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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運動中對民族形式的提倡、改

造與運用，進一步確定了戲改的具

體內容——「改人」、「改戲」、「改

制」，並對戲曲這一民間藝術中的

「異質」進行了消解與放逐。「三改」

政策提出後，國家權力在全國範圍

內將地方戲曲這類「藏污納垢」的

民間文藝強力納入到主流意識形 

態的規範化管制之中。戲改通過

「戲子」身份的轉變、民間劇團的收

編，以及戲曲文本與演繹的修改、

重釋，成功將充斥着民間「異質」的 

空間改造成為革命話語與民間話語

相互交織的新空間，重構後的民間

文藝也由此成為了建構社會主義大

眾娛樂的重要場域。

新戲曲是建構新中國社會主義

文化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王

笛所指出的，伴隨着1949年以後

國家權力對民間文娛的逐步控制，

國家機器「第一次能夠真正深入到

人們日常娛樂生活的最基本的層

面，並有力量改變其形式與內容，

決定整個從事娛樂行業人們的生

計、命運，控制人們從娛樂中所接

民間文藝異質空間的改造
——評張煉紅《歷煉精魂：新中國戲曲
改造考論》

●黎心竹

新中國成立之初，延安文藝改

造運動在戲曲改造（以下簡稱「戲

改」）中得到進一步的推進。以毛

澤東為決策核心的國家政府延續了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

家延續了延安文藝改

造運動中對民族形

式的提倡、改造與運

用，進一步確定了戲

改的具體內容——	

「改人」、「改戲」、「改	

制」，並對戲曲這一

民間藝術中的「異質」

進行了消解與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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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書評 受的思想和價值觀」1。那麼，值

得考究的問題是，必須接納國家力

量的民間文藝又如何回應國家政

權？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

研究員張煉紅所撰的《歷煉精魂：

新中國戲曲改造考論》（以下簡稱

《考論》，引用只註頁碼）為讀者呈現 

了一幅「細膩革命」的多彩油畫。

該書描繪了新中國成立後戲改迅速

開展的情形，梳理戲改所伴隨的國

家與地方、新中國的「人民」與舊

社會的「民間」、知識份子與藝人之

間各類政治和文化力量的拉鋸及其

融合、消解與疏離，強調了民間文

藝內蘊藏的民眾生活體驗及其所帶 

來的情感積澱在戲改中的重要作

用，提煉出「細膩革命」的核心概念 

（〈序論〉，頁18），並通過文本分析 

從一個新的維度對新中國戲改進行

了較為深入的剖析。

在建國初，對戲曲曲藝文本的

清理、改造與重塑是國家權力重構

民間文藝空間、消解「異質」的重

要方式之一。《考論》顯然意識到了

這一點，作者分別選取了具有代表

性、爭議性的戲曲樣本作為文本分

析的對象，結合時評等史料將文本

放置於歷史情境中解讀，較為全面

地描繪了愛情神話戲、人情戲、鬼

戲、歷史戲、樣板戲等各類戲曲在

新中國戲改過程中的變遷與爭論。

通過對戲改中不同於激進政治革命

的「細膩革命」進行深入分析，張

煉紅認為，戲曲中所暗含的民間文

化能夠對主流意識形態產生無意 

識的消解，民眾生活中緩慢且堅定

的「細膩革命」，是國家政治意識無

法完全將民間意識抹殺的關鍵。可

以說，「細膩革命」是《考論》論述的

核心框架。依作者所言，該書不僅

僅旨在研究戲改，更希望能夠闡釋

民眾的「生活世界」，從戲改中挖掘

出民眾在被歷史現實境遇所框定的

文化精神狀態中潛在的實踐性能

量，設法提煉出更多的正面價值

（頁358）。

一　文本描繪與民間文藝 
空間重構　　　

新中國戲改中的「改戲」，即

是一場對民間文藝文本「場域」的

清理；清理則意味着對民間文藝中

不同於主流意識形態的「異質」加

以放逐。《考論》一書共分為六章，

分別描述了作為愛情神話戲的《白

蛇傳》與《梁祝》、作為人情戲的《碧

玉簪》與《秦香蓮》、作為鬼戲的《李

慧娘》、作為歷史戲的《穆桂英掛

帥》與《四郎探母》等楊家將系列，

以及作為樣板戲的《沙家浜》幾類

經典劇碼的「改戲」過程，從文本

改編的描繪中呈現了「色」、「欲」、

「情」、「理」、「家」、「國」演繹的蛻

變、昇華，凸顯了國家性與地方

性、新中國先進的人民性與舊社會

落後的民間性交錯融合、此消彼長

的戲改網絡。

根植於民間文藝的愛情或多或

少會帶有「色」、「欲」的「不潔」話

語。在張煉紅的解讀下，愛情之

「情」的置換被置身於主流意識形態

話語改造之中，情感的結構性置換

考慮到了大眾的接受程度與情感體

驗。1951年5月5日頒布的〈關於

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簡稱「五五

指示」）就表示，改造是對戲曲中

「細膩革命」是《考論》

論述的核心框架。該

書不僅僅旨在研究戲

改，更希望能夠闡釋

民眾的「生活世界」，

從戲改中挖掘出民	

眾在被歷史現實境	

遇所框定的文化精神

狀態中潛在的實踐性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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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的改造	
的不良內容和表演方法「必要」且

「適當」的修改，強調「應當由最容

易着手和最容易獲得多數藝人同意

的範圍開始，然後逐步推廣，必須

防止在戲曲改革工作上的急躁情

緒，和由此而來的粗暴手段」2。

這在《白蛇傳》與《梁祝》「情」的結

構性置換與「反抗」性質的蛻變中

可以窺探一二。

「五五指示」頒發同年，《人民

日報》有文章將《白蛇傳》和《梁祝》

明確為「優秀的傳說與神話」，以

「豐富的想像和美麗的形象」展現了

「人民對壓迫者的反抗鬥爭與對於

理想生活的追求」3。如此定性後

的《白蛇傳》與《梁祝》自然備受矚

目。《白蛇傳》改編就在順應民間好

惡的基礎上，將白娘子性格中的妖

性盡數除去，將其性格中的烈性展

現出來，白娘子從一個為了感情可

以肆意妄為的妖精，變身為一個勇

於反抗「封建主義」的堅貞賢婦（頁

34）。相對應地，原曲本中面相多

變、時好時壞的法海，則從佛祖弟

子變為「封建主義的象徵」；而出於

反抗正當性與價值性的需要，許仙

對白娘子的愛情也由地方戲中的 

搖擺不定變為堅貞不屈（頁37）。

至此，白娘子和許仙的愛情得到了

昇華，不再是奇詭且充滿「情欲」

的人與妖之戀，而是一場轟轟烈烈

的反抗之戀。私人情感引發的反 

抗變成了「反封建主義」式的反抗

精神。

《梁祝》的命運如同《白蛇傳》，

改編刪去了地方戲中祝英台與梁山

伯同窗曖昧、祝對梁的種種暗示，

刨去了二人感情中摻雜的「不潔」

部分。同時，又在「反封建」主題

需要的基礎上增加了情景衝突以加

重反抗的悲壯性，以此蓋過人們原

本偏好的傳奇喜劇色彩（頁47）。

《梁祝》的悲劇色彩促使其所呈現出

來的反抗性較之《白蛇傳》更為強

烈，梁祝二人情感的糾葛與悲劇皆

歸結於封建社會的壓榨束縛。梁祝

之戀與其說是男女之戀，不如說是

反抗之戀。正如書中所描寫的，此

時戲曲中的愛情戲中已刪淨了曖

昧、不軌、情色等不被主流意識形

態所認可的「污垢」，重構再生的文

本已昇華為對自由幸福生活的追

求。愛情之中所幽閉的隱秘衝動，

瞬間被翻轉為被壓迫者反抗一切專

制與束縛的政治性能量（頁55）。

與《白蛇傳》、《梁祝》不同，

被劃為鬼戲的《李慧娘》則在改編

中刪去了愛情的諸多元素。地方戲

中女主角李慧娘與裴生的愛情故事

被定位為主流意識形態所不容的

「才子佳人」戲，因此受到批評。

舊本地方戲中李慧娘因私情而對裴

生發出的讚美，幾經改編後轉變為

崑劇中仰慕裴生這一「政治小生」

（頁160）身上的反抗精神而來的由

衷讚歎。由此，李慧娘因讚被殺則

變成「政治性的殺害」，鬼魂的反抗

也就隨之變成了「政治性的鬥爭」

（頁163）。依筆者所見，這裏取代

私情的恰恰是時代背景下更具有現

實意義的社會主義反抗精神。在宏

大敍事的框架內， 無論是《白蛇

傳》、《梁祝》還是《李慧娘》，改編

之後的文本顯然比原曲本在塑造社

會主義集體認同上具有更直接明晰

的作用。

由此可見，地方戲中傳承已久

的傳奇經典唱段（折子戲）在戲改

《白蛇傳》改編就在

順應民間好惡的基礎

上，將白娘子性格中

的妖性盡數除去，將

其性格中的烈性展現

出來，白娘子變身為

一個勇於反抗「封建

主義」的堅貞賢婦。

白娘子和許仙的愛昇

華為轟轟烈烈的反抗

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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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書評 中被視為「污垢」的「異質」，或被

置換、或被放逐的情況十分常見。

再如， 地方戲川劇中的《英台罵

媒》、越劇中的《弔孝哭靈》，都因

有損梁祝愛情的「反封建」的主題

而被刪除（頁14）。模糊、散漫的

「反封建」意識則在歷經清理之後變

得更為明確、清晰，由此而來的社

會主義集體認同構建也更為凸顯。

正如張煉紅所言，地方戲中具

體繁複的想像和創造為新中國戲改

實踐奠定了基礎，也埋下了伏線，

但地域色彩和藝術特色則在戲改中

被過濾了（頁14）。出於突出「反封

建」的需要，改造的方向在於淡化

傳奇性，強化悲劇性；悲劇根源則

由原來的機緣巧合變為不容置疑的

「封建壓迫」，也是所謂「壓迫」導

致了民眾喜聞樂見的「大團圓」結

局無法實現。劇中主人公的「反抗」

進一步被詮釋為反對「封建壓迫」

的反抗，並非僅由「情」而發。個

人之「情」隨之而逝，取而代之的

是集體式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壓迫」

與「反抗」。個體在「舊社會」承受

的苦難在文藝工作者演繹的封建社

會階級「壓迫」中得到了看似合理

的解釋，受眾將情感投射到戲裏 

受「苦」、受「難」的可憐角色身上，

伴隨封建階級「壓迫」而來的更為

亢奮的被壓迫者的「反抗」，也讓 

觀眾不由得再三拍掌笑稱：「好！

好！好！」4

經過改造後的新戲曲，「反封

建」主題十分明確，也成為藝術水

準更高、思想意義更大、表現形式

更新的新戲；更確切地說，就是集

思想與藝術性於一體的「愛國主義

的人民新戲曲」（頁218）。戲曲屬

於新中國的「人民」，而不屬於舊社

會的「民間」，藏污納垢的民間文藝

空間在改造中由此被重新定位。 

地方的意義太小，需服從於國家，

繁複紛雜的地方傳奇應該歸於國 

家話語與革命話語的統攝之下； 

舊社會的民間「不潔」，需要昇華 

為「人民」，民間的「色」與「欲」必

須清理，舊社會的「情」與「理」，

應該服從於新中國的「反封建」、

「反壓迫」、「階級意識」與「階級鬥

爭」，個人因遭受不幸不公而進行

的反抗，亦需昇華到受苦人因不滿

階級矛盾而發起階級鬥爭。《秦香

蓮》如此，《碧玉簪》也是如此。世

家恩仇，無一不需要上升到階級和

國家層面。

在這之中，即使是性別，也要

服從於階級意識與階級鬥爭。淮劇

《女審》中扮演秦香蓮的筱文艷這樣

理解秦香蓮與陳世美之間的糾葛，

「秦香蓮對陳世美的仇恨是被壓迫

階級對壓迫階級的仇恨，秦香蓮對

陳世美的鬥爭則是被壓迫人民對封

建統治者的鬥爭」（頁98）。可見，

階級話語下的女性反抗只能從屬於

「階級鬥爭」。而同樣身為女性，皇

姑與秦香蓮都是陳世美案中的受害

者。經過改編後，皇姑的難言之隱

與躊躇掙扎被逐漸抹去——一個

出身「封建階級」的公主，一個出

身貧苦的勞動婦女，後者的苦難依

附於階級鬥爭得以宣洩，前者的苦

難則在水袖起落間消失不見。

粗略一看，主流意識形態似 

乎已經掌控全局，但張煉紅不以為

然。相反，她認為新戲曲既是承 

繼自舊戲曲，改造也就不得不考慮

到民眾的觀賞習慣與情感體驗。 

戲改的方向在於淡	

化傳奇性，強化悲劇

性；悲劇根源則由原

來的機緣巧合變為

不容置疑的「封建壓

迫」，劇中主人公的

「反抗」進一步被詮

釋為反對「封建壓迫」

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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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的改造	
在改編揚劇《百歲掛帥》時，戲曲

作家、文藝評論家田漢提出「犧牲

更大一些，就會顯得楊家一門忠

烈」5，劇作家、時任中國京劇院

副院長的馬少波則認為這個想法並

不實際，因為「這個戲是根據人民

的願望，從大悲劇發展為正劇的結

尾⋯⋯正因為楊家將一門忠烈，

人們很希望她們大獲全勝。十二寡

婦最好一個也不要傷亡，傷亡一個

都會改變了此劇的性格，使觀眾感

到遺憾」（頁207）6。這一觀點得

到了京劇改編者的認同，由是改編

轉向昇華原故事中寄寓的感情和理

想，從家仇恩怨昇華到救國救民，

重點在於描述「犧牲小我」的愛國

主義精神和樂觀主義精神。佘太君

出兵不是為了「忠君」、「保安」，而

是為了「天下百姓」、「救國救民」。

「小我」向「大我」上升，暗喻着個

人情感在「救國」行動中向「愛國主

義情感」的統一，也是個人歸屬於

集體的一種象徵性號召。需要注意

的是，儘管民眾理解的「愛國主義」

與國家「評論闡釋」系統中的「愛國

主義」尚存在差距，但考慮到宣傳

和教育民眾的迫切需要，這種距 

離又往往為意識形態所忽略不計

（頁206）。

可見，《考論》一書十分強調

民間生活體驗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民

間情感，指出戲改過程並不是簡單

的意識形態統攝。作者在隨後發表

的一篇論文中也提到了這一觀點，

她認為基於民間體驗的改造，意味

着新意識形態在戲改進程中面臨詮

釋困境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收斂

威勢，通過吸納多種資源，轉換多

種路徑以騰挪權宜，緩解矛盾；政

治宣傳很大程度上也要考慮到民眾

的接受程度，也是對民間生活體

驗、甚至是民間通俗文化的一種默

認；而「當原有闡釋系統強力運作

誤入『歧途』，乃至超越了人們的接

受限度而使政治宣傳失效時，那就

需要有更為政治『正確』而穩妥的

意識形態運作，以討論、批判等

『糾錯』方式體現國家意識形態內部

所具有的推動新陳代謝的『自我調

節』功能」7。這些對戲曲文藝作

品的討論、糾錯，就是《考論》中

提到的在意識形態介入民間文化生

活後產生的「評論闡釋」系統。

「評論闡釋」系統並不是獨立

的評論系統，它依附於國家，民間

卻又透過其發聲，某種意義上成為

各類力量的溝通渠道。「評論闡釋」

系統的諸多意見都圍繞如何以階級

觀念為核心，將源自個人的不幸而

產生的報仇雪恨提升到基於階級矛

盾而產生的階級鬥爭，促使受苦人

的反抗具有階級鬥爭的普遍意義。

如從傳統地方舊戲中備受屈辱和壓

抑的秦香蓮到淮劇《女審》改編後

的「大翻身」（頁101），秦已然被列

入舊戲改造中最能體現新中國「人

民性」或說「古代人民優秀品質」的

戲曲人物形象。但即便如此，「評

論闡釋」系統依舊對秦香蓮表現了

不滿，有人認為《女審》中秦香蓮

親殺陳世美是為了報私仇，並非 

建立在階級鬥爭之上的「反」；甚至

還有人提出，秦香蓮與陳世美的 

矛盾其實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

（頁100）。

從意識形態介入後產生的「評

論闡釋」系統中，可以看見國家力

量試圖用階級論來規範傳統戲曲內

「評論闡釋」系統的諸

多意見都圍繞如何以

階級觀念為核心，將

源自個人的不幸而產

生的報仇雪恨提升到

基於階級矛盾而產生

的階級鬥爭，促使受

苦人的反抗具有階級

鬥爭的普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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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書評 容，其出發點在於強調民間原生的

「官民對立」和「背叛負義」等方面，

進一步昇華為「階級對立」與「階級

壓迫」，並以此統攝「情」與「理」。

一方面這是意識形態的進入及統

攝，另一方面這也是作者所強調的

一種建立在民間生活體驗上的改

造。作者並不排斥階級論，並認為

階級論使底層民眾的怨憤有了更為

現實明確的宣洩。但在她看來，民

眾對新戲曲的喜愛、叫好並非完全

都是迎合國家的政治宣傳，如果僅

是批判政治意識形態強行闡釋和改

變戲曲，就很難理解為何會有民眾

對新戲曲抱有的極大熱情。

《考論》不僅僅是為了呈現官

方權力如何進入到民間文藝空間進

行「異質」清除，也旨在回到歷史

語境中重讀戲改文本，針對戲改中

所呈現的國家與地方、人民性與民

間性、官與民之間的關係進行細緻

的解釋。作者通過分析不同力量之

間的融合與消解，進一步強調了民

間文化的人民性和民間性的互換以

及民間文化的不可消解性，認為意

識形態的介入首先要考慮到民間文

化的特性，而在意識形態真正介入

進行改造時，民眾生活世界與民間

文化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對意識形態

的介入產生不同程度的反作用。這

與艾柯（Umberto Eco）「符號學的

游擊戰」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

將從微觀處、日常生活層面攻擊社

會結構的薄弱環節這種殊榮最終歸

為大眾的創造，民間力量以這種戰

術來應對意識形態的介入8。儘管

主流意識形態能夠強力介入民間文

藝之中，但並不能完全消解民間文

化，國家力量只能在民間文化的基

礎上深入民間以改造民間文藝的異

質空間，建構社會主義的新文化以

塑造社會主義集體認同。

有意思的是，書中提到「評論

闡釋」系統與民眾之間的聯繫並沒

有想像中密切。在分析《碧玉簪》

劇碼的改造中，作者解釋道，從演

出效果來看，不管評論者怎樣分析

闡述戲中「激烈的自我鬥爭」是否

合理，編導和演員依舊不遺餘力地

投身於戲中「激烈的自我鬥爭」的

表演上，演員的表演並不會全部受

到「評論闡釋」系統的影響，而大

眾則在接受演員痛苦而隱忍的表 

演中尋找共鳴（頁127）。即便是被

統攝為「人民性」的劇碼，也仍會

以戲曲擅長的表演情趣和生活氣 

息有效作用於觀眾接受層面，而與

意識形態宣教保持距離（〈序論〉，

頁10）。

二　民眾視角的缺失與 
消解無力　　

戲改是一個繁複龐雜的過程。

地方戲曲任何一個主題的情節都可

以有多種不同的演繹，不同曲種的

演繹方式又不盡相同，其中又分為

全本戲和折子戲。在《考論》中，

作者通過戲曲分類，揉入了相同主

題的各類地方戲在改造中的不同表

現。但作者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論述

上，也難免失於細緻，解讀得過於

輕巧。

《考論》的特點在於作者着力

強調了「活在民間」的民眾的生活

體驗，隨之提煉出戲改中「細膩革

命」的新概念。書中所說的民間對

在作者看來，民眾對

新戲曲的喜愛、叫好

並非完全都是迎合國

家的政治宣傳，如果

僅是批判政治意識形

態強行闡釋和改變戲

曲，就很難理解為何

會有民眾對新戲曲抱

有的極大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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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力量的消解，建立在作者對民

眾生活體驗的信心之上。國家自民

間而來，又會回到民間而去，深諳

民眾心理的中共在執行文藝政策時

就充分考慮到了民眾的接受程度。

而民間文藝的異質空間之所以具有

不被意識形態消解的可能，如前所

述，是因為意識形態的進入必須考

慮到民眾的接受程度，從而使政治

宣傳得以完美實現，甚至會在一定

程度上保留地方戲曲的民間特性。

民間特性的存在又促使民間文藝總

會有意無意與意識形態拉開差距，

這也導致很多時候民間文藝宣傳與

意識形態宣傳實際上有着不一樣的

面孔，意識形態依附於民間文藝卻

並未真正滲透入其肌理。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經過了意

識形態全面徹底的改造，根深蒂固

的民眾生活與情感體驗仍然會在官

方力量看不見的地方發揮作用，等

待復蘇的時機。1950年7月，文化

部戲曲改進委員會討論並公布了

十二齣禁戲，一度在北平停演的

《四郎探母》雖未列入十二齣禁戲

內，但會議提出此劇應作出重大修

改後才能演出9。關於《四郎探母》 

改編的爭論一直從1950年延續到

1951年。然而，就在1950年11月， 

作為「禁戲」的《四郎探母》依舊在

杭州上演，四大鬚生之一的譚富 

英及其劇團應邀赴杭並於人民大 

會堂演出，新聞短訊還大張旗鼓 

地聲稱：「譚藝員將出演平生傑作

如《戰太平》、《定軍山》、《四郎探 

母》⋯⋯」bk由此可見，時機一到， 

民間文化還是會捲土重來。這種禁

而不絕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56年

第二次戲改高潮，京劇《四郎探母》

在紛紛擾擾的談論聲中於上海、北

京再次上演並引起極大轟動，新民

京劇團在上海的演出就常常人滿為

患。京劇《四郎探母》由此開始在

全國各地輪番上演。

但在《考論》的論述中，民眾

的生活體驗並沒有發出如作者所說

的能夠影響意識形態進入的聲音。

從論據上可以看到，作者採用的大

都是文化精英（如馬少波、田漢、

郭漢城、黃沙）對戲改文本的闡

釋，有關民眾對戲改文本認識的引

證則極為少見。這就導致了在論述

過程中，即便作者一再強調民眾生

活體驗對主流意識形態進入的消

解、民間文藝異質空間對意識形態

改造的消解，讀者看到的仍然是一

個面容模糊的「民眾」。民眾的視

角在此書中實際上是缺失的。

書中關於民眾對戲改的理解與

反應，大部分都只能通過文化精英

的口中轉述。以「穆桂英掛帥」的

故事改編為例，作者使用了京劇

《穆桂英掛帥》的導演鄭亦秋、扮演

穆桂英的梅蘭芳，以及揚劇《百歲

掛帥》的改編者吳白匋等文化精英

關於「穆桂英掛帥」改編的認識，

對於民眾認識與理解「穆桂英掛帥」

改編的闡述則相對單薄。如前所

述，書中直接引用了馬少波所述：

「這個戲是根據人民的願望⋯⋯正

因為楊家將一門忠烈，人們很希望

她們大獲全勝」（頁207），卻並未

對「人民的願望」加以詮釋，而是

在馬少波的闡釋基礎上籠統言之。

再如，作者援引了時任中山大學教

授王季思關於《楊門女將》的點評，

其中就提到有位同學認為佘太君是

個「共產主義者」（頁211）。然而，

民眾的生活體驗並沒

有發出如作者所說的

能夠影響意識形態進

入的聲音。作者採用	

的大都是文化精英對

戲改文本的闡釋，有

關民眾對戲改文本	

認識的引證則極為	

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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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書評 經過精英轉述的「民眾戲改認識」

具有多大的代表性？是否就是「民

眾」對戲改的全部認識？那麼，民

眾對戲改及改編後的劇本到底持有

甚麼樣的態度？具體而言，民眾的

日常倫理與生活體驗如何發揮作

用？對此，我們在書中找不到答

案，也無從知曉。

作者對於民眾生活體驗的論述

大都從自身的感官感受出發，似乎

將所謂「民眾的生活體驗」當做一

種習慣性的表述。她將民眾的生活

體驗理解為深藏在民間的社會力

量，是生活世界無窮展開中源源不

斷提供的社會內容和形式，又是民

眾維繫日常生活中緩慢磨合而成的

倫理。但作者並未對民眾的生活體

驗進行更深入的解釋，也並未結合

時評史料作進一步的闡述，而是更

傾向於給予一個模糊抽象的概括。

因而，這一缺陷導致作者僅僅停留

在不斷強調民眾生活體驗對於主流

意識形態的影響，始終無法回答這

些力量為甚麼會在戲改中對主流意

識形態產生如此巨大的反作用？這

些影響又是如何產生的？這也使得

此書關於「民眾生活世界能對主流

意識形態產生消解」的觀點缺乏一

定的張力和說服力。此外，書中論

述也更多集中在文化精英在戲改中

如何照顧到「民眾」的想法和生活

體驗上，而非「民眾生活體驗」如

何運作，如何促成戲改中的「細膩

革命」。

正如《考論》所說，民眾的生活 

世界能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改造起到

疏離、消解的作用，看上去民間文

藝的異質空間似乎具有不被主流意

識形態消解的可能性。在筆者看

來，民間文化與民眾的生活世界固

然有這些作用，但並不能阻擋意識

形態的介入和全面改造。從充斥着

意識形態的「評論闡釋」系統與改

造後的新戲曲對民眾生活的全面介

入，可以看出國家力量的強勢。由

國家領導的戲改確實一定程度上考

慮到了民眾的接受程度及原有的戲

劇傳統，但這並不影響國家權力對

民間文藝空間的清理與介入。

國家權力對民間文藝空間的清

理並非在新中國建國後才開始。早

在延安文藝改造時期，民眾就已被

帶入到文藝改造運動之中。建國後

的戲改是延安文藝改造的一個變 

相延續，「舊社會」民間文藝的利用

和改造是一個持續的話題，也是黨

的文藝政策確立之後執行的一個 

方向。事實上，民間文藝的改造只

能在國家權力的指示下進行，改造

的綱領從上層而來。《白蛇傳》和

《梁祝》中的愛情故事得以保留與 

延續，也是在《人民日報》發表文

章肯定二者為「優秀的傳說與神話」

之後。這些評論帶有明確的方向和

指向性，圍繞着「反封建」、「階級

意識」、「階級壓迫」、「階級鬥爭」

等觀念以保證民間文藝始終在意識

形態的控制之下。

而當意識形態大幅度介入時，

新文化政治的訴求、嚴整自洽的

「尖端」文化樣式的需要，以及覆蓋、 

清除異質性因素的需求互相糅合，

催生了「現代」的「革命文藝樣板」

（〈序論〉，頁11-12）。樣板戲《沙家 

浜》正是這樣一齣「好戲」。改編通

過壓縮主角的個人情感及生活體驗

從充斥着意識形態的

「評論闡釋」系統與改

造後的新戲曲對民眾

生活的全面介入，可

以看出國家力量的強

勢。由國家領導的戲

改確實考慮到了民眾

的接受程度及原有的

戲劇傳統，但這並不

影響其對民間文藝空

間的清理與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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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繪，轉而着重於高度政治化的

敍述與意識形態式的激情抒情，主

角阿慶嫂從她的個體生活體驗裏抽

離出來，進一步昇華為服從黨的領

導的「英雄」範式人物。如作者所

言，充滿必然性和決定性的戲曲表

演過程，使得樣板戲中的事件和人

物成為一種高度理念化的儀式和形

象，並以其高度形象化的賦型而抵

達了極富象徵性的境地（頁318）。

「評論闡釋」系統本身也是意

識形態介入的一個方式。這樣的介

入不僅來自官方，還來自民眾。在

政府的號召下，民眾有時甚至比 

官方更激進、更亢奮。如前所述，

《四郎探母》在北平解放初期曾經被

禁，後又伴隨着戲曲政策的改變逐

漸解禁。隨後，文藝界又圍繞着

《四郎探母》中四郎返家時的場景呈

現及結局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由於

楊四郎的身份十分特殊——原是

宋朝楊家一將，後為遼軍所俘並贅 

為駙馬，因此對於《四郎探母》的改 

編，有人還提出要把「同情叛徒的

主題」改為「批判叛徒的主題」，特

別提出要「多作一些藝術加工」，並

斷定「觀眾不會罵我們粗暴」bl。

意識形態事實上已經全面介入到民

間文化及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民

眾甚至會借助「評論闡釋」系統，

順應時勢介入到民間文藝非主流

「異質」的清理之中。

在民間文藝改造中，民眾其實

是被動的、順應政策的群體。《考

論》中提到，對於文藝事業中黨的

領導帶來的後果，有的知識份子對

工作得失持有懷疑甚至是否定態

度；而更多的民間藝人代表則反覆

強調，戲改確實需要黨派來的新文

藝工作者同藝人合作，否則會兩敗

俱傷，而且他們總是在提出大量意

見後，仍期待着文化主管部門來拍

板定案（頁392）。此外，知識份子

的堅守和民間的無意識應和或消解

也是有區別的。張煉紅認為田漢改

編《白蛇傳》時堅持不將法海改成

無惡不作的老和尚是文化精英的價

值堅守，並提出這是一種有可能藉

此抵擋意識形態威權的精神質地，

相對於民間偏於消極的無意識狀態

（無論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應和或

消解），這種堅持往往更主動、更

積極、也更理性（頁36）。

當然，在民間文藝改造歷程

中，民眾儘管被改造的浪潮所裹

挾，但仍然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參

與文藝改造。和知識份子的參與不

同，民眾對於改造的參與更多的是

依賴於國家改造綱領，根據自身的

情況選擇不同的方式，甚至是以更

為亢奮的面孔投身於文藝改造之

中。伴隨着戲曲演繹中角色由個人

到集體的昇華、私仇到階級反抗的

蛻變、戲台上下的直觀交流促使民

眾將自身的情感體驗自覺或不自覺

地投射到了戲曲角色之上，通過看

戲、品戲、評戲甚至是改戲，完成

了個人融入集體的象徵式兌現。依

筆者所見，從這個角度而言，戲改

更像是一場集體的狂歡。

複雜生活帶來的人世間的倫理

本身已充滿了多樣性。讓筆者感觸

頗多的是，《考論》所提到的：戲改

中民眾在維繫日常共同生活中緩慢

磨合而成的倫理狀況，通常只能處

在被主流意識形態命名、定義和闡

民眾儘管被改造的浪

潮所裹挾，但仍然會

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參

與文藝改造。這種參

與和知識份子的參與

不同，民眾對於改造

的參與更多的是依賴

於國家改造綱領，甚

至是投身到文藝改造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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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書評 釋的被動態勢中（頁360）。這正如

同王笛所說bm：

任何文藝形式和藝人一旦被納入體

制之中，便成為宣傳和為「工農兵

服務」的工具，一切演出都是以政

治為中心的。因此從形式上看可以

說一些藝術形式是趨向繁榮了，但

從內容上來說只能是走向高度的一

體化，與真正藝術的繁榮正好背道

而馳。

儘管民間文藝中的情感轉換和

表達更為集中且單一，文藝精英與

官方力量力圖傳播的「階級矛盾」、

「階級意識」與「階級鬥爭」在民眾

眼中又是另外一種理解，這些理解

與民眾生活的體驗相關，如「苦」

所引出的「苦人演苦戲」，戲曲中的

「苦」在情感的結構性置換後仍然能

與民眾的原生「苦」情感相呼應。

撇除民眾對主流意識形態無意識的

順應，改造後的民間文藝在當時的

情景下也確實得到了人民的追捧。

因此，相對於知識份子的堅守

意識，民眾更多的是隨着改造的浪

潮擺動。儘管張煉紅一再強調戲改

的「細膩革命」，但民眾及其生活世

界在戲改之中所起到的有意識或無

意識消解作用，並不能阻擋國家權

力對民間文藝空間的介入，也不影

響意識形態對民間文藝中的「污垢」

的清理。一方面，國家權力確實幫

助民間文藝從藏污納垢的底層社會

裏走到「大禮堂」台前，幫助創造

了戲曲（尤其是地方戲）發展史上

的一個高峰；另一方面，為國家所

「包養」的體制內民間文藝無力阻擋

主流意識形態的介入，為國家所不

容的「污垢」或在左躲右藏中消失，

或在改造中被清除，新的「民間性」

又在國家權力的強力輔助下產生。

民間文藝及其受眾始終被裹挾在改

造的浪潮中，隨着一浪又一浪的改

造潮流起起伏伏。

三　結語

新中國戲改是一次民間文藝異

質空間的重構。針對這場改造的 

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戲曲本身的 

研究上，《考論》可以說是一部全新

力作。作者採用的是文本分析的方

法，力圖結合史料與「評論闡釋」

系統的深入剖析，呈現出一幅民間

文藝異質空間改造的多彩油畫。從

這一點上看，作者無疑是成功的。

《考論》通過對戲曲文本的分

析為戲改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

思路。文本分析不僅適用於文學研

究，重視文本、回歸文本還能夠幫

助戲改研究乃至歷史研究找到新的

突破口。在書中，作者徐徐道來，

把幾齣「骨子老戲」在改編過程中

情感的結構性置換、色與欲的驅

逐、個人到集體的昇華，以及私仇

向階級反抗的蛻變描繪得淋漓盡

致。在作者看來，這場民間文藝異

質空間的改造中暗含着的是民間力

量的不可消解，意識形態的外強中

乾。

儘管作者一再強調民間力量對

意識形態的消解，認為民間文藝與

意識形態存在一定的縫隙，但無法

否認這是一場由國家主導、民間力

量參與推動的文藝改造運動。民眾

在改造的浪潮中被裹挾，主動或被

為國家所「包養」的

體制內民間文藝無力

阻擋主流意識形態的

介入，為國家所不容

的「污垢」或在左躲右	

藏中消失，或在改造

中被清除，新的「民

間性」又在國家權力

的強力輔助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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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的改造	
動地順應國家政策介入到民間文藝

的改造之中，有時甚至會展現出比

主流意識形態更為亢奮的面孔。新

戲曲以其貼近生活、富有情趣的表

達喚起民眾的生活情感體驗，戲台

上的「苦」與「難」也反應了民眾現

實生活所經歷的苦難，以至於在有

的新戲演出中還會出現台上演戲、

台下信以為真的情況。無論是作為

「政治表達」的戲曲文本，還是演繹

了這類「政治表達」的藝人、劇團，

在從個人到集體、從地方到國家、

從民間到人民的蛻變中，無一不滲

透着意識形態的影響與作用。這些

蛻變又暗喻着在社會主義的時代大

背景下，過去的苦難皆源於階級的

不平等與封建勢力的強大，而伴隨

着戲台角色的或反抗或解放，過去

都終將被社會主義救贖，苦難終會

逝去。

新戲曲是構成新中國社會主義

集體認同的重要場域，而戲改是一

次由政府主導的運動，也是一場民

眾參與的集體狂歡。這場集體狂歡

是民間戲曲發展的高峰，國家力量

的強力介入為民間文藝製造了一個

新戲曲繁榮的場面。建國後，國家

政權對民間戲曲曲藝的挖掘與保 

護對其延續有着重要的作用。這在

地方小曲藝上體現得更為明顯，大

量地方曲藝如南京白局（南京地區

的民間說唱曲藝）等，都在建國後

達到了發展的頂峰。然而，在國家

政策變化以後，這些地方曲藝大都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落。被國家收

編的民間戲曲事實上已成為受到 

國家制約的文藝工具，民間文藝只

能被裹挾於改造的浪潮中，身不 

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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