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乾旦梅蘭芳
— 完美女性　雅正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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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第一章　乾旦梅蘭芳

著婦人衣」，更可明確視作乾旦。8元代家庭戲班居多，男女演員

並存，但並無男扮女妝記載，反而多見女扮男妝。也有妓女演劇，

往往「旦末雙全」兼扮男女。9明代妓女演劇更盛，擅長各行角

色。宣德三年左都御史顧佐奏禁歌妓，10席間用孌童小唱及演劇，

「孌童妝旦」乃應運而生。不過，女性演劇仍難全面禁止，陸萼庭

具體考察出「娼兼優」、「專業女伶」和「私家歌姬」三類崑劇女

子演劇。11

明代崑劇職業戲班幾乎都是男班組成，私人家班也有全男班，

包括童伶小廝和成人優伶兩類，各種行當都由男性扮飾，男演員妝

旦已是常態，「豔婉」的姿態和演技已成為崑劇表演史上的亮點。

例如申時行家班名張三者，工小旦，嗜酒，「醉時上場，其豔入

神，非醉中不能盡其技」，因而贏得「醉張三」美名。飾演《西

廂記》的紅娘，「一音一步，居然婉弱女子，魂為之銷。」12又如

業餘客串男旦的趙必達演杜麗娘，有「生者可死，死者可生」的

8  〔唐〕崔令欽：《教坊記》，引自《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一冊（北
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頁18。

9  元代夏庭芝《青樓集》所記到底是妓女還是專業伶人，可參考林鶴宜：〈戲
曲演員的專業化和身分認同〉，《規律與變異：明清戲曲學辨疑》（臺北：
里仁書局，2003年），頁260。其中也有多人確為「京師名妓」、「維揚名
妓」、「山東名妓」。

10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排印本，1959年），補
遺卷三「禁歌妓條」，頁900-901。

11  陸萼庭：《崑劇演出史稿》修訂本（臺北：國家出版社，2002年），頁
229。

12  〔明〕潘之恆：《鸞嘯小品》卷之三，收於汪效倚輯注，《潘之恆曲話》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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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乾旦傳統：男身塑女形

本書論京劇的性別與政治，第一章先從乾旦開始，梅蘭芳自是

代表。梅蘭芳男扮女妝應無性別認同的尷尬，因為乾旦在戲曲史上

早有傳統。

關於乾旦的歷史淵源，曾永義老師早在〈男扮女妝與女扮男

妝〉一文中即有考證，1張發穎《中國戲班史》、2陸萼庭《崑劇演

出史稿》3以及孫崇濤、徐宏圖《戲曲優伶史》4等都有詳盡討論，

近年么書儀有〈明清演劇史上乾旦的興衰〉5專文考察。學位論文

也有香港陳家威之《清代京劇中之乾旦研究》等。6

演劇史上男優女優起源都很早，孰先孰後很難考察。《魏書．

齊王芳紀》裴注引司馬師廢帝奏中，郭懷、袁信扮「遼東妖婦」，

應是男扮女妝最早資料。7崔令欽《教坊記．踏搖娘》因有「丈夫

1 曾永義：《說戲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年），頁31-47。
2  張發穎：《中國戲班史》（瀋陽：瀋陽出版社，1991年），增定本（北京：
學苑出版社，2004年）。

3 陸萼庭：《崑劇演出史稿》修訂本（臺北：國家出版社，2002年）。
4 孫崇濤、徐宏圖：《戲曲優伶史》（上海：文化藝術出版社，1995年）。
5  么書儀：《晚清戲曲的變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119-

154。
6  陳家威：《清代京劇中之乾旦文化研究》（香港：嶺南大學博士論文，2005
年）。

7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卷四，〈三少帝紀〉裴注：「（齊王芳）日
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戲⋯⋯又於廣觀樓上，使懷、信
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為讌笑。」
（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冊一，頁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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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十二年宮中又一度使用女樂，但到順治十六年裁革教坊司，

不用女樂遂成定制。這項整頓自然波及了戲班，康熙十年禁唱秧

歌婦女，21康熙四十五年同樣內容的禁令又一次公布，而且更為嚴

峻。22康熙五十八年，「雖禁止女戲，今戲女有坐車進城遊唱者，

名雖戲女，乃於妓女相同，不肖官員人等迷戀，以致罄其產業，亦

未可定，應禁止進城。」23矛頭對準「名雖戲女」實則與妓女相同

的藝妓。直到乾隆朝，仍有「嚴禁秧歌婦女及女戲遊唱」禁令。24

在連續性的政令禁止下，私人家樂雖仍有女班，25宮廷卻嚴格

革除官妓、民間禁止買良為娼，城裡禁止女戲，城外女藝人也一律

不准進京。整頓的結果是：京城中少了公開的妓院，戲班子一律成

為男班，戲園的觀眾也一律為男性。因此清中葉成形的京劇劇種，

在形成初期根本不存在女演員，各腳色行當全部由男演員扮演，

21  清光緒延煦等編《台規》卷二十五有「康熙十年禁唱秧歌婦女」條：「凡
唱秧歌婦女及墮民婆，令五城司坊等官，盡行驅逐回籍，毋令潛住京城。
若有無籍之徒，容隱在家，因與飲酒者，職官照挾妓飲酒例治罪，其失察
地方官，照例議處。」，引自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
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23。

22  〔清〕孫丹書：《定例成案合鈔》卷二十五〈犯姦〉，引自《元明清三代
禁毀小說戲曲史料》，頁26。

23 〔清〕孫丹書：《定例成案合鈔》卷二十五〈犯姦〉，頁29。
24  〔清〕傅恆等：《清代各部院則例．欽定吏部處分則例》（乾隆朝）卷
四十五〈刑雜犯〉：「民間婦女中有一等秧歌腳墮民婆及土妓流娼女戲遊
唱之人，無論在京在外，該地方官務盡驅回籍。若有不肖之徒，將此等婦
女容留在家者，有職人員革職，照律擬罪。其平時失察，窩留此等婦女之
地方官，照買良為娼不行查拏例罰俸一年。」（香港：蝠池書院出版有限
公司，2004年），頁526。

25  陸萼庭：《崑劇演出史稿》修訂本（臺北：國家出版社，2002年），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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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13擅長演《躍鯉記》的男旦柳生，也能「供頓清饒，折旋婉

便，稱一時之冠」。14

男旦的表演藝術，到了清代一直都是劇場的重要風景。最為

人津津樂道的，可以集秀班旦色金德輝為例，他演《牡丹亭．尋

夢》、《療妒羹．題曲》，被讚為「春蠶欲死」，15「彷彿江采蘋

樓東獨步，冷淡處別饒一種哀絕」。16這些伶人精湛技藝影響所

及，是劇場文化重藝不重色。17金德輝老年登臺仍被稱讚「南部

絕調」，18小旦余紹美「滿面皆麻，見者都忘其醜」，馬繼美則是

「年九十，為小旦，如十五六處子」。19

清代滿族入關後整頓女樂，女戲子一再為政府所禁。順治八

年清世祖下旨命教坊司停止女樂，改用太監替代。20雖然不久後

13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卷十一，頁5b「趙必達」條，總頁676。

14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卷十四，頁23b「柳生」條，總頁936。
15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五，頁

128。
16  〔清〕沈起鳳：《諧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十二，
頁1a「南部」條，總頁463。

17  李曉：〈崑劇表演藝術的乾嘉傳統及其傳承〉，《藝術百家》1997年第4
期，頁87-88。

18  〔清〕彭兆蓀：〈揚州郡齋雜詩二十五首〉中，「臨川曲子金生擅」之作
者註，《小謨觴館詩集》卷八，頁7b，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492冊
（臺北：四庫全書編纂處暨中國學術史研究所，1965年），總頁605。

19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頁127、124。
20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見王雲五總纂《萬有文庫》（上海：商務
印書館，1936年），冊二，卷174，樂考20，頁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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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刑雜犯〉：「民間婦女中有一等秧歌腳墮民婆及土妓流娼女戲遊
唱之人，無論在京在外，該地方官務盡驅回籍。若有不肖之徒，將此等婦
女容留在家者，有職人員革職，照律擬罪。其平時失察，窩留此等婦女之
地方官，照買良為娼不行查拏例罰俸一年。」（香港：蝠池書院出版有限
公司，2004年），頁526。

25  陸萼庭：《崑劇演出史稿》修訂本（臺北：國家出版社，2002年），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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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13擅長演《躍鯉記》的男旦柳生，也能「供頓清饒，折旋婉

便，稱一時之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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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津津樂道的，可以集秀班旦色金德輝為例，他演《牡丹亭．尋

夢》、《療妒羹．題曲》，被讚為「春蠶欲死」，15「彷彿江采蘋

樓東獨步，冷淡處別饒一種哀絕」。16這些伶人精湛技藝影響所

及，是劇場文化重藝不重色。17金德輝老年登臺仍被稱讚「南部

絕調」，18小旦余紹美「滿面皆麻，見者都忘其醜」，馬繼美則是

「年九十，為小旦，如十五六處子」。19

清代滿族入關後整頓女樂，女戲子一再為政府所禁。順治八

年清世祖下旨命教坊司停止女樂，改用太監替代。20雖然不久後

13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卷十一，頁5b「趙必達」條，總頁676。

14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卷十四，頁23b「柳生」條，總頁936。
15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五，頁

128。
16  〔清〕沈起鳳：《諧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十二，
頁1a「南部」條，總頁463。

17  李曉：〈崑劇表演藝術的乾嘉傳統及其傳承〉，《藝術百家》1997年第4
期，頁87-88。

18  〔清〕彭兆蓀：〈揚州郡齋雜詩二十五首〉中，「臨川曲子金生擅」之作
者註，《小謨觴館詩集》卷八，頁7b，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492冊
（臺北：四庫全書編纂處暨中國學術史研究所，1965年），總頁605。

19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頁127、124。
20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見王雲五總纂《萬有文庫》（上海：商務
印書館，1936年），冊二，卷174，樂考20，頁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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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串」與演員的性別無關，28當以本工的腳色行當為基準，

凡是演出不屬於本行腳色應工的戲，即稱之為「反串」，正如方問

溪在《梨園話》裡所說：「反其常態，謂之反串」，「如令生飾

旦、令旦飾生、淨飾丑而丑飾淨」之類即是。29反串是「演員」與

「腳色行當」之間的關係，非關「演員」與「劇中人」之性別。本

為男性的梅蘭芳演《轅門射戟》的呂布是反串，演楊貴妃反倒是正

常的。戲曲表演因妝扮甚濃且唱唸做表程式化，所以師父只根據嗓

音寬窄、個頭身段等資質條件，分派學生的腳色行當，性別不是分

行的重點。因此男扮女並不需要特別的心理調適。在清政府禁女演

員的前提下，劇中女子當然只得由男性扮演，這是不得不遵守的社

會法規，在此現實條件下，乾旦並不特別。

既然「乾旦」在戲曲界已經成為一項表演以及文化傳統，表演

本身自有一套規範程式，因此男性演員在京劇行業裡學習旦角、飾

演女性時，並沒有任何性別認同的問題，這些唱旦的男孩子，努力

學習旦角身段唱唸，使得自己在形體聲音等各方面，都要比女人還

女人，於是「貼片子」、「綁蹺」、「線尾子」等等化妝穿戴，都

是以修飾男性面容身材為前提，而「小嗓」（假音）的使用，當然

更是為了趨近於女子音聲。一心想的，只是如何精準扎實地學習旦

28  關於戲曲反串，可參考王安祈：〈從「兼扮、雙演、代角、反串」的演出
現象看「當代戲曲」與「古典戲曲」劇場意義的不同〉，收入華瑋、王璦
玲所主編之《明清戲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1998年），以及王安祈：《當代戲曲》（臺北：三民書局，2002
年），頁531-542。

29  周明泰：《京劇近百年瑣記》（原名《道咸以來梨園繫年小錄》），收入
《平劇史料叢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4年），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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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女子也由男性扮演，稱為「乾旦」，也叫「男旦」。直到同

治末、光緒初，才有女演員「坤伶」登場。起初是「全女班」，

民國後還明令禁止男女合演，以免「有傷風化」。26一九一七年上

海「大世界」遊樂場落成開張，座落在法租界，內有「乾坤大京

班」，首先實行男女合演，法租界「共舞臺」廣告，也以男女合演

為號召。27

京劇乾旦代表梅蘭芳，對於在舞臺上以男扮女，應該沒有尷尬

不安的心理問題需要調適。如前所述，男扮女並不始於京劇，「乾

旦傳統」在戲曲表演史上早已形成，而此傳統更有另一傳統為其奠

基，即是戲曲表演程式中的核心關鍵：腳色。傳統戲曲在「演員」

和「劇中人」之間，多了「腳色」這一道關卡，演員必須通過「腳

色」的扮飾才能轉換成劇中人，人物塑造的流程不是直接由「演

員」體驗「劇中人」，而是「演員→腳色→劇中人」。就腳色與演

員之間的關係而論，腳色代表演員對於「表演藝術」的專精，必須

熟練本行腳色程式化的唱唸做打才能進入人物扮演；就腳色和劇中

人的關係而言，不同的腳色象徵著不同的「人物類型」，包括性

別、身分、性格。

26  許錦文：《梨園冬皇孟小冬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
44。

27  萬伯翱、馬思猛：《孟小冬：氍毹上的塵夢》（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
年），頁20。大世界的京劇演出場地稱為小京班，後因票價低觀眾多，劇
場拓寬舞臺加大，小京班改稱大京班。孟小冬來了之後開創了男女合演，
黃楚九把大京班改名乾坤大劇場。許錦文：《梨園冬皇孟小冬傳》，頁46 
則說金少梅由北南來開始男女合班。

001-027.indd   6 2011/9/23   1:27:54 AM
bb.indd   22 2011/10/18   11:38:15 AM



007第一章　乾旦梅蘭芳

「反串」與演員的性別無關，28當以本工的腳色行當為基準，

凡是演出不屬於本行腳色應工的戲，即稱之為「反串」，正如方問

溪在《梨園話》裡所說：「反其常態，謂之反串」，「如令生飾

旦、令旦飾生、淨飾丑而丑飾淨」之類即是。29反串是「演員」與

「腳色行當」之間的關係，非關「演員」與「劇中人」之性別。本

為男性的梅蘭芳演《轅門射戟》的呂布是反串，演楊貴妃反倒是正

常的。戲曲表演因妝扮甚濃且唱唸做表程式化，所以師父只根據嗓

音寬窄、個頭身段等資質條件，分派學生的腳色行當，性別不是分

行的重點。因此男扮女並不需要特別的心理調適。在清政府禁女演

員的前提下，劇中女子當然只得由男性扮演，這是不得不遵守的社

會法規，在此現實條件下，乾旦並不特別。

既然「乾旦」在戲曲界已經成為一項表演以及文化傳統，表演

本身自有一套規範程式，因此男性演員在京劇行業裡學習旦角、飾

演女性時，並沒有任何性別認同的問題，這些唱旦的男孩子，努力

學習旦角身段唱唸，使得自己在形體聲音等各方面，都要比女人還

女人，於是「貼片子」、「綁蹺」、「線尾子」等等化妝穿戴，都

是以修飾男性面容身材為前提，而「小嗓」（假音）的使用，當然

更是為了趨近於女子音聲。一心想的，只是如何精準扎實地學習旦

28  關於戲曲反串，可參考王安祈：〈從「兼扮、雙演、代角、反串」的演出
現象看「當代戲曲」與「古典戲曲」劇場意義的不同〉，收入華瑋、王璦
玲所主編之《明清戲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1998年），以及王安祈：《當代戲曲》（臺北：三民書局，2002
年），頁531-542。

29  周明泰：《京劇近百年瑣記》（原名《道咸以來梨園繫年小錄》），收入
《平劇史料叢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4年），頁49。

001-027.indd   7 2011/9/23   1:27:54 AM

性別、政治與京劇表演文化006

劇中女子也由男性扮演，稱為「乾旦」，也叫「男旦」。直到同

治末、光緒初，才有女演員「坤伶」登場。起初是「全女班」，

民國後還明令禁止男女合演，以免「有傷風化」。26一九一七年上

海「大世界」遊樂場落成開張，座落在法租界，內有「乾坤大京

班」，首先實行男女合演，法租界「共舞臺」廣告，也以男女合演

為號召。27

京劇乾旦代表梅蘭芳，對於在舞臺上以男扮女，應該沒有尷尬

不安的心理問題需要調適。如前所述，男扮女並不始於京劇，「乾

旦傳統」在戲曲表演史上早已形成，而此傳統更有另一傳統為其奠

基，即是戲曲表演程式中的核心關鍵：腳色。傳統戲曲在「演員」

和「劇中人」之間，多了「腳色」這一道關卡，演員必須通過「腳

色」的扮飾才能轉換成劇中人，人物塑造的流程不是直接由「演

員」體驗「劇中人」，而是「演員→腳色→劇中人」。就腳色與演

員之間的關係而論，腳色代表演員對於「表演藝術」的專精，必須

熟練本行腳色程式化的唱唸做打才能進入人物扮演；就腳色和劇中

人的關係而言，不同的腳色象徵著不同的「人物類型」，包括性

別、身分、性格。

26  許錦文：《梨園冬皇孟小冬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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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女性形象塑造的美學高標。講究身體的「重度」，強調「剛

柔相濟」、「外圓內方」、「藏在內裡的勁兒」，表演追求「大

氣」。32

崑劇的「正旦」也要求沉著穩重，衣著多為素色褶子，以唱

工為重，多扮演受苦而貞烈的中年或青年已婚婦女，與「閨門旦」

的「幽約怨悱、纏綿多情」氣質不同。但崑劇最受歡迎的才子佳人

戲，女主角以窈窕淑女、大家閨秀或娼門名妓為多，杜麗娘、陳妙

常、李亞仙、霍小玉、崔鶯鶯、謝素秋、花魁女等，幾乎成了崑旦

代表人物，她們都由閨門旦應工，深掘幽微的曲文，配上悠緩細微

的身形挪移、旖旎嫵媚的神色姿態，33整體表演「春蠶欲死」。

京崑的「身體」在似與不似間，同為戲曲代表，同具戲曲特

質，但二者又有極精微的差異。34上海崑劇院名旦張靜嫻曾在演講

中提到，35她曾向陳正薇老師學過京劇，陳老師在她表演時一路提

醒糾正：「穩著點，穩著點，這是京劇！」張靜嫻原擅崑劇正旦兼

演閨門旦，纏綿婉媚、顧盼含情，整個「身體」和京劇的大方沉穩

32  王安祈：〈京劇梅派藝術裡梅蘭芳主體意識之體現〉，《為京劇表演體系
發聲》（臺北：國家出版社，2006年），頁31-98。

33  吳新雷：《中國崑劇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
568。

34  例如李銘偉：《崑劇表演方法研究：論「演員身體」的構成元素與角色創
造上的運用》（臺北：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此篇論文
論崑劇的身體卻大量引用京劇演員鄒慧蘭：《身段譜口訣論》（甘肅：甘
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竟也能與理論大致相合。

35  張靜嫻於2008年4月18日在臺北木柵國光劇場演講時所說。陳正薇，上海戲
劇學校「正」字輩畢業，與顧正秋、周正榮、關正明等同班，1948年拜梅
蘭芳為師，長期在江蘇省戲曲學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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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程式化的功夫，如何「男身塑女形」。30

但是，觀眾對待乾旦的眼光心態，以及乾旦養成的教育和環

境，卻可能在梅蘭芳心理蒙上一層陰影，進而影響他的京劇旦行性

格塑造。關於觀眾對待乾旦的態度，「梨園花譜」的研究在學界已

然展開，31本文集中於乾旦梅蘭芳本人對於自身性別轉換的心理探

析。這項研究，先從京崑不同的旦行表演美學說起。

二、她╱他的雅正：梅蘭芳的性別陰影

（一）從風情旖旎到端莊雅正

梅蘭芳首創京劇以旦行掛頭牌之風氣後，京劇女性的形象塑

造至今仍以梅派為最高美學標準。而梅蘭芳的女性塑造卻不同於之

前的崑劇，崑旦的表演以「風情旖旎、纏綿婉轉」為主要表徵，梅

蘭芳卻刻意削弱淡化綽態柔情，轉而以「大方沉著、端莊雅正」為

30  例如梅蘭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7年再
版），頁24-25；程硯秋：《程硯秋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頁3-4；趙榮琛：《翰林之後寄梨園》（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1997年），頁27、43-45；宋長榮：《活紅娘—宋長榮自述》（江蘇：江
蘇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年），頁4。

31  花譜研究，吳存存有多篇論文，例如〈清代梨園花譜流行狀況考略〉，
《漢學研究》26卷2期（2008年6月），頁163-184。〈梨園花譜—清中晚
期北京男風盛行下的流行讀物〉，《中國性研究》2卷6期（2007年），頁
9-24。〈清代士狎優蓄童風氣敘略〉，《中國文化》15、16期（1997年），
頁231-243。《明清性愛風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等。又
如張遠：《清中期北京梨園花譜中的性別特質建構》（臺北：臺灣大學歷
史系博士論文，2010年）。本人也曾指導王照璵：《清代中後期北京「品
優」文化研究》（南投：暨南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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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王安祈：〈京劇梅派藝術裡梅蘭芳主體意識之體現〉，《為京劇表演體系
發聲》（臺北：國家出版社，2006年），頁31-98。

33  吳新雷：《中國崑劇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
568。

34  例如李銘偉：《崑劇表演方法研究：論「演員身體」的構成元素與角色創
造上的運用》（臺北：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此篇論文
論崑劇的身體卻大量引用京劇演員鄒慧蘭：《身段譜口訣論》（甘肅：甘
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竟也能與理論大致相合。

35  張靜嫻於2008年4月18日在臺北木柵國光劇場演講時所說。陳正薇，上海戲
劇學校「正」字輩畢業，與顧正秋、周正榮、關正明等同班，1948年拜梅
蘭芳為師，長期在江蘇省戲曲學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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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程式化的功夫，如何「男身塑女形」。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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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例如梅蘭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7年再
版），頁24-25；程硯秋：《程硯秋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頁3-4；趙榮琛：《翰林之後寄梨園》（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1997年），頁27、43-45；宋長榮：《活紅娘—宋長榮自述》（江蘇：江
蘇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年），頁4。

31  花譜研究，吳存存有多篇論文，例如〈清代梨園花譜流行狀況考略〉，
《漢學研究》26卷2期（2008年6月），頁163-184。〈梨園花譜—清中晚
期北京男風盛行下的流行讀物〉，《中國性研究》2卷6期（2007年），頁
9-24。〈清代士狎優蓄童風氣敘略〉，《中國文化》15、16期（1997年），
頁231-243。《明清性愛風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等。又
如張遠：《清中期北京梨園花譜中的性別特質建構》（臺北：臺灣大學歷
史系博士論文，2010年）。本人也曾指導王照璵：《清代中後期北京「品
優」文化研究》（南投：暨南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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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環境文化思潮的回應；從個人因素分析，則或與梅蘭芳試圖擺

脫相公堂子的出身陰影有關。

（二）以雅正擺脫相公堂子出身陰影

四大徽班進京之後，除了給京師舞臺帶來新劇目、新唱腔、

新演員，從而引起了戲曲變革之外，新的娛樂業「打茶圍」（又稱

「逛堂子」）也在京城開始盛行，一直流行到清末。關於「打茶

圍」（逛堂子），么書儀在《晚清戲曲的變革》一書中有詳細考

察：37「打茶圍」主要內容是以歌侑酒，是由戲班中年輕的男演員

（特別是乾旦）在演出的餘暇從事侍宴、陪酒、唱曲、閒談等應酬

的收費行業。營業地點，可以應召前往顧客指定的酒樓飯莊，而大

多數是在營業者的「下處」。下處即住處，一般的伶人大夥兒住在

一起稱「大下處」，自稱「公中人」；成名的伶人別立下處，稱作

「私寓」或「私坊」。伶人各立「堂名」為住處的標誌，自稱「堂

名中人」，伶界自己的習慣叫「堂號」。歌郎臺上演戲畢，臺下侑

酒作陪，堂子的興盛，事關戲班興盛與伶人走紅。嘉慶以後直到光

緒間，堂子與「科班」共存，共同擔當培養藝人的職責。據么書儀

統計，晚清戲曲演員，從堂子培養出來的所占比例最大，曲界的名

伶，也大多是堂子的主人。「同光十三絕」中，梅巧玲稱景和堂主

人，劉趕三為保身堂主人，余紫雲為勝春堂主人，徐小香為岫雲堂

主人，時小福為綺春堂主人⋯⋯今人敘其事跡，大多朦朧其事，彷

彿如文人之堂號，其實他們實實在在地開著堂子，養著許多立過賣

37  么書儀：《晚清戲曲的變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92-
152。另見么書儀：〈作為科班的晚清北京「堂子」〉，《北京社會科學》
第3期（2004年），頁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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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雖然張的時代較晚，但陳正薇的提醒，精微地點出了京崑身

體表現的不同，可為輔證之例。而二者的不同，並不是行當劃分的

不對應。

京劇在「青衣」和「花旦」之間也有另一個介乎其間的行當

「花衫」。所謂介於二者之間，是指「兼備青衣表演之擅長（唱

工），以及花旦表演之特質（身段靈巧、唸白爽利）」，追求的是

唱唸做表舞蹈身段俱佳，而非整體氣質介於端莊和俏皮之間。「派

頭大方」始終是梅派公認的先決條件，而梅派正是京劇旦行代表，

「雅正」是梅蘭芳所確立的京劇旦行表演典範。

由風情旖旎到端莊雅正，戲曲表演史上女性丰姿的轉變，是梅

蘭芳刻意的追求。和「身體」的改變相呼應的，是他對於所飾人物

的性格，也精心挑選、嚴加把關，「他」所演的「她們」，絕對不

涉情慾。例如他堅持不演性格不貞的東方氏（《虹霓關》），刻意

修改腿部身段、沖淡《牡丹亭．驚夢》中杜麗娘的思春情態，更花

了一生心思漸次修改《貴妃醉酒》，使其由風情放恣轉化為雍容華

貴的代表（詳下文）。對於人物塑造與表演風格，梅蘭芳是自覺自

主的整體思考。

筆者認為，梅蘭芳刻意追求女性端莊形象，意在擺脫個人出身

於「相公堂子」（稚齡乾旦侑酒陪宴）的陰影。此點筆者在〈梅蘭

芳以雅正為女性塑造的內在隱衷〉一文中，36曾試圖探析，提出梅

蘭芳力求雅正的內在隱衷分為兩點：從大處說，可視為梅蘭芳對外

36  收入國科會人文處、彰師大國文系主編：《臺灣學術新視野（國科會文學
學門90—94研究成果發表）》（臺北：五南文化事業，2007年），頁814-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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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馮耿光，立即將書全數收購焚燒銷毀。這段過程被記錄在鄭逸梅

的《藝林散葉續編》第一五三條，41梅蘭芳及其友人對於自己名譽

的維護是這麼刻意謹慎，這麼小心翼翼。

筆者以為，梅蘭芳在所飾女性的性格塑造上有意識地力求端莊

雅正，很有可能和這段歷史有關。

梅蘭芳對於所飾角色的性格以及整體戲的風格，都有意識地力

求典雅端正，這樣清晰的自覺自主，表現在他邀請文人為自己量身

打造新編戲時，也表現在他對傳統老戲的改編、詮釋與定調，最明

顯的例子是《貴妃醉酒》。

《貴妃醉酒》原來傳統的演法大致都遵循筱翠花，做表十分

細膩，充分發揮腰腿、水袖和蹺工。但梅蘭芳覺得有些地方未免

「做過了頭」，42甚至人物性格都因此而扭曲了，因此作了明顯的

改造。在回憶錄《舞台生活四十年》裡，梅蘭芳特別詳細說明了這

段過程。梅氏的這齣戲學自路三寶，也是筱翠花的路數，學全了之

後經常演出，但每次演的時候都自我反省，對於做過了頭的部分

「陸續加以沖淡」，43但仍覺得不夠理想，因而動了「徹底改唸白

唱詞」的念頭。最後的定本，不僅把原來「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

迷人人自迷」的詞，改為「酒入愁腸人易醉、平白誆駕為何情」；

也將酒醉後和高裴二太監輕狂調笑的做表徹底改掉；更將「臥魚」

41 么書儀：《晚清戲曲的變革》，頁214。
42  梅紹武等編：《舞台生活四十年》，《梅蘭芳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
出版社，2001年），頁228。

43  梅紹武等編：《舞台生活四十年》，頁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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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契的歌郎，這是主人主要經濟來源之一。歌郎被捧紅後，有客人

「老斗」為之贖身，則可另立門戶，開設自己的堂子。

梅蘭芳出身於堂子。這段歷史，在戲曲論著中詳略不一，大

都已被隱去或「淨化」。么書儀在〈一幀照片的五種說明〉一文

中，38根據同一張照片不同時期的文字解說（圖說），做出了明確

考察：梅蘭芳幼年在「雲和堂」裡學藝，人稱梅郎，為雲和堂「十

二金釵」中之人物。

堂子在民國以後被禁止，田際雲於民國元年四月十五日遞呈子

給北京外城總廳，要求「查禁韓家潭像姑堂子，以重人道」，39十

二月，外城巡警總廳刊出告示，批准了田際雲的申請。告示中對堂

子的定位是「實乖人道」的「藏污納垢之場」，「玷污全國，貽笑

外邦」；對於堂子裡的歌郎，作了這樣的貶抑譴責：「以媚人為生

活，效私娼之行為」、「人格之卑，乃達極點」。從此堂子歌郎成

為被歧視和忌諱的字眼。40相公堂子出身的藝人，當然不願舊事重

提。

「堂子出身」是在梅蘭芳舞臺生涯回顧、傳記、文集以及相關

論著中幾乎被抹去的一段歷史，不僅為梅蘭芳著書立傳的作者有意

為賢者諱，梅蘭芳本人一定更不願意重提童年往事。民國八年，穆

辰公所著小說《梅蘭芳》由奉天時報社出版，該書以小說體從梅之

出身敘起，幼年為歌郎的生活也化為書中情節。書一出版，愛護梅

38 么書儀：《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頁11-14。
39 么書儀：《晚清戲曲的變革》，頁141-142、209。
40 么書儀：《晚清戲曲的變革》，頁141-14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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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馮耿光，立即將書全數收購焚燒銷毀。這段過程被記錄在鄭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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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么書儀：《晚清戲曲的變革》，頁214。
42  梅紹武等編：《舞台生活四十年》，《梅蘭芳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
出版社，2001年），頁228。

43  梅紹武等編：《舞台生活四十年》，頁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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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第一章　乾旦梅蘭芳

多的戲碼的心理，所以特別推出了頭、二本《虹霓關》。不過梅蘭

芳選演的劇中人，並不是頭號主角東方氏一人到底，而是「頭本東

方氏、二本丫鬟」（二本東方氏由當時正好南下的王蕙芳飾演），

其中原因何在？一方面因為「改扮兼飾」45可引起觀眾不同的觀賞

重心與興趣，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梅蘭芳自覺自己的個性不適合二

本東方氏，反而比較喜歡演丫鬟一角。《虹霓關》演的是東方氏之

夫為王伯黨所殺，東方氏為夫報仇，挑戰王伯黨。但陣前對壘，見

王相貌英挺，當下動心，欲改嫁於王。對於這樣一位女子，梅蘭芳

明白地說自己不願意演：「因為我的個性對二本裡的東方氏這一類

的角色太不相近，演了也準不會像樣的緣故。」46而二本裡的丫鬟

在劇中主要擔當的是勸說東方氏的功能，梅蘭芳認為丫鬟雖然採花

旦的動作，但是性格反而「接近青衣的味兒」，47因此決定用改扮

兼飾的方式，開創了「頭本東方氏、二本丫鬟」的新演法，非常受

到歡迎。

這個例子不僅可以看出梅氏在行當分類之下對人物性格的細膩

體會，更可以看出梅蘭芳在選定所扮飾的人物時，明顯地是由自我

的個性出發，演或不演，不僅取決於行當分類、技藝分工，更主要

考慮的是「性之近與不近」，「劇中人與自我性格必須貼近吻合」

是最主要的前提與原則。梅蘭芳希望觀眾從舞臺上女性形象裡看見

45  關於改扮兼飾，詳見筆者〈從「兼扮、雙演、代角、反串」的演出現象看
「當代戲曲」與「古典戲曲」劇場意義的不同〉，《明清戲曲國際研討會
論文集》，以及《當代戲曲》，頁499-548。

46 梅紹武等編：《舞台生活四十年》，頁138。
47 梅紹武等編：《舞台生活四十年》，頁13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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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段深化為「嗅花聞香、醉倒花叢」。一再精修之後，這齣戲成為

梅派代表作，取代了原來筱翠花的路數。後來演這戲的後學者，幾

乎一面倒地以梅派為依歸。筱派的演法，流傳至今，只能在二○○

六年過世的乾旦藝術家陳永玲的演出中窺見端倪。

梅蘭芳對這齣戲的修改歷程很長，根據梅派愛好者齊崧《談

梅蘭芳》44一書所記，他不僅看過早年梅蘭芳根據筱翠花版本所演

的放浪形骸的貴妃，抗戰勝利後，看到的演出都還和最後的定本有

一些不同。齊崧曾根據現場觀看的印象和後期的錄音相比，提出

「且自由他」的「他」字唸法，即有三個階段的不同：最初為大聲

唸出，在眾宮女面前宣洩自我的不滿；之後採小聲輕唸，唯恐眾人

窺出她的失意；最後則只化為一聲自憐自傷的喟嘆。齊崧認為一個

「他」字的唸法，就能夠體現出梅氏藝術的幾個演進階段。這齣戲

的修改歷程，幾乎貫穿梅氏一生的演出歷程，早期的修改多半從深

刻體會劇中人心情出發，愈到後期，梅派戲中梅氏自我的形象已經

愈來愈明晰，劇中貴妃的氣度與梅蘭芳個人的特質已經完全貼合為

一了，最後定型的《貴妃醉酒》，堪稱華麗與孤寂的交織。觀眾幾

乎很難具體分辨，這樣迥異於最初筱翠花形象的貴妃，到底是梅蘭

芳對劇中人的詮釋形塑，還是他想在觀眾面前所呈現的「純淨自

我」。

另一個例子是《虹霓關》。民國初年梅蘭芳剛走紅之際，上海

之行的戲碼原本是以本工的正工青衣為主，但因演出檔期甚長，為

了偶作調劑，且為了適應上海觀眾愛看唱做並重、甚至做工表情偏

44 齊崧：《談梅蘭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頁12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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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梅紹武等編：《舞台生活四十年》，頁138。
47 梅紹武等編：《舞台生活四十年》，頁13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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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雖然當時他們還不認識，但齊如山熱心地寫了細膩的長信提

醒梅。梅接到信後，並未回應也沒有和齊如山聯絡，但緊接著下一

回《汾河灣》的演出，梅在舞臺表演上體現了他的從善如流。坐在

觀眾席上的齊如山大為驚訝也十分欣慰，從此開始了和梅的一段信

件交情—雖然是單向的，只有齊寫給梅，但二人的藝術心靈開始

貼近。

京劇史津津樂道齊如山觀賞梅蘭芳的《汾河灣》後，去信討論

表演的這段掌故，視之為著名藝術家和文人結交的佳話，但卻鮮少

提及齊如山與梅蘭芳剛開始相處時，對於梅出身的心理顧忌。在齊

如山的回憶錄裡，是這樣記錄的：雖然跟梅寫了這麼多封信，卻還

沒跟他長談過，只有時在戲院內碰見時說幾句話，絕對沒有到梅家

去過一趟。為什麼呢？

一因自己本就有舊的觀念，不太願意與旦腳往來，二則也怕

物議。自民國元年前後，我與戲界人往來漸多，但多是老

腳，而親戚朋友本家等等所有熟人都不以為然，有交情者常

來相勸，且都不是惡意，若再與這樣漂亮的旦腳來往，則被

朋友不齒乃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未敢前往。三則彼時相公堂

子被禁不久，蘭芳離開這種營業，為自己名譽起見，決定不

見生朋友，就是從前認識的人也一概不見，這也是應該同情

的地方。49

在這段資料裡，齊如山不僅明白指出梅蘭芳出身於「相公堂

49  齊如山：《齊如山全集》第八冊（臺北：重光文藝社1964年初版，聯經出
版公司1979年增聯補再版），頁106。

001-027.indd   17 2011/9/23   1:27:55 AM

性別、政治與京劇表演文化016

「端莊雅正的梅蘭芳」。

更重要的例子是崑劇〈驚夢〉，這是梅蘭芳經常演出的拿手劇

目，學自蘇州名崑旦喬蕙蘭以及陳德霖和丁蘭蓀等。合作演小生的

先後有姜妙香和俞振飛，後來還曾和俞振飛拍過戲曲電影片，留下

永恆的表演紀錄。崑劇的表演規範極為嚴格，京劇演員學崑也都只

為打基礎，多半模擬定型化的演法，很少加入自己的詮釋。而梅蘭

芳卻對〈驚夢〉做了有意識的修改，這個舉動顯然不尋常。在《舞

台生活四十年》裡，梅特別提到修改了【山坡羊】曲子「和春光暗

流轉」的身段做表，他認為靠在桌子邊蹲下站起的身段太「尖銳、

過火」了，他強調說「我們只能認為這是杜麗娘的一種幻想，絕不

是蕩婦淫娃非禮的舉動。這是少女的春困，跟少婦的思春是有著相

當的距離的，似乎也不一定要那樣露骨的描摹」，所以最後他的決

定是：「保留表情部分，沖淡身段部分」，於是，這句的表演修改

成「轉到桌子的大邊，微微做一斜倚而又慵懶的樣子，再加上一個

抖袖，就此結束了這一句的動作。」48

力求端莊雅正和擺脫堂子歌郎陰影之間的關係，雖然無法舉出

明確具體的證據，但可從齊如山敘述和梅交往相處的態度裡，得到

某種暗示。雖然那是齊如山的態度，但若由此反向推論梅蘭芳的心

理，應該是成立的。

梅蘭芳剛走紅時，齊如山看了他的《汾河灣》，覺得相當不

錯，只可惜有一點做表上的遺憾，當飾演薛仁貴的老生在表演大段

唱腔時，梅蘭芳背對著觀眾沒有任何表情。齊如山認為這是不合戲

48 梅蘭芳：《舞台生活四十年》，頁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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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經挑選引用，資料的證據意義就重疊了一層。齊如山曾表示，

當時及其前中國政學界對於伶人多持輕視態度，儘管交往捧場，

但總有把出了名的紅伶當作禁癵看待的心裡，平常不知有多好的

交情，但到了用文字稱呼時，絕不肯稱兄道弟，總是以「小友」

相呼。在戲界來說，小友原是文人對狎暱童伶的稱呼，有鄙視之

意。54齊如山很注意這點，與梅的書信絕不以「小友」相稱，甚至

後來鼓勵梅蘭芳接受美國大學的博士頭銜時，還特別提到有了博

士頭銜即可完全避開小友的稱呼：「有一兩位同事之人，一切做事

專為自己，例如波摩那學院及南加州大學要贈梅蘭芳以博士學位，

他們都極力反對，他們所以反對，是吃醋，因為他們留學幾年沒得

到一個博士頭銜，所以反對此事。他們一反對，蘭芳就有點不敢接

受。臨了倒是我主張使他接受的。」

接著，齊如山很坦白地說出了深層考慮：「我所以主張使你

接受，另有意義，說來不值一文，更是可笑」，就是因為從此能有

正式的稱呼：「如今你有了博士銜，則大家當然都稱博士，既自然

又大方，這是我使你接受的本意。」可見直到梅蘭芳接受博士學位

之前，相公堂子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對於自己在舞臺上的人物形

象，當然要以近乎戒慎恐懼的心態，刻意朝雅正方向塑造。

過往的痕跡、出身的陰影在文獻裡拋撇不掉，而梅蘭芳努力

地在臺上臺下、戲裡戲外同步呈現自己的端正形象，建立雅正典

54  么書儀在《晚清戲曲的變革》中，引明人周祁《名義考》以為「小友」或
為「小幼、小侑」：「歌童俗謂之小幼，柔曼溢于女德。或謂能侑飲為小
侑，不知幼之名有自來，即漢所謂孺也。高之藉孺，惠之閎孺，皆以婉媚
與上起臥，藉、閎其名，孺則幼小而可親慕也。」，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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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且說出梅蘭芳「離開這種營業，為自己名譽起見，決定不

見生朋友，就是從前認識的人也一概不見」。

直到民國三年春天，齊如山才初次到梅家拜訪，而且這次拜訪

是經過慎重考慮後才去的。出發時仍忐忑不安，到了一看，「門庭

靜穆」，齊老先安下了一顆心，接著不僅觀察梅蘭芳本人，肯定他

的「謙恭和藹」、「光明磊落」、「性情品行都可以說很好」，更

重要的是在文中特別指出他「束身自愛」。同時，齊老還觀察他的

家庭，發覺「婦人女子也都很幽嫻貞靜，永遠聲不出戶」，這下才

完全安下了心：「我看這種人家與好的讀書門第也沒什麼分別，從

此我常往他家去。」50

這層心理描述，在陳紀瀅的《齊如山與梅蘭芳》51一書中也特

別引述，陳紀瀅是齊如山在臺的好友，52對齊如山非常了解，作此

書時揀選強調的重點，應能反映齊如山的真實想法。這段從結交到

登門拜訪的過程描述，不僅反映了民國後文人與乾旦（尤其是相公

堂子出身的乾旦）交往的複雜內心，也折射出了歌郎乾旦為了名

譽，無論臺上臺下都潔身自愛、力求端雅的心理。

在陳紀瀅揀選的齊如山與梅蘭芳交往過程記述中，還有一個要

點：「伶人忌諱稱小友」。53雖然陳書都以齊如山回憶錄為依據，

50  齊如山：《齊如山全集》第十冊，頁612；《齊如山回憶錄》（北京：寶文
堂，1989年），頁110。

51  陳紀瀅：《齊如山與梅蘭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頁
26，「舊觀念作祟」一節。

52 詳見《齊如山全集》陳紀瀅所寫序，第一冊，頁7。
53 陳紀瀅：《齊如山與梅蘭芳》，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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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層心理陰影創傷，就對京劇旦行表演造成影響了。

這裡探討的不是端莊雅正或旖旎嫵媚何者為優（原也沒有高下

之分），只試圖提出性別意識與京劇表演的關係。梅蘭芳對於自己

男扮女妝並不扭捏尷尬，但她╱他必須是端莊雅正的。劇中女性是

梅蘭芳理想人格的投射，藉著「她」的良好形象，梅蘭芳建立了自

己的人格形象。雅正的風格又通過流派的譜系代代相傳，端莊雅正

始終是京劇旦行美學。

這是筆者探討的隱衷之第一層，屬於私領域的層面；第二層隱

衷，則出自梅蘭芳作為京劇代言人的使命。

三、他╱她的雅正：梅蘭芳的使命

梅蘭芳之走紅，正逢晚清「戲曲改良運動」與民初五四新文化

思潮，新知識分子嚴厲抨擊舊戲，主張「廢舊戲」改演歐洲寫實主

義「西化的戲」。所謂「舊戲」，就是在中國傳之久遠的「傳統戲

曲」，而民國初年最流行的傳統戲曲，就是京劇。梅蘭芳作為京劇

界最紅的藝人，對於「廢舊戲」的抨擊，絕對不可能充耳不聞，梅

蘭芳如何在這樣的危機中崛起，進而創造了京劇的繁榮鼎盛？

甲午戰爭的慘敗，喚起了中國知識分子力求救亡圖存的自覺，

在時代環境的刺激之下，晚清文學界產生了全面的革命運動。梁啟

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56以小說為主體亟論文學之

56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發表於光緒二十八年，原載《新小
說》第一卷第一期，收入阿英所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
（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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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這是藝術形象，也是他的社會形象與人生方向。堂子原本是伶

人出身常見的管道之一，而在時代變遷的關鍵時刻，社會上對堂子

的印象轉為鄙視，梅蘭芳作為京劇當紅明星，諱言往事的心理是可

以理解的，尤其此刻的他，正試圖由紅牌男旦一步一步轉型成為文

化人，因此對於所飾人物的性格以及整體戲的風格都有意識地力求

雅正，他希望觀眾從舞臺上的女性形象裡看見「端莊雅正的梅蘭

芳」，舞臺上的他╱她，到底是梅蘭芳對劇中人的詮釋形塑，還是

他想在觀眾面前呈現的理想性格、展現的純淨自我？幾乎無從分

辨，而這正是梅蘭芳刻意為之。

臺下潔身自愛，臺上所扮演女性也力求端正，這是梅蘭芳的自

覺自主，而其間還需引筆者另一篇論文作為交相論證。在〈京劇梅

派藝術中梅蘭芳主體意識之體現〉55文中曾指出：梅蘭芳的戲多請

專屬編劇量身打造，「演員」與「劇中人」的形象自始即重疊，劇

中人性格必須與演員自身性格一致，「一位演員化身為特定氣質的

眾多劇中人」，是梅派戲之特質。筆者以「梅派」的成形為探討主

軸，勾勒出梅蘭芳將個人氣質投射到諸劇中人身上、人格特質與表

演風格融合為一、劇中人與演員形象重疊的過程。梅派戲的分期，

就是演員與劇中人疊映的過程。梅派之形成正是演員「建構自我形

象」的過程。一切是梅蘭芳的自覺刻意追求。

舞臺上性別轉換不曾造成梅蘭芳心理調適的困難，因為鬚眉男

子翹起蘭花指、貼片子扮演妙齡女子，在戲曲表演傳統裡是常態。

但是，乾旦養成教育的不純粹，伴歌侑酒觥籌交錯間的性別曖昧，

55  王安祈：《為京劇表演體系發聲》（臺北：國家出版社，2006年），頁31-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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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很有意義，「取材時事、諷世警俗、開化民智」。57因而他回

到北京後，就對京劇的題材開始認真思考：「我們唱的老戲都是取

材於古代的史實，雖然有些戲的內容是有教育意義的，觀眾看了也

能多少起一點作用，可是如果直接採取現代的時事編成新劇，看的

人豈不更親切有味？收效或許比老戲更大。」這種念頭，梅自稱為

「新思潮」。58新思潮在腦子裡轉了半年後，終於付諸實踐，在和

身邊眾文士研商後，一九一三年推出了《孽海波瀾》，一九一四年

二次由上海回來後，又推出了《宦海潮》、《牢獄鴛鴦》、《鄧霞

姑》、《一縷麻》等，都是時裝新戲。

梅蘭芳曾舉出實際例子證明這些戲對當時社會的具體影響，59

一再強調這些戲的社會意義，在「舞臺生活五十年紀念會」上的講

話，更完整回顧了當年編演時裝新戲的動機以及整個時代背景：

「清末民初的時候，戲劇的社會教育作用逐漸明確，話劇已經開始

活躍起來，在北京我看到了王鐘聲先生的話劇，在上海又看到了春

柳社的話劇，得到了很大的啟發，我感到了演員對社會的責任，就

先後排演了以當代故事為題材的《孽海波瀾》、《一縷麻》、《鄧

霞姑》、《童女斬蛇》等時裝戲，內容是反映婦女受壓迫、婚姻不

自由等不合理社會現象和破除迷信的社會要求，從今天看來，這些

劇本的內容和形式是有很多缺點的，但在當時社會裡，卻起了一些

57 梅紹武等編：《舞台生活四十年》，頁197。
58 梅紹武等編：《舞台生活四十年》，頁210。
59  天津萬易兩家早有婚約，後來易家的兒子得了精神病，萬家女兒希望解除
婚約卻不為父母所應允。後來全家觀賞了《一縷麻》後，萬家父母受劇情
感動，終於決定解除婚約。梅紹武等編：《舞台生活四十年》，頁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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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作用與政治功能，帶動改良革新的風潮。詩歌、散文、小說之

外，戲曲界無論在實際創作或戲劇觀念上，都有劇烈的改變。梁啟

超等人的創作以雜劇、傳奇形式為主，而這樣的維新思想擴及影響

了整個戲曲界。京劇部分即有北京汪笑儂、上海夏氏兄弟與潘月樵

等親身實踐的京劇改良運動，梅蘭芳所推出的「時裝新戲」也和此

風潮有一定的關係。

最初他以「時裝新戲」，作為對戲曲改良以及新文化思潮的

呼應，新編了《孽海波瀾》、《宦海潮》、《鄧霞姑》、《一縷

麻》、《童女斬蛇》等時裝新戲，劇情時代背景都在當下，甚至更

直接取材於時事新聞，內容主題分別是「暴露娼寮黑暗及妓女受壓

迫」、「反映官場黑暗」、「反抗不自由婚姻」、「反抗舊式婚

姻」、「破除迷信」等。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所做的回憶裡，特別

強調這些戲的編演，是藝人對社會關懷的表現，他也特別舉出實

例，證明這些戲對社會所起的具體效應。雖然他並沒有特別針對新

知識分子的批評做具體的言詞回應，但是他以當紅藝人身分連續推

出多部時裝新戲，不僅響應了晚清的「戲曲改良運動」，更可視為

適應新文化思潮的一種作法。

在《舞台生活四十年》裡，梅蘭芳多次提到他推出時裝新戲的

動機：第一次到上海公演時期，他到新舞臺觀賞了夏氏兄弟的《黑

籍冤魂》、《新茶花》、《黑奴籲天錄》，還到謀得利劇場欣賞了

歐陽予倩所參加的「春柳社」的《茶花女》、《不如歸》、《陳二

奶奶》。這兩類演出形式不盡相同，前者保留了京劇的文武場和

唱腔，不過服裝扮相是現代的；後者則是所謂「純粹話劇化的新

戲」。無論哪一類，梅看完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這些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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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為京劇舊戲之前途而努力。這時期的知識分子對「舊戲、新

劇」的看法相當分歧，李孝悌於〈民初的戲劇改良論〉一文中共歸

納為三派：62（1）舊戲應完全廢除，代之以西方式的話劇。此派

以胡適和傅斯年為代表。（2）舊劇應做大幅度的改良，但不應廢

除；新式話劇可以同時引進，但新劇與舊戲是不同的東西，不能

用前者的標準來衡量後者。此類以《晨報副鐫》的余上沅為代表，

試圖從比較的態度出發，分析論辨中西戲劇之優劣得失。（3）多

方為舊戲辯護，試圖彰顯其與西方戲劇不同的藝術特質。張厚載為

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新青年》上和胡適、傅斯年等人有過多次交

鋒。

作為流行文娛耀眼紅星的梅蘭芳，當然沒有參與這場理論的

爭辯論戰。當時的他，連時裝新戲都不演了。一九一八年《童女斬

蛇》之後，他便因寫實寫意的藝術衝突，而決定不再編演時裝新

戲。五四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他剛剛推出《天女散花》、《麻姑獻

壽》、《紅線盜盒》，緊接著積極籌備的是《上元夫人》。這是個

以「古裝新戲」為主的時期，這些新編古裝戲劇本多半取材自文學

作品（如《紅樓夢》）或神仙故事，文辭典雅、歌舞曼妙（舞姿模

擬敦煌飛天），新創的古裝頭和古裝造型也比以前的「大頭」更加

秀麗，整體風格淡雅端秀。無論《紅樓夢》或是敦煌，都高度增添

了這些戲的「雅趣」，和在此之前京劇的民間風格大異其趣。

梅蘭芳充滿了藝術自信心，思考的是身段舞蹈與唱腔如何結合

展現出戲的「詩意」、「意境」。他以一派不食人間煙火飄逸出塵

62  李孝悌：〈民初的戲劇改良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期（1993年6
月），頁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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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作用。」60

有關這些新戲創作動機的記載，因為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

因而對於社會意義（尤其是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反映）當然會

特別強調，不過梅蘭芳當時推出多齣時裝新戲是事實，《孽海波

瀾》是他第一部新創作（以前只演傳統老戲，沒有新編新創作的觀

念），緊接著《宦海潮》、《鄧霞姑》、《牢獄鴛鴦》之後，才有

古裝新戲《嫦娥奔月》，時裝新戲是梅派所有新編戲的先頭部隊，

時裝的大膽實驗，對後來古裝扮相（有別於傳統梳大頭、穿帔或褶

子）的嶄新嘗試，應該也提供了心理上以及經驗上的基礎。他在時

裝新戲裡塑造具有時代社會意義的女性，或為不合理社會制度下被

犧牲的女子，或為具抗爭性格有新思維的女性，這些女性新形象的

出現，出自於梅蘭芳的自覺，包括對戲曲演員社會責任的自覺、傳

統戲曲題材局限性的自覺，以及整體文化氣氛的敏銳自覺。儘管後

來他覺得在藝術上很難得到統一，而在《童女斬蛇》之後不再做這

方面的持續嘗試；61但是這幾齣新戲對於梅蘭芳的社會形象都有正

面意義，這是梅蘭芳對於京劇改良運動乃至於整體社會文化改革風

潮的正面回應與積極響應。梅蘭芳當時是以一副「隱然負天下重任

與眾望」的姿態，代表京劇界展示了戲曲的社會責任。

五四新知識分子強烈主張「廢舊戲、演西化的戲」，對舊戲

的抨擊極為猛烈，許多舊學根基深厚同時也受到西潮新學啟迪的文

人，乃在「重新反省傳統文化價值」的動機促動下，自願貢獻所

60 梅蘭芳：《梅蘭芳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2年），頁2。
61 梅紹武等編：《舞台生活四十年》，頁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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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男性塑造的女性完美典型，深刻影響著京劇整個旦行表演。

當梅派成為最高標準，當雅正成為京劇女性典範，其他形象只能退

居次要，甚至淪為邊緣。當正統成形，即使後來女演員登場，女人

演女人，也學習男性形塑的女性，即使服飾裝扮都一成不變。乾旦

在現代社會人數已經不多，但乾旦深刻影響坤旦，乾旦主導著整個

京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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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仙氣」，面對外在的抨擊風暴，而這也是一個「氣韻」養成的

時期—清晰提煉出個人的氣質神韻、再由個人丰姿之發散而後統

攝成為戲劇的整體氣韻。通過這一個時期，才於一九二二、一九二

三兩年之間，接連展現梅派戲更深刻的一面：凝重深沉的《霸王別

姬》、清逸幽怨的《西施》、空靈莊重與華貴氣度兼而有之的《洛

神》，三齣戲相繼登場，梅派藝術的精義高度提煉了出來。通過這

幾齣戲清雅氣韻的提煉，梅蘭芳樹立了京劇「雅正」的性格，京劇

的文學性與藝術性穩穩確立，而後梅幾次出國以「文化代言人、文

化大使」的身分傳播京劇藝術，這些都使得他所從事的京劇藝術，

堂而皇之地成為中國戲曲文化的代表。

關於此點，筆者在〈京劇梅派藝術中梅蘭芳主體意識之體

現〉63文中曾有論述，當時是以「梅蘭芳面對文化衝擊時的抉擇」

為主題，而此處焦點在於以雅正為京劇的性格與形象定位，對於剛

走紅時遭遇的強烈抨擊，梅蘭芳除了一開頭的時裝新戲之外，而後

採取的是「不做回應的回應」，他只以「雅正」穩固京劇的藝術

地位。而對於九一八、抗日戰爭等時代風雲劇變，他以推出《花木

蘭》、《梁紅玉》、《生死恨》等雅正的京劇作為他對時事的參

與。一路行來，梅蘭芳沒有正面和新知識分子爭辯（當然他也不能

以論述方式回應），卻以一個藝人對每一個劇中女性、乃至於每個

人物透射至全劇的風格氣韻的把握，使京劇擺脫五四的抨擊。這一

條脈絡是梅蘭芳對於新文化思潮的回應，也可視為梅蘭芳力求雅正

的內在隱衷。

63 王安祈：《為京劇表演體系發聲》，頁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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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坤伶登場
— 從性別表演到雌雄莫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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