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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餘   論 
 

一、《拜月亭》的成就及高下之爭 

 

《拜月亭》已被公認為四劇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金寧芬還稱它為「四大南戲 

之冠」1。它的成就及影響是眾所目睹的，最明顯的，縱的來說，從關漢卿到現

在七百多年了，它仍活躍在舞台上，〈踏傘〉、〈拜月〉折子，經後人發展特別是

演員表演藝術的創造，使他們成為至今活在舞台上的精品；橫的來看，它遍布於

東、西、南、北約十七個省份，改調而歌之，化入了大江南北沃富的民間土壤之

中。弋陽腔、青陽腔、高腔、徽腔、崑腔等，成為當時的時曲、時調，這就是它

最大的成就了。本論文前面所說情節結構、人物塑造、語言表現、戲曲流傳，可

說都是它的成績。此處再引用古人對它的讚譽作為印證。如沈璟《南九宮譜》讚

美它〈皇華悲遇〉中「是愁都做枕邊淚。」句法巧妙；凌濛初《譚曲雜札》：「曲

始於胡元，大略貴當行不貴藻麗，其當行者曰本色。蓋自有此一番材料，其修飾

詞章、填賽學問了無干涉也。故荊、劉、拜、殺為四大家，而長才如琵琶猶不得

與。以琵琶間有刻意求工之境，亦開琢句脩詞之端。」又曰：「尾聲，元人尤加

之意，而末句最緊要。北曲尚矣，南曲如拜月，可見一斑。大都以詞意俱若不盡

者為上，詞盡而意不盡者次之，若詞意俱盡則平平耳。……」
2凌濛初從本色當

行及〈拜月〉、〈驛會〉、〈遇舊〉三齣尾聲的意韻無窮來欣賞它。沈德符說：「北

有《西廂》，南有《拜月》。」3  ；陳繼儒讚美它巧合的結構：「妙在悲歡離合，

起伏照應，線索在手，弄調如是。4」 

除了場上的演出，稱得上「場上之曲」外，《拜月亭》的優點還造成了明朝

中期有關《拜月亭》、《琵琶記》、《西廂記》這三部劇作的成就高低的爭論。參與

的人相當多，時間也頗長，這一股軒然大波，使它受到大家的矚目。它的「本色」

影響到當時的戲曲理論甚大。這場爭論是由何良俊、王世貞兩人開端的。何氏褒

揚《拜月亭》，提升了《拜月亭》的地位。其實他只是想藉由提出《拜月亭》而

                                                 
1 金寧芬：《南戲研究變遷•詼諧可喜的《拜月亭》》（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 年 5 月第一版）

頁 202。 
2 凌濛初：《譚曲雜札》收《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1959 年 8
月第一版，1980 年 7 月第二次印刷）頁 253 256。 
3 見沈德符：《顧曲雜言》收《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第

一版，1980 年第二次印刷）頁 215 
4 見陳繼儒：《陳眉公批評幽閨記》總評，轉引自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北京：文化

學術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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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時人的眼界，使質樸本色的作品，受到注意，不被流傳廣泛的《琵琶》、《西

廂》所淹沒，這是他重視「本色」的態度的表現，並不是否定《琵琶》、《西廂》。 

茲將各家之爭論簡要說明：何良俊首先發動，他極推稱《拜月》，論斷出《琵

琶記》之上
5。王世貞以無大學問、無風情、不能墮淚反駁。6臧晉叔譏笑兩家之

論爭均有盲點
7。沈徳符從音律之和諧、容易入樂來檢視《琵琶》，不如《拜月》。

徐復祚亦駁擊王氏，反駁得淋漓盡致。8 呂天成于《曲品》“神品”中以《琵琶》

第一，《拜月》列第二。凌濛初駁王元美，意指王元美以以偏蓋全，9且所偏又非

正確者。（案：王元美好富麗之詞，其偏見已為後來許多戲曲家所批駁。） 

以上明代諸家之論大抵若是，已有前人研究，本論文不再詳說。支持何良俊

的有沈徳符、徐復祚、凌濛初、李贄等；反對的有王世貞、王驥徳、呂天成。日

人青木正兒謂：「取《拜月》者，稱其聲調之入絃索與其辭之質實而餘味豐富；

取《琵琶》者，稱其辭之文雅。是即「本色派」與「文辭派」之論爭也。」
10此

股風潮一直到明末，評論家紛紛起而論其優劣，影響文學理論甚鉅。比如大大豐

富了戲曲理論，因而促進了理論的成熟，並且湧現出一大批戲曲論著，其中，王

驥徳的《曲律》是最傑出的一部，促成李漁《閑情偶寄》的產生。 

 

三家的高下不妨參考王書珮在其論文中所做的統計： 

 西廂記       琵琶記      拜月亭 

何良俊 – 全帶脂粉 –   專弄學問，少「蒜酪」

（詼諧風味） 

+ 詞家本色語 

王世貞  + 人情盡致、物態 –無詞家學問、不能使人

                                                 
5 明•何良俊撰：《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七〈詞曲〉收《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

出版，1997 年 11 月第三次印刷）頁 342、336。其曰：「余謂其出於《琵琶記》遠甚，蓋其才藻

雖不及高，然終是當行。」 
6 明•王世貞：《曲藻》收任中敏編《新曲苑》（一）（台灣：中華書局，1970 年）頁 89。駁曰：

「中間雖有一二佳曲，然無詞家大學問，一短也。既無風情，又無裨風教，二短也。歌演終場不

能使人墮淚，三短也。」 
7 明•臧晉叔編：《元曲選》全四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9 年 3 月第四次印刷）頁 3。曰：

「夫《幽閨》大半已雜贗本，不知元朗能辨此否？元美，……又惡知所謂《幽閨》者哉？」 
8 見明•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曲論》。曰：「《拜月亭》宮調極明，平仄極協，自始至終，無

一板一折非當行本色語。……不知聲律家正不取宏詞博學也……不知《拜月》風情本自不乏，」 
9 明•凌濛初：《譚曲雜札》收《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1959
年 8 月第一版，1980 年 7 月第二次印刷）頁 254。按：凌氏之駁極有道理：「元美責拜月以無詞

家大學問，正謂其無吳中一種惡套耳。豈不冤甚？然元美於西廂，而止取其雪浪拍長空，東風搖

曳垂楊線等句，其所尚可知矣。安得不擊節於新篁池閣、長空萬里二曲？而謂其在拜月上哉！琵

琶全傳，自多本色勝場，二曲正其稍落游詞。前輩相傳，謂為贗入者。乃以繩拜月，何其不倫！」 
10見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上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96 年第六次印刷）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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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真、問答自然 墮淚、無風情風教 

徐  渭 △於此中賤相色貴本

色 

+〈食糠〉諸作從人心流

出，〈十八答〉常言俗語，

點鐵成金 

+ 

處處是本色語，無今人

時文氣。 

李  贄 + 化工之作 – 畫工之作 + 化工之作 

沈  璟  + 詞家本色語 + 句法獨步 

臧懋循  – 雖窮極才情，而 

面目愈離 

 

呂天成  + 佈景寫情，真有 

運斤成風之妙 

+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見

寶 

王驥德 +用事恰好，法與詞兩

擅其極。 

（神品，第一） 

+ 用事恰好，遣意 

嘔心，造語刺骨。 

（妙品，第二） 

+ 一味清空， 

    時露機趣。 

   （能品，第三） 

徐復祚 + 情盡而意無窮  + 無一折一板非當行本

色語 

凌濛初  – 琢句修辭 + 具元曲本色 

（“+”表示褒，“–”表示貶，“△”表示折衷。）11 

從上表可以看出，《拜月亭》得到的“＋”（表示褒揚）最多，可見它還是

贏得大家的厚愛，何良俊沒有看錯它。它的成就應是無可置疑的。 

然而餘波似乎未息，到了清朝，王國維從藝術獨創性的角度肯定《琵琶》高

於《拜月》12。近世日人青木正兒亦褒《琵琶》貶《拜月》。13吳梅的批判更是殘

酷嚴厲。
14 《拜月》的風波可真不小。 

 

小結：各家意見分歧，各就其所好論定，很難達到共識。直到雙美說的調和

                                                 
11 王書珮：《明代戲曲理論的對峙與合流－以《西廂記》、《拜月亭》、《琵琶記》的高下之爭為線

索》（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1997 年 6 月） 
12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第二次印刷）頁 152 按：王氏曰「《拜

月亭》南戲，前有所因；至《琵琶》則獨鑄偉詞，其佳處殆兼南北之勝。」 
13 見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上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96 年第六次印刷）頁 106。謂：

「《拜月》關目弄奇，過於做作。如…錯認一條，殆類兒戲，雖以此為一劇構成之樞機，然不免

於拙劣。」 
14 吳梅：《中國戲曲概論》（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發行，1980 年 7 月再版）頁 79、 83。其

謂：「琵琶、拜月古今咸推聖手也。則誠以本色長，而未嘗不工藻飾。君美以質樸著譽，而間亦

傷于庸俗。」「科白鄙俚，聞之噴飯……明人盛稱結盟、驛會兩折，亦未見佳。……」 



第六章  餘論                                                    《拜月亭》戲文研究 

 148

論出現才見消弭。「案頭俊俏，場上當行」應是大家追求的目標。清代後期梁廷

枏的《曲話》對整個論戰都表示不滿：「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記》，稱其『遠出

《琵琶》上』，王元美譏之，……臧晉叔……。不知作曲各得其性之所近，閲曲

者亦嘉其性之所近。……倘必膠一己偏執之見，輾轉譏彈，務必求勝，亦古人之

不幸也。」
15近閲李昌集《中國古代曲學史》，中有兩點認識值得思考： 

（一）「《拜月》、《西廂》、《琵琶》的比較所以成為一個熱烈的話題，直接原

因在首先挑起爭論的乃晩明文壇大家王世貞；根本的問題則在三劇代表了三種典

型的文學風格。借凌初成的“三籟”擬之，《拜月》質樸自然，不加修飾，是為

“天籟”；《西廂》亦饒自然風韻，但「微露質地」，時見人工之“麗”，故為“地

籟”；《琵琶》每見「詞家學問」，故為“人籟”。 凌氏對此“三籟”是分高下

等第的，但從一般審美原則上講，“三籟”都是一種藝術的美，而任何一種美都

是不可它代的，因而都有其存在的獨特價值。」 

（二）「明人三劇高下之爭“邏輯錯位”的另一後果，是使論爭在相當程度

上成為出於一己審美意趣的爭辯。“審美”自然允許有自己的偏好，但如果以自

己的偏好為高下優劣的標準而無公約性的規則，論爭本身便失去了意義，糾纏枝

節而忽略本質自在不免。以上引諸說可以看出，對三劇高下的論爭，主要是對

“曲”而不是對“戲”的論爭。」
16 

對“曲”不是對“戲”，說得真好，一語點醒夢中人。他還認為李贄的“化

工”、“畫工”之說是最有價值的議題，可惜明人未加以發揮。李氏的“童心說”

謂天下至文出于童心，即在強調去除人為的痕跡，這些觀念都有密切的關係。其

實還有一點，大家都忽略了。《琵琶記》是文人改編南戲的第一部，高明以其知

識份子的身分改編，文筆自然有別於民間作品的《拜月亭》。《拜月亭》質樸真率；

《琵琶記》講究雕琢。許建中曾說：「戲文是傳奇草創時期的民間形態，傳奇是

戲文成熟時期的文人形態。」17基本立足點的不同，如何去比較高下呢？高明帶

起文人模仿的熱情，使得傳奇愈趨複雜精美，那是必然的現象。 

最後引用李漁說的：「凡作傳奇，只當求耳目之前，不當索諸聞見之外。無

論詞曲，古今文字皆然。凡說人情物理者，千古相傳；凡涉荒唐怪異者，當日即

朽。」18以之觀《拜月》，不亦明乎？我們再以李卓吾稱讚《拜月記》的話作為結

                                                 
15 見呂迺基：《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之研究》（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8 年 5 月）頁 202。 
16 李昌集：《中國古代曲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1997 年第一次印刷）頁 529。 
17 許建中：《明清傳奇結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9 年第一次印刷）頁 10。 
18 李漁：《笠翁曲話•詞曲部•結構第一•戒荒唐》（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0 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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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自當與天地相終始。有此世界，即離不得此傳奇。」 

 
二、愛情觀與人性的貞定 

胡叔和在〈談曹禺對王昭君形象的塑造〉一文中談到：「一個真正的劇作家，

應該是一位出色的社會學家和高明的心理學家。他不但要熟悉、了解人們之間的

社會關係，還要熟悉、了解處於特定社會關係中的人們各自的心理狀態。他應該

有一雙透視人們內心世界的慧眼。」
19劇作家的偉大就在於這裡。他要有一顆關

懷人類社會的心，而更不容易的是，他還要有駕馭文字的能力，甚至運用地方口

語。把人內心世界的想法，透過對話、肢體表現出來，並且在其中寄寓作品的思

想主題，以及要傳達給人民大眾的心聲。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辦到的。 

戲劇包涵內容至為豐富，如哲學、史學、文學、詩歌、詞曲、舞蹈、音樂、

美術，無不涉及，可說是傳統文化的精華。尤其可歌可泣的忠烈事蹟、感動天地

的孝義行為、以及高風亮節的人格表徵、或節夫義婦的堅貞愛情，都足以發人深

省，起而效尤，這是最好的社會教育。《拜月亭》尤其適合年輕男女觀賞，它是

愛情教育很恰當的題材。亂世中的愛情彌足珍貴，日常的感情培養更是要特別謹

慎。透過優秀的演員，以深刻細膩而生動的表演，兼有美學與音樂的陶冶，很容

易打動人心，培養性靈。2000 年 8 月 14 日在溫州市展演的越劇《拜月記》，雖

改編得很離譜，然據說相當得到年輕人的迴響，浙江省藝術研究所徐宏圖說：「《拜

月記》則爭取到了一大批年輕的觀眾，稱其在保留原著精華的同時，又拓展出新

鮮的立意。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人性之善”和“人情之美”，從而引發了他們

濃厚的審美情趣。」20可見溫州正朝此方向努力。以戲劇作為人格教學工具，那

是最理想的教材，也最合於學生的學習心理。 

明人祁彪佳在《孟子塞五種曲》序中，曾熱情地讚揚過曲的這種作用：「天

下之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者，其孰過於曲者哉！蓋詩以道性情，而能道性情

者莫如曲。曲之中有言夫忠孝節義、可忻可敬之事者焉，則雖騃童愚婦見之，無

不擊節而曼舞；有言夫奸邪淫慝、可怒可殺之事者焉，則雖騃童愚婦見之，無不

恥笑而唾罵。自古感人之深，而動人之切，無過於曲者也。」21這段話把戲曲的

                                                                                                                                            
頁 17。 
19 胡叔和：〈談曹禺對王昭君形象的塑造〉見《戲劇藝術論叢》第一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 年 10 月）頁 161。 
20 徐宏圖：〈開闢古典名劇改編的新途徑――評溫州市“南戲新編系列工程”〉收（溫州市文化

局編《溫州南戲新編劇本集》）（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0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頁 274。 
21 見吳毓華編著：《中國古代戲曲序跋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 年 8 月初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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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得很清楚。它比書本、宗教都容易打動人心，戲曲藝術貴在情真，情真才

能感人，才有生命力。而配以代言體的故事表演，本身就是最生動的教育。騷隱

生〈情癡寤言〉曰：「人，情種也。人而無情，不至於人矣，曷望其至人乎？情

之為物也，役耳目，易神理，忘晦明，廢飢寒，窮九州，越八荒，穿金石，動天

地，率百物。生可以生，死可以死。死可以生，生可以死。死又可以不死，生又

可以忘生。遠遠近近，悠悠漾漾，杳弗知其所之。」22騷隱生的敘述精采已極。

的確，在戲曲的天地中，可以滿足人們情感的寄託，精神的超越，以及無邊無際

的想像，其作用真的是「遠遠近近，悠悠漾漾，杳弗知其所之。」 

但藝術也不能單純表現沒有理性的情感。只有在情感中貫注社會的理性內

容，才能喚起人們普遍的共鳴。《拜月亭》就故事主題的探究與「拜月」習俗來

解析，吾人可以看出作品所呈現的愛情觀念。「拜月」象徵對愛情的堅定與牽繫，

是人性中最美的情懷。「貞心一片如明月，映入清波到底圓。」愛的真純真是可

以感動天地。然而，雖是「百年夫婦途中合，一段姻緣天上來。」但也要顧到「禮

儀謹化源，關雎始風教。」《禮記•郊特牲》第十一有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

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用現代的話來表示，就是：「婚姻之所以為一種

契約，不止是為了性關係的運用與維持，並且是為了經營一個真正的共同生活。」

23又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

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也可以說：「性是指完整的男女關係，這

種關係遠比我們想像的要深遠。」24道出了夫婦的重要以及人生而為人的尊嚴。 

在兩性關係上，根據個人不同的情操、愛好和意志選擇自己理想的配偶，由

此產生深厚的愛情，互敬互愛，這正是高尚的人性不同於低級的動物性的地方。

傳統婚姻制度，往往扼殺了愛情，把人性倒退到了動物性，這是對人的自然本性

的扭曲。王瑞蘭認清這點，她在招商店的顧慮和執著是對的，那表示她對愛情的

認真和負責，一旦愛上了就堅持到底，也是她積極的一面，可貴的一面。黑格爾

說：「愛情的主體不是為自己而存在和生活，不是為自己而操心，而是在另一個

人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源。同時也只有在這另一個人身上才能完全享受他自

己，就形成愛情的無限性。……使一切都由於與愛情的關係而獲得價值，愛情在

                                                 
22 張琦著：《衡曲麈譚》（收《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頁 273。 
23 英 靄理士著 潘光旦譯注：《性心理學》收《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北京：商務印書館出

版，1997 年第一次印刷）頁 447。 
24 牛人編著：《兩性心理》（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出版，1997 年第一次印刷）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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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身上特別顯得最美。」25克拉夫特伊賓（Von Krafft－Ebing）在一八九二年首

創「性之臣服」（sexual thraldom）一辭，意謂某些人一但與人發生了性關係，便

對之產生了高度的倚賴與順服的心理，這種「臣服」有時可能達于極端，甚至完

全不能獨立自主，甘願犧牲自己的最重大利益。26王瑞蘭似乎也有這種傾向，說

是「性之臣服」，不如說是「愛的奉獻」。不管時代如何更替，情、義、貞潔三者

絕對是一樁美好婚姻的要素。在探討《拜月亭記》這一劇本故事或在舞台上詮釋

招商店的內涵時，絕對不能忽略這個意義。而他們在患難中建立的感情，更是彌

足珍貴。這樣的際遇是少有的，啟示了人們，愛是互相扶持、互相尊重、互相珍

惜的，這樣的愛才歷久彌新，經得起風雨的考驗。 

《幽閨記》寫出青年男女在戰爭中相遇，然後風雨同舟，患難與共。從不了

解到逐漸了解；從沒有愛情發展到生死不渝之愛。這種寫法也是很罕見的，這種

逐漸地情投意合的愛情是很自然的。這樣的題材在古代戲曲文學中可說獨無僅

有，具有開拓性的意義。經過一些波折，王瑞蘭逐漸對蔣世隆產生深深的愛，眷

眷的情。〈抱恙離鸞〉這種禍不單行的情節，用意就在使他們的結合產生更堅實

的基礎，使他們的愛情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嚴峻考驗，逐漸加深，不斷發展。拜月

的虔誠，拒婚的堅定，誓死不負的決心，在於作者打破了男才女貌、狀元及第便

洞房花燭的套式，筆筆寫來都圍繞著“真正的愛”。彼此不能分離，兩性就是在

這樣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中，維繫起一個充滿情和愛，充滿吸引力的社會。 

「信乎意氣之感也，卒然中之，形影皆憐；靜焉思之，夢魂亦淚。鍾情也夫？

傷心也夫？此其所以癡也。如是以為情，而情止矣！如是之情以為歌詠、聲音，

而歌詠、聲音止矣！」27〈逆旅蕭條〉、〈對景含愁〉、〈幽閨拜月〉、〈姊妹論思〉

這四齣是最抒情的部分，就像〈情癡寤言〉這一段的描寫般，當心有所感，情有

所繫的時候，是最教人牽腸掛肚的。「半載縈牽方寸，何時不淚滴眉顰？」「待撇

下怎忍撇？待割捨難割捨！倚遍闌干，萬感情切，都分付長嘆嗟。」「心撩亂，

慵覩粧臺梳洗。」「跌得我氣絕再復，死絕再甦，一回價上心來，一回價痛哭。」

愛情的折磨真是蝕人心骨，柔腸百轉啊！只有「從今許下千千拜，望月瞻星夜夜

間。」「拜月亭前說心願。」把滿腔心事都寄託在對月凝望中了。 

很可貴的，這本劇本裏的人物都是正面的，除了王鎮稍帶反面色彩外。他們

                                                 
25 黑格爾：《美學》（台北：里仁書局，1981 年 5 月）第二卷第二章頁 345。 
26 佛洛伊徳著 林克明譯：《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收《新潮文庫》48（台北：志文出版社，

1986 年再版）頁 166。 
27 同註 21，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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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善良，也很可愛，表現出人情的溫暖及互相扶持的美德。李卓吾曰：「始終

不相背負」「使人有兄兄妹妹，義夫節婦之思。可謂貞正之極矣！」他是在讚揚

《幽閨記》中忠貞于自由婚姻的愛情，以及整部作品所呈現出的「貞正之極」。

戲劇的一大功能就在啟示人心，光明面的開導能更健康地帶動觀眾良善的本質。

藝術與道德絕對要結合起來，透過藝術造就德性化的理想人格，是藝術家的責

任。把人心的美好散發出來，這樣的藝術才有提升的可能。只有把道德作為感情

的內容，這種感情才是藝術家所要表現的。作為戲劇創作的基本原則，要求戲曲

藝術要有「勸善懲惡」、「激動人心」的效果，起到所謂「風教」的作用，使達到

「中正平和」的修養和氣度，這才是「寓教於樂」。  

蘇國榮在其所著《戲曲美學》中說到我國喜劇的審美品格主要體現在“喜 

生於好”、“樂而不淫”、“丑中見美”三方面。其中“樂而不淫”部分，他舉

例說：「《拜月記》王瑞蘭的旅寄……都是悲甚慘絕的悲劇場面，一曲曲怨歌悲曲，

似楚峽猿哀，聞之斷腸。它們與喜劇性場面參差錯落、交相輝映，一倍增其哀樂，

又使情感得到了調劑，不致使單一性情感過度外溢，從而達到了樂而不淫、和順

積中的理想境界。」28其實這三個喜劇品格，《幽閨記》都有。即使是丑角，也

都是正面人物，除了製造諧趣外，等於是美的襯托。能說丑而不美？ 

 

三、研究成果與未來展望 

經由以上步驟研究下來，如故事情節、組織結構、原型神話、文化學、人物、

曲譜、折子戲、地方戲曲等，對南戲《拜月亭》有了一番嶄新而深入的認識。舉

凡它的戲劇定位、語言特色、藝術成就、戲曲影響都有相當豐碩而清晰的概念，

尤其是從關漢卿的雜劇到接近古本的世徳堂本到明朝流行的通行本，三本的不同

各有千秋，饒富趣味。仿如走進時光隧道，回到元朝，想像《青樓集》所載朱簾

秀一出場就光采動人的模樣，一幕幕在眼前搬演。在地方戲的瀏覽中，又好像走

遍大江南北，從南到北一路聆賞各地戲種聲腔，融入了民間的呼吸中，陶醉在歌

聲戲影裏。透過這樣的研究方式，理清了《拜月亭》戲文的變化路線、流佈的區

域，以及曲譜的紀錄盛況；其次在社會意義方面，探討它發揮了多少功能？如人

民的心聲、婚姻的自主、兩性教育及不同時代的禮教觀等文化議題以及神話學帶

給人們美好的理想等；而在藝術成就方面，除了人物掌握的成功，再從戲文本身，

就語言、聲律、科諢、排場、關目、戲劇形式各方面的特色做一番剖析。表演藝

                                                 
28 蘇國榮：《戲曲美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 年第二版）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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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受限於觀賞之不足，較難有具體而完整的比較，僅就所見到的部分，如湘劇

新編全本、崑劇〈踏傘〉、評劇〈拜月〉、梨園〈招商店〉等折子戲作初步的呈現。 

雖然收穫不少，但疑問也還不少，有待以後繼續研究。就在本論文將完成之

際，從網際網路得知，廣州鴻翔音像製作有限公司今年暑假（2003 年 7 月）才推

出電影新作《拜月亭》，附有圖文介紹。它是這樣說的：「在中國古典故事的基礎

上進行改編突破，是眼下頗為流行的電影創作方式。……《拜月亭》應該是國內

又一部以現代人的全新視角演繹傳統故事的成功之作。……中國影后寧靜飾演一

位任性、潑辣。同時又嬌嗔可愛的官家小姐。……對男人十分嚴厲，……耿樂飾

演世隆，滑稽搗蛋。」
29海報上還打出「野蠻女友」的廣告詞，看來應是受四川

戲的影響，人物類型走活潑路線，這樣比較能吸引年輕人。故事介紹中還提到：

「《拜月亭》是浙江長城影視出品的《傳世經典名劇》系列電影中的第一部，這

系列包含《竇娥寃》、《胭脂》、《西廂記》、《牡丹亭》、《王老虎搶親》等經典作品。」

可見海峽對岸多麼重視此劇。而從圖片看來，有兩對佳偶成親，可知其根據原著，

仍採雙線進行。這樣的訊息令人振奮。 

  另外，還有戲劇公演的節目表，在香港及荃灣大會堂都有《雙仙拜月亭》的

演出時間，分別是“新雙喜粵劇團”及“金滿堂粵劇團”表演，並附有〈踏傘〉

的精采圖片。足見《拜月亭》的戲劇活動依然熱絡。還有一位署名「浦玉生」者，

于 2002 年 5 月 12 日寫了一篇〈施惠即施耐庵新考證〉短文。他是從施惠【南呂】

一枝花“咏劍”套數作品中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來證明，他從「東都施耐庵」、「遍

歷江湖」、「掛三尺壁上飛泉」、「逢賢把贈，遇寇則除。」30四個方面考證，頗為

用心。這兩則訊息一個標題《雙仙拜月亭》；一個標題《耐庵亭》，有待考察。 

以上發現其實已包括了我未來研究的方向之一。 

（一）即改編的問題：改編有沒有一個標準？尺度多大？人物、曲文、對白

的掌握如何拿捏？為了時代的不同要做怎樣的調整？是以原著為重呢？還是要

迎合時代？在地方戲的收集中，廣東戲及浙江戲都不見資料，這裡正好彌補了此

一空隙。原來這兩個戲種都如此積極于原著的發表，因此，這兩處的戲文是很值

得去尋訪觀察的。從關劇王瑞蘭呼之欲出的潑辣氣息，到今日廣州的電影《拜月

亭》強調「野蠻女友」、「河東獅吼」，改編者抓住此點當作賣點，那麼越劇中的

個性對調大概也不足為奇了，這實在是很有趣的現象。所謂「老榦新枝」，《拜月

                                                 
29 見廣州鴻翔公司：寧靜耿樂最新力作《拜月亭》7 月上市（圖）網址：http：//ent.sina.com.cn/v/ 
30 浦玉生：〈施惠即施耐庵新考證〉見（網際網路「中國智慧城」「耐庵亭」2002 年 5 月 12 日）

網址：http：//www.zhcchina.com/html/cat11/23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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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在各地流傳，大同小異或小同大異，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個性。基本故事架

構不變，只是細節在變。郭漢城說：「這次“南戲新編劇目系列”展演，可以說

是古典名劇推陳出新的一個大行動。其成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用當代的

眼光對它們的思想內容重新進行審視和處理；一是對它們的舞台藝術做了再認

識、再處理後，一方面更有一些新的突破。」
31亦即徐宏圖所言：「從“美”字出

發，在舞台造型、音樂唱腔、服飾、燈光、舞美等方面做了探索性的改革嘗試，

特別受到年輕觀眾的贊賞。」32這應該是很好的原則，而改編者對原著的了解與

掌握是最重要的。值此之際，又有一本九十二年七月，張玲瑜所寫〈古典劇作在

當代改編的處境――以《拜月亭》、《白兔記》為例〉
33碩士論文出爐，無獨有偶，

她也正關心改編的問題，此論文可作為參考。 

（二）其次是有關施耐庵的問題：考據是很艱鉅的工作，等于就是作者確定

的問題。首章已提及，是施惠？無名氏？民間藝人？還是施耐庵？或是集體創

作？仍然是千頭萬緒，尚未有定論。不只《拜月》，四大南戲沒有得到文人的再

創造而最後寫定，因此作者的問題爭論不一，這些都還需要考證。 

（三）劇本考據方面：有關漢卿、施惠，誰承襲誰的問題。是關劇先有？還

是南戲先有？值得進一步探討；還有，早於世本的是那一本？更是一個尚待開發

的目標；更有趣的是關、施有否相遇？也許很難查證，但不妨試試。甚至作品的

時代問題也愈來愈受到矚目。 

  （四）曲文方面：戲曲的輯佚有待更仔細的對照，找出戲文變化的痕跡。這

需要耐心和細心；其次宋、金、元代的俗語研究、語言特色也是頗有趣味的研究

方向，必須具有語言學的認知；曲譜和地方戲的關係孰先孰後？其變化有何特殊

意義？應該也是很值得開發的議題。據說福建還有數量相當可觀的藝人手抄本需

要管理和鑑別，這些都值得去挖掘。 

  （五）戲劇方面：粵劇、滇劇、桂劇、漢劇、秦腔所知不多，可再進一步蒐

集；基於對湘劇的喜好，亦可全力專攻湘劇高腔的深究；茂腔、調腔此兩種古老

劇種，資料缺乏，有待將來親身到當地作田野調查；各省地方戲的用詞比較亦頗

有意趣：到四川和上海收集劇本並欣賞戲劇亦是目標之一；還有，〈招商店〉一

                                                 
31 郭漢城序言見溫州文化局編：《溫州南戲新編劇本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3 月第一次

印刷）頁 2。 
32 同註 19，頁 280。 
33 張玲瑜：《古典劇作在當代改編的處境――以《拜月亭》、《白兔記》為例》（台灣師範大學中

文所碩士論文，200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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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在梨園戲的發展情形，目前如何，也待觀察；東南沿海的莆仙戲及崑曲都值得

從中尋找南戲遺響；又據《元明清戲曲經典》徐朔方〈前言〉提示「一折或整本

的雷同或因襲如《梧桐葉》之于《拜月亭》」「楊顯之的《瀟湘雨》第四折同南戲

《拜月亭》的〈驛亭相會〉一齣雷同」
34此又是新的發現。他說雜劇和雜劇或雜

劇和南戲之間往往出現雷同和因襲的現象，這種現成的套式是不是有跡可尋？有

哪些套式？可做一番追蹤調查。 

  （六）、其他：到湖南尋訪彭依儂，請教她早年演王瑞蘭的心情，以及和現

在左大玢作比較，有何不同？觀眾的反應有何變化？有機會的話聽聽有關《拜月

亭》的說唱鼓詞、子弟書、牌子曲、八角鼓、鼓子曲、南音、民歌等。或是“四

大傳奇”的比較和研究，亦是可進行的項目。 

以上六個未來可作為研究的方向。最後，再以趙景深的意見作為本論文的結

束，以資共勉：「我們先必須依據現有的資料，作出南戲發展歷史的具體而可靠

的結論。比如像過去曾存在過的“《琵琶》為南戲之祖”的錯誤看法，南戲比北

曲雜劇“文辭幼稚”的看法都必須大力糾正。從元代南戲劇本不多見的情況，更

足以說明它是接近人民的產品。……但根據這些，我們也已可得到不少概念，從

而對明代戲劇的因襲性和更改舊作的地方也可作一研究，尤其是文人作品的產生

和它與現實脫離這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這對於我國整個戲劇史的發展上說，

也是極重要的一環。」
35   

 

                                                 
34 徐朔方 李夢生主編：《元明清戲曲經典》（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1999 年第一次印刷）頁 8。 
35 趙景深：《元明南戲考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年）頁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