃花扇》〈訪翠〉、〈寄扇〉、〈題畫〉三齣。嚴

格說來它跟舞台還是有些距離。而《綴白裘》則卻一齣也未收。並且曾在上海演

出過的崑劇傳統劇目、新排本戲、燈戲及其他，創作、改編劇目的《上海崑劇志》

中也不見有關《桃花扇》的演出。這是否意味著《桃花扇》在清末舞台上完全消

失，被表演藝術界所漠視？ 

 

事實並非如此，現在一同來看一下在清代舞台上《桃花扇》的演出情況。 

 

一、 康熙時期 
 

對於傳奇《桃花扇》的演出情況，雖然沒有許多歷史文獻的記載，但我們從

孔尚任本人自書的《桃花扇‧本末》中，以及文人的詩文筆記中能找到關於《桃

花扇》演出的訊息。 
 

  首先，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說道： 
 

《桃花扇》本成，王公薦紳，莫不借抄，時有紙貴之譽，己卯（1699）秋

夕，內侍索《桃花扇》本甚急，予之繕本莫知流傳何所，乃於張平州中

丞家覓得一本，午夜進之直邸，遂入內府。38 

 
從中可知，桃花扇完成演出後，就轟動京城，王公薦紳都競相傳鈔。而同年秋天，

內侍索《桃花扇》劇本甚急。孔尚任從中丞張勄（平州）處覓得一本，午夜送至

內府。而這裡所說的「內府」是指清代掌管宮廷演劇事務的機構。因此，「遂入

內府」足以說明康熙皇帝看了本子之後，讓宮廷戲班搬演的事實。 
 
  而吳梅在《顧曲麈談》第四章《談曲》中說：「相傳聖祖最喜北曲，內廷宴

集，非此不奏，自《長生殿》進御後，此曲稍衰矣。聖祖每至〈設朝〉、〈選優〉

諸折，輒皺眉頓足曰：『弘光弘光，雖欲不亡，其可得乎？』往往為之罷酒也。」
39在這裡描述著康熙皇帝曾觀賞《桃花扇》後，嘗有弘光焉得不亡的慨歎。顯然

他欣賞《桃花扇》的表演，也有他的另一番用意，就是認為《桃花扇》是南明覆

亡的一面歷史鏡子，可以作為歷史鑑戒，告誡臣屬勿蹈南明覆轍。總之，身為一

國君主的康熙皇帝，也成了《桃花扇》的讀者和觀眾，此劇又能夠在宮廷演出，

可見當時《桃花扇》在舞台界頗受歡迎流行的情況。 
 

  傳抄或在府邸演出《桃花扇》的也有京都的達官貴族。對此，《桃花扇‧本

末》中有記載： 

                                                 
38 同註37， 頁5 
39 王衛民編，《吳梅戲曲論文集》（北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3年，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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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卯除夜，李木菴總憲遣使送歲金，即索《桃花扇》為圍爐下酒之物。

開歲鐙節，已買優扮演矣。其班名「金斗」，出之李相國湘北先生宅，名

噪時流，唱《題畫》一折，尤得神解也。40 

 

這裡記述著在康熙三十八年己卯年(1699 年)除夕之夜，李木菴總憲派人送「歲金」

時，特別關照使者，向孔尚任索取《桃花扇》，以便作為過年過節時主要的演出

節目，也是家中主要的文娛消遣之一事。其中所謂「李木菴總憲」，是指康熙朝

都察院最高長官左都御史李楠。李楠之父李清原是明朝遺老，他原是十分賞識孔

尚任的一位長者，孔尚任參加治河工程時，還曾在李清的映碧園中修改《桃花

扇》。因此李楠應該從其父口中獲知弘光王朝的遺事。因而對「不及興亡扇底傳」

的《桃花扇》也是充分肯定的。他在《桃花扇跋》中寫到：「先生胸中眼中，光

明洞達，其是非褒貶，雖自成一家言，實天下後世之公言，所謂游、夏不能贊一

次也。觀《桃花扇》者，如睹祥麟瑞鳳，當平恕其心，歡喜讚嘆，既感慨亦多事，

況議論乎？」他認為孔尚任劇中的一家之言也是天下後世的公言，因而不應該對

《桃花扇》橫加議論和譏評。雖然由於他為清廷官員，所以在跋中說得籠統含糊，

但對劇作的思想內容顯然是首肯的。也許正基於這些原因，李楠對《桃花扇》更

感興趣，而孔尚任自然亦希望《桃花扇》有廣泛流傳的機會，所以在李楠得到本

子之後，他還要對演出的戲班進行一番選擇。 
 
因此康熙三十九年(1700 年）正月初七，李楠在他家中首先邀請親朋好友十八

人，舉行了宴會時，叫小伶奏《桃花扇》。針對此事，孔尚任在《庚辰人日雪霽，

岸堂試筆分韻》一詩的《序》中記述著： 
 

七日早起，白雪映簾，紅日上窗，急命童子掃逕張筵，豪興益新，同人不

速皆來，因分韻賦詩，就者插花帽簷，介以柏酒，小伶奏新聲侑之。與讌

者十八人；余鴻客、浦副工、徐聖遊、李吉四、顧威寧、馬祖修、吳東巖、

徐芝仙、金素公、唐馭九、李彥繩、李鼐公、洪秋崖、李丹崖、團雲蔚、

吳鏡庵、殷桐皋、家竹巢。詩俱成，成俱佳，即付梓人。予分得東、青二

韻 。41 

 
詩文中「小伶奏新聲侑之」的新聲應是完成不久的《桃花扇》42。而直到「開歲

鐙節」，就是正月十五的上元節，李楠特地聘請吏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李天馥

的私家戲班──金斗班到自家演出，還邀請翰林院學士各部大臣來欣賞此演出。

其中〈題畫〉折子為演唱最為成功的，這使得孔尚任備感到肯定與滿足。 

                                                 
40 同註37，頁6 
41 徐振貴，《孔尚任全集．第三冊》，（濟南：齊魯書社），2004年，頁1619 
42 徐振貴，《孔尚任評傳》，（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年，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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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年三月中旬，孔尚任以疑案罷官。四月，李楠又請他去觀看《桃花扇》，

意思是安慰被貶職的作家，根據其在《桃花扇‧本末》中對當時演出情況的描述：  
 

庚辰四月，予已解組，木菴先生招觀《桃花扇》。一時翰部臺垣，羣公咸

集；讓予獨居上座，命諸伶更番進觴，邀予品題。座客嘖嘖指顧，頗有凌

雲之氣。
43 

 
當時到場觀劇的官員不少，而孔尚任由於為本劇作者，所以被安排在最引人注目

的上座，演員們還輪流向他進酒，請他多多指教，因此他頗為得意洋洋。文中又

云： 
 

長安之演《桃花扇》者，歲無虛日，獨寄園一席，最為繁盛。名公巨卿，

墨客騷人，駢集者座不可容膝。選優兩部，秀者以充正色，蠢者以供雜腳。

凡砌抹諸物，莫不應手裕如。優人感其厚賜，亦極力描寫，聲情俱妙。蓋

主人乃高陽相公之文孫，詩酒風流，今時王謝也。故不惜物力，為此豪舉。

然笙歌靡麗之中，或有掩袂獨座者，則故臣遺老也；鐙熁酒闌，唏噓而散。
44 

這一條記載沒有記述其年代，但應當在庚辰（1700）之後。此演出地點為高陽相

公所有的寄園。文中所指的高陽相公係直隸高陽人李蔚，此人官至吏部尚書、保

和殿大學士，寄園原是他的別墅。李蔚早已於康熙二十三年（1684）逝世，但其

後人在北京仍挾有財勢。他的孫子在寄園舉行了排場最豪華的演出，應邀出席觀

看此劇的觀眾都是名公巨卿、墨客騷人。演員也是精選的兩部優伶，明末清初，

皆稱戲班為部，這次豪華的演出居然「選優兩部」，讓兩個戲班中選拔出名角來

合演，頗有名角會串的味道，因此足以看出演出盛況之一斑。文中說賞金相當豐

厚，所以演員特別賣力演出。由於演員的十分投入，孔尚任所賦予劇本的「興亡

之感」得到了充分的表達，所以故臣遺老不免引起傷感，引起他們掩袂獨坐，唏

噓而散。此外，除了京城以外，《桃花扇》還曾在湖北一帶中演出，《桃花扇‧本

末》有云： 
 

楚地之容美，在萬山之中，阻絕入境，即古桃源也。其洞主田舜年，頗

嗜詩書。予友顧天石有劉子驥之願，竟入洞訪之，盤桓數月，甚被崇禮。

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復旖旎可賞，蓋不知何人傳入。或有雞林

之賈耶？45 

 

                                                 
43 同註37，頁6 
44 同註37，頁6 
45 同註37，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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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說明孔尚任的好友顧彩到容美遊覽時，當地土家田舜年為他擺宴，還讓家班

演出《桃花扇》，演給他看的事情。而容美是今湖北鶴峰土家自治縣一帶，地處

四川、湖北、湖南交界，卻是田雯所給予密切注意其動向的一個軍事、政治上的

要衝。孔尚任也在文中很驚奇地反問誰竟然把《桃花扇》傳到此處。而根據前人

的研究46，原來是孔尚任的至交田雯所作。田雯曾被派巡撫貴州兼理湖北川東等

處地方提督軍務，而當地土家族首領田舜年既然喜愛崑劇，田雯就把《桃花扇》

的本子給了他，以供其家庭戲班的演出。而顧彩後來也不可能貿然到萬山叢中的

容美去遊覽，當然也是田雯的介紹。田舜年讓「家姬奏《桃花扇》」接待顧彩，

那是順理成章的事。就此看來，在萬山叢中的土家族首領家中也演出了《桃花

扇》，這事實使我們可以窺知其影響之廣。而除了容美以外，《本末》中還提供了

《桃花扇》在地方演出的情況： 
 

歲丙戍，予驅車恆山，遇舊寅長劉雨峯，為郡太守。時羣僚高讌，留予觀

演《桃花扇》；凡兩日，纏綿盡致。僚友知出予手也，爭以杯酒為壽。予

意有未惬者，呼其部頭，即席指點焉。47 

 
這次演出時間為丙戍年（1706），從孔尚任被罷官已過六年了，地點為正定。文

中描寫孔尚任去正定，探望現任正定知府的劉中柱，劉中柱安排伶人演出《桃花

扇》以接待他的事情。 劉中柱是孔尚任的同僚，又是好友，他對《桃花扇》的

愛好非凡，因此先在京中欣賞過，六年之後，在正定知府任上，又組織了這次演

出。而從「凡兩日」推測，應當不是觀之再觀，而是因全本演出，篇幅太長，一

次演不完。孔尚任覺得表演上不夠滿意的地方，還招戲班班主，叮囑他們要有所

改正和提高。 
 

除了孔尚任自述以外，我們還可以當時文人的詩文筆記中找到有關《桃花扇》

演出的線索。首先根據吳陳琰《題《桃花扇》》詩原注：「往余寄宋中丞幕，每有

宴會，輒演此劇」（蘭雪堂本《桃花扇》卷首）從中得知《桃花扇》曾流入到江

南演出。因為文中所說的宋中丞係宋犖，當時在江蘇巡撫任上，所以可以推測在

他的幕府中《桃花扇》的演出應該不是在北京，而是在江南。並且宋犖原來是跟

侯朝宗一般河南商丘人，因此他可能對《桃花扇》特別感興趣，曾寫《題《桃花

扇》》詩共有六首，其第一首為： 
 

中原公子說侯生，文筆曾高復社名。 

今日梨園譜舊事，何妨女兒有深情。48 

 

                                                 
46 蔣星煜 ，《田雯與《桃花扇》及其他》（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報），1990年第四期 
47 同註37，頁6 
48 趙山林，《歷代咏劇詩歌選注》，(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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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詩中沒有直接寫到伶人的表演技巧的部分，因此往往被誤解為劇本讀後感。但 
我們從詩中「今日梨園譜舊事」之句推論，此詩並非劇本的讀後感，而確實是觀

演出後的親身感受。宋氏在第六首中又云： 
 

新詞不讓《長生殿》，幽韻全分玉茗堂。 

泉下故人呼欲出，旗亭樽酒一沾裳。 

 
從中我們發現他對孔尚任的評價，把孔氏的才華與湯顯祖、洪昇比美，推崇他。

而吳陳琰也曾寫《題《桃花扇》》詩，共二十首，第二首云： 
 

侯生仙去宋公存，同是梁園社裡人。 

使院每聞歌一闋，紅顏白髮暗傷神。（蘭雪堂本《桃花扇》卷首） 
 

這就是說巡撫衙門中每一次演唱《桃花扇》，都會產生強烈的感染力，不僅是故

臣遺老嘆息而已，妙齡少女與白髮老人也都一起為之黯然傷神。 
 
  整理以上的分析，演出《桃花扇》的地點有首都北京、直隸的正定府、湖北

土家族居住地容美以及江南一帶，可知它當時廣泛演出的狀況，而且曾產生了作

者所期望的藝術效果：對已覆亡的明皇朝有所懷念，有所惋惜。可見《桃花扇》

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其演出體現的，演出中所激發漢族文人學士特別是故臣遺老的

興亡之感。因此當時有一位浙江會稽的落魄才子金埴在他的《不下帶編》一書中

說了三句總結性的話：「今勾欄部以《桃花扇》與《長生殿》並行，罕有不習洪

孔兩家之傳奇，三十年矣！」又有《題《桃花扇》後二截句》「兩家樂府盛康熙，

進御均叨天子知」（金埴《巾箱說》）可見康熙時期《桃花扇》在全國範圍之內的

廣泛流行，絕不稍遜於《長生殿》的狀況。 
 
但在《桃花扇》刊刻之後，由於康熙文字獄迭起，株連深廣，隨著孔尚任也

遭罷官。雖然沒有說明免職的原因何在，更沒有說《桃花扇》跟罷官有關聯。但

後人對此事有所領悟，不敢冒風險演出此戲。再加上《桃花扇》本身有著「通本

乏耐唱之曲」的問題，因而《桃花扇》演出逐漸冷卻，雖然並無命令禁止演出，

但演出不多了。所以《納書楹曲譜》中僅選有《訪翠》、《寄扇》、《題畫》等寫男

女之情的三齣，《綴白裘》、《審音鑑古錄》中連一齣也沒選取。雖然如此，但這

也並不意味著康熙之後《桃花扇》的演出完全被終止了。但我們必須釐清之所以

康熙間桃花扇的演出變得冷落，是完全因為政治的原因，絕非《桃花扇》缺少戲

劇元素，難以搬上舞台。不然，康熙年間它也不會在全國各地廣泛的演出，產生

感人至深的藝術效果。 
 

二、 清中末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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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皇帝是清代皇帝之中對漢族文化愛之最深的一位統治者，本人對詩文、

書法都有一定的造詣。到了晚年，他還想營造一種太平盛世的氣氛，使得文治武

功都有著空前的成就。因此乾隆年代文壇藝林也出現了一定的寬鬆，隨著沉寂的

舞台重新活躍起來。《桃花扇》之演出也雖未重現康熙那年間的盛況，但終於又

成了勾闌瓦舍競演、文人爭相題咏的作品。 
 
乾隆年間，詩人王昶作有《戲劇六絕》，其中就有觀賞《桃花扇》中《投轅》

齣的詩句。同治年間，邗江小游仙客所作《菊部群英》中也曾記載，當時崑曲旦

角周琴芳、朱蓮芳擅長演《寄扇》中的李香君，老生曹春山善演此齣中的楊龍友。

可見，直到近代《桃花扇》也沒有在舞台上消失。但是嘉慶、道光、咸豐時期，

有關其演出的記載極為罕見。49 而我們從當時文人的眾多觀劇詩中，可以觀察

到《桃花扇》之演出情況和文人對《桃花扇》的評價。 
 
首先著名觀劇詩作者金德瑛（1701-1762），他是杭州人，官至左都御史。歷

代詩人題咏觀劇者不少，但金德英以觀劇為題材寫作了一組三十首之多，卻產生

了深遠的影響。他在詩的序文中云：「當時際冬春公余漏水，地主假梨園以娛寶，

衰年賴絲竹為陶寫，觸景生情，波瀾點綴，寫二三知己為旅邸消寒之一道耳」。

可見他確是看了許多場演出寫的詩，而不是對案頭之曲的讀後感。而其中其八首

是針對《桃花扇》而寫，云： 
  
且休笳吹夜開醽，坐客搖唇臥帳聽。 

班書石勒焉能解，想亦人如柳敬亭。50 

 

金德瑛看《桃花扇》的演出後，特別讚揚社會地位相當卑賤的江湖藝人柳敬亭，

而其背後有著對明末士大夫們在社稷即將傾覆之際，依舊忙於尋歡做樂的一種譴

責。或許扮演柳敬亭的丑角技藝高超，特別到位。 
 

其次，有楊芳燦（1753-1815）的一組《消夏偶檢填詞數十種，漫題斷句，仿

元遺山論詩體》詩。它共四十首，基本上每一首題咏一個劇目，關於元人之劇目

可能讀後感為主。而對《桃花扇》、《長生殿》諸劇，從詩的內容考察，則應為觀

看演出後所做。十一首云： 
 

紈扇桃花血為乾，哀絲急管集悲歡。 

世人莫笑雕蟲伎，當作南朝野史看。51 

                                                 
49 徐振貴，《孔尚任評傳》（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年，頁90 
50 趙山林，《歷代咏劇詩歌選注》，（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年，頁410 
51 同註50，1998年，頁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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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芳燦為清代名劇作家楊潮觀之族人，他無疑受到了祖先的影響。他既是文學

家，也是史學家，因此他所說「當作南朝野史看」，包含兩層內涵：從史學家的

眼光來看，肯定此劇相當忠實地反映了歷史的真實面貌，而以觀眾的立場而言，

此劇也引起了他的興亡之感，受到了強烈的震撼。所以勸世人不要視之為「雕蟲

伎」，給《桃花扇》一定的肯定。 
 
還有直隸大興（今北京）人舒位（1766-1815）， 他生平酷愛戲曲，寫過一部

雜劇集《瓶笙館修簫譜》 。他又是熱心的觀眾，因此每逢名劇、名伶，從不輕

易放過，而留下不少觀劇詩，有《書〈桃花扇〉樂府後二首》： 
 

粉墨南朝史，丹鉛北曲伶。重來非舊院，相對有新亭。構黨干戈接，填詞

筆硯靈。匆匆不能唱，腸斷楊條青。 

毷氉秋來客，嫂婷夜度娘，文章知遇少，脂粉小名香。不解鸞乘霧，真成

燕處堂。秦淮嗚咽水，忍與葉宮商。（舒位《瓶水齋詩集》） 
 
此詩讚揚了孔尚任對歷史事實的尊重，也讚揚了《桃花扇》文筆的優美。關於演

出現場的氣氛雖然著墨不多，但從「匆匆不能唱，腸斷楊條青」、「秦淮嗚咽水，

忍與葉宮商」這兩首詩的結尾來看，「興亡之感」依舊強烈地震撼了觀眾和演員

的心靈。此時明亡已經超過一百年以上，故臣遺老均已逝世，但其藝術效果仍然

不減康熙朝之演出，能震動觀眾的心。 
 

而到了清末，《桃花扇》依舊有演出。湖南寧鄉人廖樹潘的《題雲亭山人〈桃

花扇傳奇〉》四首，成為有關當時的演出情況的旁證，提供訊息。前面三首的內

容幾乎涉及全本《桃花扇》的故事情節，所以筆者認為他看的不是折子戲，而是

觀看的全本。而如果單獨研究前面三首，很可能誤會這題對《桃花扇》的讀後感，

但是還有第四首： 
   

嗚咽秦淮早晚潮，後潮人散鬼吹簫。 

西風殘照宮檜冷，流水棲鴉岸柳凋。 

六代荒淫終戰伐，百年興廢幾漁樵。 

淒涼法曲燈前淚，慍遍青衫恨未消。（廖樹潘《珠泉草盧詩抄》） 

 
這第四首寫清代末年南京的淒涼情調，其破壞衰落似乎超過明末。而作者就是在

南京觀看《桃花扇》，因此更容易觸景生情，從前唐代白居易的《青衫淚》為「同

是天涯淪落人」的琵琶女而落，廖樹潘的青衫淚則有了更豐富的內涵。 
 

雖然清代戲曲選本對《桃花扇》較少選錄，除《納書楹曲譜》收有〈訪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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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扇〉、〈題畫〉三齣外，其他戲曲選本很少收錄《桃花扇》，尤其《綴白裘》

對《桃花扇》未收一齣。然而由上面詩文可知，乾隆年間金德瑛、柳芳燦、舒位

諸人都觀看了演出，且有白紙墨字作證，所以《綴白裘》不收《桃花扇》，並不

能改變《桃花扇》在當時曾經多次演出的事實。在這個問題上，《桃花扇》並非

孤證，筆者還可舉出蔣士銓《四弦秋》，王文治、舒位諸人都曾觀看演出，而且

十分欣賞，可《綴白裘》卻也未收一齣。  
 
論證至此，可以充分證明《桃花扇》在清代就非常盛行，但就《桃花扇》

與《長生殿》二劇並論，在清代統治的二百年間，《長生殿》的演出的確較《桃

花扇》為多。到底原因何在？在這裡也有些藝術上的原因。這一點上，中國著名

曲學家吳梅先生供給我們一些線索。他主要是從藝術創作角度談《桃花扇》，分

為三個方面：一是論其寫史筆法；二是論其藝術構思；三是曲詞批評。三種觀點

分別散見於《顧曲麈談》、《霜厓曲跋》及《中國戲曲概論》中。他雖對《桃花扇》

的寫史筆法及藝術構思讚賞有佳，高度評價了《桃花扇》「特破生旦團圓的成格」，

更十分欣賞〈餘韻〉之蒼涼悲壯。也認為〈沉江〉『無一憔悴可憐至語，如見閣

部從客就死之狀』」。但認為其曲詞「機趣流利」而無「道學氣」、「通本無耐唱之

曲」，若論「排場佈置、宮調分配」，「昉思遠駕東塘之上」52認為「有佳詞而無

佳調」。但這些藝術上的原因還是次要的。如果我們把問題看得更全面一點，除

了藝術上的原因之外，更主要的乃是政治上的原因。因為在孔尚任被罷官之後，

直至清亡為止，《桃花扇》所受的迫害頗多，這就影響著其在舞台上演出。而辛

亥革命以後，壓制《桃花扇》的統治不復存在。於是舞台上開始了競演《桃花扇》

的局面。 

 

 第二節 現代53 

                                                 
52 吳梅，《中國戲曲概輪（卷下）》，《吳梅全集．理論卷（上）》，河北教育出版社，2002年7月，

頁307 
53 根據王安祈《當代戲曲》中的說法，古典文學總止於清末，現代文學由民國初年五四運動開

始（多半都會溯源至清末）。但是若照更嚴謹得分法，則「近代：晚清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現

代：五四運動至一九四九年兩岸分裂」、「當代：一九四九年以降」三期分法，由於鮮明的掌握了

時代政治社會文化的變動對文學的影響，已普遍為現代文學研究界所接受並採用。而站在傳統戲

曲的立場，這三期分法之中，第一、二期之間的區隔意義並不十分明顯，五四新知識份子強力抨

擊「舊戲」（傳統戲曲），但受到抨擊的舊戲除了短期產生了一些「時裝新戲」的變革之外，本質

上沒有任何變化，「演員的唱唸作打表演藝術」仍是劇場的焦點核心，一個接一個傑出的藝術家

以其「個性化的表演風格」開宗立派成為被摹擬的對象，「流派藝術」在這段期間蔚為大觀，這

樣的表演特質與觀眾審美焦點是從「近代」延續到「現代」的，這兩期現代文學界通用的分法在

傳統戲曲的發展史上比較難彰顯出不同的意義。因此本文把近代和現代統合為現代待之，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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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十分強調文藝同政治的密切聯繫。一些青年知

識份子投身於戲劇，在上海成立民眾劇社，他們主張「藝術上的功利主義」，提

倡「寫實的社會劇」，在創作實踐上，對古典和外國名著的改編大都緊密結合時

代的要求，或反抗民族壓迫，或揭露社會黑暗，體現了「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

義思想。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戲曲改良運動，使部分有識之士意識到戲曲在改革

宣傳中的作用，進而希望利用戲曲為政治服務。梁啟超在《小說叢話》中指出了

《桃花扇》的「民族主義」，對後世研究產生了不可磨滅的影響。由於受到「愛

國主義」的宣揚，《桃花扇》的《哀江南》直至抗日戰爭結束，仍作為愛國主義

的必讀的篇目。  
 

因此到了抗日戰爭時期，《桃花扇》又成了上演最多的古典劇曲改編的歷史

劇之最。演員與觀眾都從中得到教育與啟發，得到鼓舞。雖然在古典劇目之中，

富於民族思想、歌頌反侵戰略鬥爭的戲不少，如《崖山烈》、《桂林霜》、《懸嶴猿》、

《鶴歸來》等，但是劇院團和觀眾還是選擇了《桃花扇》，正說明表演藝術界對

《桃花扇》的親切注視。 
 
據《中國現代戲劇總目》載，田漢的《新桃花扇》為民國時期第一出改編

本，刊登在 1915 年 5 月 26 日至 29 日的上海《時報》上，並未演出過。隨後，

在現代歷史上又出現了九本改編的《桃花扇》改編本54，而其中歐陽予倩本影響

最大。 
 

《桃花扇》的改編並演出的先鋒應當是歐陽予倩。他是中國著名戲劇家、電影

藝術家，又是中國話劇的開拓者和戲劇運動的倡導人之一。 他之所以親自改編、

排演《桃花扇》，既有話劇本，也有戲曲本，而且對古典戲曲的浩瀚大海中獨獨

鍾情於《桃花扇》恐怕不是偶然的，因為他終身對《桃花扇》之熱愛迄未有任何

時期稍減。 
 
1934 年秋，歐陽予倩首次創作了電影劇本《新桃花扇》。而 1937 年冬，他又

費了差不多一個月的時間把《桃花扇》傳奇改編為京戲，由「中華京劇院」演出。

                                                                                                                                            
1949 以降的當代區分開來。 

54 田漢之《新桃花扇》（上海《時報》，1915 年 5 月 26 日至 29 日， 單第一出《聽稗》）、 江蔭

香、陸云伯之《桃花扇演義》（世界書局，1921 年 6 月 10 日）、 陶樂勤、陶益明之《桃花扇》（梁

溪圖書館，1924 年 4 月 15 日，傳奇、兩冊）、歐陽予倩之電影劇本《新桃花扇》（1934 年 ）、京

劇本（1937 年，十一場）、 桂劇本（1939 年 ）、話劇本（當今出版社，1944 年 10 月(重慶初版) ，

三幕九場劇）、周彥之《桃花扇》（建國書店，1946 年 6 月）、歐陽予倩之話劇本（1946 年 12 月

台灣演出本）、七場傳奇劇本（新中國國劇社、1947 年 2 月），共有九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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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依照原著的故事輪廓，採用了部分情節，借以抒發感情。排演了三天，上演

了兩場，就被迫停演。在 1939 年 12 月，歐陽于倩又將京劇《桃花扇》改編成桂

劇，由廣西桂劇改進會實驗團在桂林南華戲院首演，借古諷今，轟動一時，隨後

被命令禁演。1940 年 3 月及 1943 年 7 月，由桂劇實驗劇團再度演出於桂林。到

了 1946 年 12 月， 歐陽予倩協同新中國劇社到台灣演出，首次將京劇《桃花扇》

改編成了話劇，字裡行間諷刺了國民黨的暴行。話劇《桃花扇》排了７天，演出

了４場。後因台灣人民爆發「二‧二八事件」55，時局不穩，歐陽予倩同新中國

劇社離開了台灣。1947 年 2 月，由新中國劇社出版話劇演出台本。隨後，話劇《桃

花扇》幾經刪改，成為當時國統區久演不衰的劇目。  

 
《桃花扇》由電影至京劇至桂劇，再至話劇的藝術探索，便是他藝術長河中

一束精彩的浪花。其中從京戲本再改造完成的話劇本，後來成為久演不衰的經典

劇目，也成為廣為所受肯定的藝術成就相當高的作品。在那關係到民族存亡的年

代裡，他借題所抒發的崇高民族氣節和精心改寫的李香君怒斥侯朝宗「投敵叛

國」、忍恨身亡的悲壯場面，激勵了人民的抗日愛國精神。 

 
歐陽予倩「費了差不多一個月的時間把《桃花扇》傳奇改編為京戲。僅僅演

出兩場就被逼停演了」。到了 1939 年，他又改編成桂劇，在桂林上演。「這個戲

在桂林曾經轟動一時，最後被命令禁演」56。由此可見，《桃花扇》由於政治上

的原因，在國民黨統治時代，仍舊受到了打擊和遏制。 

 

第三節 當代 

 
 1949 年 10 月 1 日中共建國後，《桃花扇》受到越來越多的古典文學研究者的

重視。直至今日，共有五百餘篇專題論文發表在各類報刊雜誌上。這樣，二十世

紀《桃花扇》研究帶動了改編演出。隨著《桃花扇》的演出也日益增多。 
  

首先 1951 年 5 月 17 日，趙燕士改編蘇劇《李香君》，本劇又名《李香君血

濺桃花扇》，由民鳳蘇劇團首演於上海明星大戲院。它據清孔尚任傳奇《桃花扇》

改編，惟結尾將李香君與侯朝宗決裂改為團聚。原著四十齣被壓縮成十幕，次要

人物作了刪節。1953 年，越清閣改編越劇《桃花扇》，把雙雙入道的結尾改寫為

侯李二人團圓繼續鬥爭。1955 年由蔡季囊、王申和二人合作完成湘劇《新編桃

花扇》，隨後 1956 年 7 月武漢楚劇團印崔焉所改編的楚劇《桃花扇》。同年，邵

                                                 
55 1947年2月28日，台灣人民為反抗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和腐敗政治，掀起了全省性的武裝反抗鬥

爭，但很快被國民黨所鎮壓。這是國民黨統治台灣40餘年中“規模最大、株連人數最多、在人們

心靈中造成的創痕最嚴重＂的一次“政治事件＂，通稱“二·二八事件＂。 
56 歐陽予倩，《（話劇）桃花扇‧序言》（北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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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水也改編越劇《桃花扇》，為上海越劇院排印本。次年，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

版洪隆、丁叔兩人共同改編的越劇《桃花扇》。而根據《川劇劇目辭典》，由高腔

演唱全劇為 10 場的川劇《桃花扇》，1957 年四川省劇院二團演出。 歐陽予倩的

話劇《桃花扇》曾於 1955 年、1956 年、1959 年、1961 年四度公開演出，形成了

持久的《桃花扇》熱。1959 年，中國京劇院據歐陽予倩京劇本重排京劇《桃花

扇》粉墨演出。同年，由胡忠實、李寅、柳彬根據孔尚任原著並參考歐陽予倩話

劇版《桃花扇》整理改編桂劇《桃花扇》。後來，西安易俗社上演了由姬穎改編

的秦腔《桃花扇》。與歐陽予倩版《桃花扇》不同的是，秦腔版突出了侯方域與

李香君的愛情故事，放棄了歐陽本原有的政治色彩，而這在當時可算是極具突破

性的改革。當年嚴鳳英演出陸洪非改編的黃梅戲《桃花扇》。1960 年張惠良為楚

劇而改編《桃花扇》，受歐陽本影響，以侯方域失節、李香君守節為結局。也出

版或演出年代不詳的有莫汝城為粵劇改編的《李香君》、福建省戲曲研究所和福

州市文化局編印的閩劇《桃花扇》二十二場，還有按照藝人的口述本，姚洵改編

的《桃花扇》。 

 

  五十年代，毛澤東提出的對舊的戲曲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人民

性的精華」的原則，在全國範圍內展開了「澄清舞台形象」的工作。從 1956 年

4 月第一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部署對戲曲劇目的整理、挖掘工作到 1957 年 4

月的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一年的期間內，全國整理出五萬一千八百多

個劇目，這算是中國第一次全面的戲曲文化遺產的普查。戲曲電影的拍攝就是在

這樣的形式下開始的。1963 年，西安電影製片廠拍成電影《桃花扇》，全國放映。

由梅阡、孫敬擔任編劇、並由孫敬執導，特邀上海的王丹鳳與四川的馮喆飾演李

香君和侯朝宗，又從北京崑劇院調來數位演員，精心大造而成。但是影片送審時

時，即遇上 1964 年的政治風波，1 月 21 日，文化部宣佈了暫時不在國內發行的

決定。說：「《桃花扇》可輸往東南亞、澳洲、朝、越、日、對西歐、拉美、非洲

等地，不作主張推薦。他們主動索要，則可供給」。電影《桃花扇》就此被打入

冷宮十餘年，直至 1979 年初，才正式在全國公映。 
 
 八十年代至九十年代末，北方崑劇院於 1980 年 3 月 21 日首演在北京廠和劇

場，由楊毓民、郭啟宏改編的北崑本《桃花扇》。北崑本繼承了原著中典型的歷

史場面，描寫侯李二人因政見不同而愛情破裂。1991 年 1 月 18 日張弘、王海清

合作改編《桃花扇》，由江蘇省崑劇院首演於南京人民劇場。南崑本與北崑本同

屬「幻滅入道模式」的結局，但結局卻改寫為侯方域隱居於古廟，無顏以對門外

的李香君，李香君繼續尋找侯生離開。1996 年 9 月江蘇省崑劇團因為要進京參加

全國崑曲新劇目觀摩演出時，重排此劇，增加了《罵筵》一場。2002 年 8 月 13-15

日， 郭啟宏改編京崑合演的《桃花扇》，由上海京劇院與上海崑劇團合作，在紀

念京崑藝術大師俞振飛百年誕辰的首場演出中推出。2006 年 3 月 17-19 日，田沁

鑫、方彤、老象一同整理，田沁鑫導演的 1699《桃花扇》由江蘇省崑劇團在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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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保利劇院首演。 

 
1992 年由胡連翠導演創造黃梅戲音樂電視劇《桃花扇》，對國外交流劇目。

而 2001 年，率由葉青歌仔戲團擔綱演出，編劇陳永明與江佩玲共同攜手，由台

灣公共電視推出改編《桃花扇》的精緻歌仔戲《秦淮煙雨》。 

  
 這樣《桃花扇》諸多劇種的改編形式由戲曲到話劇、電影、電視劇、甚至皮

影戲、小說。綜觀各類《桃花扇》的改編本，雖藝術視角有殊，但共同點均力求

忠實於原著，並跟隨不同時期的觀眾的審美需求而不斷變化57。 
 
 這些改編的作品與孔尚任原作相比，雖然抨擊賣國投降、宣揚愛國主義的主

題思想沒變,，但除載體有所不同外，故事情節也不盡相同，而且都對孔尚任原

作的結局作了根本改編，因而使主要人物之一的侯方域與原作也有了較大的出

入。原作的結局是南明亡後，侯方域與李香君在張瑤星祭典明殉難君臣的講壇前

久別重逢，正在重敘舊情，卻為張瑤星所點化，認識到國破家亡已無愛情可言，

因而斷情入道，以之作為對現實的一種反抗。侯方域始終不失為復社進步文人的

正面形象。而上述改編本（京劇、桂劇、重排京劇、電影《桃花扇》）的結局都

改為南明亡後，李香君終於見到朝思暮想的侯方域，悲喜交加，激動不已，但隨

即發現眼前的侯郎頭梳清人大辮，身著滿人旗裝，已經獲得清廷功名，因而氣憤

至極，暈倒在地，繼之斥其賣國降敵，喪失志節，與之徹底決裂。顯然侯方域成

了一個由進步文人墮落為變節事敵的漢奸叛徒。誠然，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國民

黨黑暗統治時期，上述改編無疑是對逃避政治鬥爭的思想和行為的鄙棄和否定，

是對漢奸投降賣國行徑的直接抨擊，對於進行愛國主義教育確曾產生過一定的積

極作用。 
 
 而不同形式的《桃花扇》的演出和流傳，也擴大了原著的影響，為傳統作品

的改編移植累積了經驗教訓。但是，客觀上也給廣大讀者和觀眾造成了誤解，以

為孔尚任原著就是如此結局的，原作中的侯方域就是一個由激進到失節的文人，

是個被貶斥的反面形象。直到「文革」以後，北方崑劇院和江蘇省崑院將《桃花

扇》重新搬上舞台演出，改變了上述兩種改編的路子，基本忠實於原作結局和對

侯方域的把握，不再把他塑造為漢奸叛徒形象，才算扭轉了偏向，使原作重放光

彩。 

 

 

                                                 
57 劉政宏，《二十世紀《桃花扇》研究》，上海戲劇學院碩士學位論文，2007年4月，頁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