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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鬼之國
——中共與陝西地區的「鬼戲」之爭

（1949-1966）

●王　英

摘要：本文以1949至1966年之間陝西省對戲曲舞台上「鬼戲」，特別是秦腔《遊西

湖》的改編和查禁為中心，討論此過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創作者、藝人、評論

界、觀眾之間複雜的權力關係。本文以民間戲曲中的「鬼戲」為切入點，思考分析

漢學人類學的一個核心問題：即革命現代性構建過程中，中國民間文化經歷了甚

麼轉變以及民間文化和現代國家關係如何。通過史料梳理分析發現，「鬼戲」必須

置於多元權力關係中才能被理解，其興衰來自於社會多元力量的博弈，取決於官

僚系統內部不同勢力集團之間的權力消長；文化思想領域分歧和政治鬥爭相互糾

纏。「鬼戲」和省級、中央派系政治密切相關，正是複雜的權力博弈和抗衡導致了

「鬼戲」的全面禁演，而這也構成了中國現代轉型的獨特藍本。

關鍵詞：鬼戲　戲劇改革　《遊西湖》　民間文化　權力關係

一　引言

戲曲是傳統中國民間社會塑造下層心靈世界最重要的媒介之一。現代以

來，如何通過大眾戲曲的改良重塑國民精神，一直是政府、官僚士紳、知識

份子熱衷討論的一個話題。對這一問題學者已經有不少研究，李孝悌和張仲

民集中探討了晚清時期啟蒙者通過言論和實際行動，改良戲曲，啟蒙大眾，

塑造新文明和風尚的努力1。李孝悌指出，清末的戲曲改良運動，不但改造

了陋習惡俗，而且宏揚了愛國思想、新的知識和革命精神2。與之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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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陝西省教育廳項目「政治變遷與大眾文化的重塑」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

14JK1454）。本文的修改得到《二十一世紀》兩位匿名評審十分細緻的指點和非常有

益的意見，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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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的是，張仲民強調此階段的戲曲改良是眾聲喧嘩、多元雜陳的論述空間與開

放地帶，戲曲改良也在此空間中逐漸偏離了啟蒙人士的原有規劃3。

無論戲曲改良是否成功啟蒙了大眾，這一主題卻是貫穿二十世紀中國政

治的一條線索。傳統戲曲文化在現代性革命中遭遇如何，特別是1949年之後

戲劇改革（以下簡稱「戲改」）以甚麼樣的方式展開，國家、知識精英、藝人、

觀眾和民間戲曲之間關係如何；革命現代性構建過程中，中國民間戲曲文化

經歷了甚麼轉變，其和現代國家關係如何？本文以新中國前十七年間（1949-

1966）陝西地區的「鬼戲」為研究對象，考察這一特殊的戲劇類型在新中國的曲

折經歷，重構「鬼戲」之爭中複雜的權力關係脈絡，並嘗試對上述問題作出初

步回答。

二　背景：戲改與禁戲

1949年新政權成立後，中央文化部將戲改作為部門重要職責之一。1949年 

11月3日，文化部下設的戲曲改進局正式成立，田漢任局長，政府專設這一部

門以昭示戲改的重要性。在中央政府領導下，各地方政府都陸續成立了相似

的機構，負責全國範圍內的戲改工作4。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文化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戲曲工作會議， 

進一步確定了以歷史唯物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觀點作為審定劇目的主要標準，

鼓勵各種戲曲形式、風格的自由競爭，以促成戲曲藝術的繁榮局面。會議規

定今後戲曲工作應統一由各地文教主管機關領導，不得擅自輕率禁戲，凡須

禁演的劇目應由文化部處理。會議根據代表的意見提出了〈關於戲曲改進工作

向文化部的建議〉。在此基礎上，1951年5月5日，周恩來親自簽署發布中央

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簡稱「五五指示」）5。「五五指

示」成為建國後戲改的基本依據，周恩來稱「戲曲改革是改革舊有社會文化事

業中的一項嚴重任務」，必須有步驟地進行，防止急躁情緒和粗暴手段，對上

演的劇目進行積極的改革。這份戲改總指導方針中寫到6：

目前戲曲改革工作應以主要力量審定流行最廣的舊有劇目，對其中的不

良內容和不良表演方法進行必要的和適當的修改。必須革除有重要毒害

的思想內容，並應在表演方法上，刪除各種野蠻的、恐怖的、猥褻的、

奴化的、侮辱自己民族的、反愛國主義的成份。

然而，對於現實中如何判斷是否有毒害的思想內容，以及應該禁演甚麼

劇目，需要具體的組織來執行。1950年7月，中央政府成立了由代表全國各地

不同劇種的四十三人組成的文化部「戲曲改進委員會」，這個關於戲改的最高

顧問機關由周揚任主任，並在7月11日的第一次會議上，首次以中央政府的

名義頒布了對十二個劇目的禁演決定，分別是《殺子報》、《九更天》、《滑油

山》、《奇冤報》、《海慧寺》、《雙釘記》、《探陰山》、《大香山》、《關公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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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沙河》、《鐵公雞》、《活捉三郎》7。觀察中央政府首次禁演的這十二個劇

目，無一例外都是包含了嚴重的「封建迷信」思想，基本上都宣揚了因果報

應，講述的是仇殺、轉世、神佛、鬼怪等內容；「迷信」劇也成為戲劇審查的

主要目標。

此後，1951年6月7日，文化部通令停演《大劈棺》；7月12日，文化部發

文禁演京劇《全部鍾馗》，文中專門說明崑曲《嫁妹》應予保留；11月5日，文

化部發文同意東北文化部禁演《黃氏女遊陰》、《活捉南三復》、《活捉王魁》、

《陰魂奇案》、《因果美報》、《僵屍復仇記》等六齣評劇，並決定京劇《薛禮征

東》、《八月十五殺韃子》等兩齣戲不在少數民族地區上演。1952年3月7日，

文化部通知，同意熱河省文教廳報請禁演全部《小老媽》（包括《老媽開嘮》、

《槍斃小老媽》二劇）；6月21日，文化部在接天津市文化局報告後，指示東北

文化局查禁京劇《引狼入室》8。

至此，中央政府的禁令共包括二十六齣劇目，其中《薛禮征東》、《八月

十五殺韃子》因為涉及到少數民族的問題，限制演出地區；《引狼入室》則是由

於不符合愛國主義精神而被禁。而其餘所有被禁的劇目全部涉及「封建迷信」

和鬼怪等內容，其間又夾雜着兇殺、恐怖和情色。從這份禁戲名單，也可以

略窺新政府的文化品味及其最反感的民間戲曲文化類型，「迷信」劇、「鬼戲」

在日後遭到全面禁止，此處已經略顯端倪。

當然，比起在全國上演的難以計數的劇種和劇目，文化部門明令禁演的

「壞戲」實在是滄海一粟。建國初「禁戲」權力一直保留在中央手中，不允許地

方隨便禁戲，這道「禁演令」也包含着對二十六齣劇目以外更多劇目的謹慎態

度9。從整體上觀察1950年代，戲改本着對傳統文化的保護，以非常審慎的

方式進行，基本上做到了政務院在「五五指示」中所說的「主要地應當依靠廣大

藝人的通力合作，依靠他們共同審定、修改與編寫劇本，並依靠報紙刊物適

當地展開戲曲批評，一般地不應當依靠行政命令與禁演的辦法」bk。當時，通

過行政手段強制實行的「禁演」被限制在一個非常小的範圍內，戲改大多由社

會多方面力量合力推動而成，經歷了異常曲折複雜的路程。以下以陝西省「鬼

戲」之爭為中心，討論其中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並分析「無鬼之國」最終建立

的路徑選擇及其原因。

三　《遊西湖》：人鬼之爭

（一）《遊西湖》：改編和爭論

在戲改的背景下，陝西省戲曲劇院（前稱西北戲曲研究院，1980年改名為

陝西省戲曲研究院）院長馬健翎開始了對秦腔傳統劇目《遊西湖》的改編，一場

有關「鬼戲」的爭論也拉開了帷幕。馬健翎在陝甘寧邊區創排《中國魂》、《血淚

仇》、《窮人恨》等秦腔現代戲，是現代戲的拓荒者。1943年，毛澤東在棗園約

談民眾劇團柯仲平等人時，大讚「馬髯公〔馬健翎〕堅持文藝和群眾相結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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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人民大眾的道路」bl。1949年率民眾劇團從延安奉調西安後，馬健翎就擔綱西

北地區戲改的領導工作，致力於傳統戲的整理改編bm。《遊西湖》便是他改編

傳統劇目的一個嘗試。

《遊西湖》，又名《紅梅閣》、《殺裴生》，事見明瞿佑《剪燈新話．綠衣人

傳》、馮夢龍《古今小說．木棉庵》、周朝俊《紅梅記》傳奇以及《紅梅閣》彈詞。

秦腔《遊西湖》敍宋時太學生裴生泛舟西湖，遇宰相賈似道愛妾李慧娘，二人

一見鍾情，互生愛慕。賈似道窺其情，頗惱怒，回府即殺慧娘。又差僕人誘

裴生至賈府，囚於書齋。後慧娘陰魂得判官相助，與裴生書齋幽會。賈似道

聞知此事，差廖寅去殺裴生，慧娘鬼魂救裴逃出，並大鬧賈府bn。

1953年西北文化局戲改處召集戲劇家討論後，由馬健翎執筆改編的《遊西

湖》，10月在西安公演，觀眾反應熱烈，劇本隨即出版推廣全國。山西梆子、

河北梆子、蒲州梆子、京劇等劇種都曾有劇團移植上演此劇，引起了廣泛關

注。馬健翎改本刪略了政治鬥爭，補綴了愛情基礎，去除鬼魂，增衍人物，

重新講故事：李慧（蕙）娘與裴瑞卿從小相鄰，日久相愛，快訂親時慧娘被賈

霸佔為妾。裴生與慧娘遊湖相遇，兩人各示信物表情意，賈發現後因妒殺

妾，並囚禁裴生。幸有姬妾蕊娘設計瞞過老賊，讓慧娘裝鬼隱藏，且和園丁

江老頭仗義幫助慧娘與裴生相見，逃跑時裝鬼嚇退殺裴者。賈領人追趕，慧

娘火燒賈藏貴重物件之樓，乘亂逃走bo。

對馬健翎來說，他改編《遊西湖》的主要意圖在於掃除傳統秦腔中鬼魂形

象帶來的恐怖氣氛和迷信色彩，破除濃厚的「宿命論」成份bp。但是馬健翎把

「鬼」變成「人」的嘗試，受到了各方面的質疑和批評。一些熟悉舊劇的觀眾和

老藝人心存困惑，在他們記憶裏，不易磨滅的是原劇中李慧娘的死，以及「鬼

戲」所帶來的深刻印象。張真在《文藝報》撰文評析《遊西湖》，論述甚為細緻，

批評戲曲遺產整理工作中存在大拆大改的粗暴現象bq。劉迺崇整理的讀者意

見，從人物形象、藝術水準、思想意義等各個方面全面批評了《遊西湖》：

山西襄汾光明蒲劇團的王木人認為：「我們首先應該肯定原劇本中李

蕙娘的悲劇的必然結果。蕙娘遭賈似道慘殺是有階級鬥爭內容的。改編本

中寫蕙娘不死，只是在表面上滿足了群眾的願望，但減低了原有意義」br。

天津吳同賓來稿中這樣做了說明：「認為只要在舞台上出現了人類幻

想的產物——神、仙、佛、妖、狐、鬼，就都是『宣傳封建迷信』的看

法，我認為是錯誤的。而馬健翎同志改編『遊西湖』就是根據這種錯誤看

法改編的。」bs

王木人說：「舞台上出現醜惡、恐怖的形象，是不好的。但我們可以

也應該賦予李蕙娘的鬼魂以莊嚴、純潔、冷靜、正義的美麗形象。如果

把鬼魂形象去掉，而如馬健翎同志的改編本中讓李蕙娘這個人扮成鬼，

在演出時，就不得不以面塗白粉、七竅點紅的形象出現。」bt

《遊西湖》的改編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完全是馬健翎始料不及的。始自

1953年的《遊西湖》改編及批評論爭過程，讓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折磨，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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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戲曲劇院一度面臨被解散的危機ck。在反對大於支持的批判聲中，馬健翎

破除「封建迷信」、去除「鬼魂」形象的努力基本上完全失敗。

（二）恢復「鬼魂」及巡演

1957年，經陝西文藝界討論後又推出馬健翎、黃俊耀等人合作的改編本

《遊西湖》，劇中不僅恢復李慧娘的鬼魂形象，還把江老頭改為傳統戲裏常見

的神靈土地，慈眉善目，贈扇相助。此本十四場（遊玩、贈梅、搶親、謝梅、

思念、遊湖、殺妾、鬼怨、幽會、謀殺、報驚、搏鬥、分離、鬼辯），情節曲

折，衝突強烈，保持原劇的火熾風格，提高了「吹火」、「撲跌」等秦腔特有的

技藝，還吸收了兄弟劇種之長，音樂唱腔也有創造性的改革cl。

1958年10月，陝西省戲曲劇院和省內其他劇團一起進京匯報演出，省戲

曲劇院在中南海懷仁堂為領導人演出了《遊西湖》等戲，獲周恩來等領導人接

見，周恩來、朱德更和飾演李慧娘的馬藍魚合影留念。1959年，為慶祝建國

十周年，陝西省戲曲國慶十周年獻禮演出團再次在北京演出《遊西湖》，劇情

被譯介成英、法、德、俄、日等七國文字，以便國宴上的中外來賓觀賞。馬

藍魚應邀出席國宴，見到毛澤東、劉少奇、宋慶齡、董必武、朱德、周恩來

等國家領導人。馬藍魚塑造的李慧娘這一藝術形象，被人們譽為「飛天美

神」、「火中鳳凰」cm。馬藍魚在戲中也有些創新和發展，比如她用黃土苦練吹

火特技，能連吹幾十口火，還創造出迴旋式、蘑菇雲式等新花樣。再如化妝

和服飾，她改掉舊戲中的迷信恐怖色彩，讓慧娘鬼魂面色紅潤，一身縞素，

鬢插一朵紅花，恰似瑞雪中的紅梅，以此美好形象體現慧娘純潔的品質和熱

烈的性格cn。

恢復鬼魂形象之後的《遊西湖》，劇本和演出都獲得了巨大成功。1958年

12月7日，梅蘭芳在《人民日報》上撰文盛讚秦腔《遊西湖》的表演co：

馬藍魚扮演李慧娘，在「鬼怨」一場中，她把慧娘的悲憤心情和善良性

格，在那如泣如訴的歌唱和矯捷輕盈的舞蹈中，刻劃得很細緻。「救生」

時，馬藍魚和扮演裴生的李繼祖把傳統的甩髮、吹火、撲跌技巧，用來

表現他們處於千鈞一髮時的緊張心情，十分成功⋯⋯慧娘這個復仇的女

鬼，真是壯麗極了，也勇敢極了！

曹禺看完《遊西湖》後，在同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報》撰文稱讚該劇擺脫了

《紅梅記》傳奇和原秦腔本的糟粕，編、排、演、音樂都好極了。全劇緊湊、

完整，始終抓住悲劇主角的命運，矛盾尖銳，幾乎每個場面都富於內心活動

和強烈的動作，體現了人民的觀點和願望，是修改舊劇目，使它發揮「古為今

用」的精神的好榜樣。他指出特別是〈遊湖〉和〈鬼怨〉兩場，是舞台上稀見的

創造，是推陳出新的香花，而〈鬼怨〉為舊本所無，更是難得cp。

時任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局長的田漢更賦詩以表讚賞之情：「尋春偶過李家

牆，贈得紅梅刻骨香。藏劍莫逢丞相笑，追舟難得學生狂。水邊不許憐年

少，花下淒然葬豔妝。不是驚魂能吐火，愛情真比死尤強。」cq196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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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術論文 田漢拜訪在西安南郊常寧宮埋首創作的馬健翎時，還念念不忘《遊西湖》是大

手筆，兩人頗有惺惺相惜之意。而且，田漢根據秦腔《女巡按》改編了著名的

京劇《謝瑤環》，也深受馬健翎的影響cr。田漢日後因《謝瑤環》獲罪入獄，馬

健翎也因編演「鬼戲」而遭批判，兩位戲劇家在1960年代早期皆因戲劇而死，

令後人不勝感嘆。

（三）「鬼戲」與政爭

《遊西湖》從「把鬼變成人」到「把人變成鬼」，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戲

劇家、演員、觀眾、評論界共同構建了一個龐大而複雜的文化權力網絡。有

鬼魂形象的《遊西湖》在1950年代末期還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充分體現了

民俗和民間文化的堅韌性和主體性，但背後最重要的原因還是由於黨內對於

保護傳統藝術的意見佔了上風，大部分領導幹部都對保護傳統藝術達成了一

致意見。但表面上的一致性並沒有消除「鬼戲」帶來的嚴重意見分歧，在討論

《遊西湖》最為激烈的當口，陝西省委和文化局曾經一度意圖撤銷帶來很大麻

煩的陝西省戲曲劇院，這一撤銷事件後來由《遊西湖》的改編者之一黃俊耀透

露出來cs：

一九五六年，我去名演員蘇育民家看他，蘇育民拿出一個文件讓我看，

並問這是怎麼回事。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是撤銷西北戲曲研究院，把我

們秦腔一團給甚麼專區，二團給甚麼專區，三團給哪裏，在戲研院選極

少數好的演員成立甚麼陝西省電影劇團，由蘇育民、姜炳泰、畢雨等任

團長，馬健翎任這個電影劇團的創作組組長，我是組員之一。看後我大

吃一驚，回去問馬健翎這是怎麼一回事，馬健翎也不知道。記得我和馬

健翎一起去找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同志和專管文教的常委趙守一

同志，他們說他們都不知道。要解散西北戲曲研究院，這麼大的事，省

委並未討論過。但這個文件是誰搞的呢？文件是怎麼產生的？後來才知

道是省委個別人和省文化局一些人搞的。當時張德生書記和趙守一同志

糾正了這個錯誤決定，撤銷了那個荒唐的文件。

從黃俊耀的回憶中，可以發現在《遊西湖》論爭過程中，陝西省黨政高層

已經出現不同意見，以至於省文化局需要繞開省委專管文教的常委和省委第

一書記，私自下達解散陝西省戲曲劇院的文件。最終，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

趙伯平召集文藝界有關同志開了一次會，以期解決紛爭，會上決定由馬健

翎、黃俊耀、姜炳泰、張棣庚重新改編《遊西湖》，這才改成了後來經常上演

的有鬼魂形象的《遊西湖》ct。「鬼戲」《遊西湖》之所以能有巡演北京和江南

十三省的盛況，背後少不了省委內部強有力的支持。

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發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的號召，特別提出了要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會議期間，江青約見

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四個正副部長陸定一、周揚、張子意和許立群，認為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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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界問題嚴重，舞台上、銀幕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濫成災dk。 

八屆十中全會期間，李建彤的《劉志丹》被打成「反黨小說」，康生誣衊《劉志

丹》是借機「為高崗翻案」，從而牽連出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等西北地區的

「反黨集團」dl。作為西北地區黨政部門的領導，趙伯平本人也被牽扯進入了

「反黨集團」一案。1963年1月，陝西省文化局黨組重提1956年陝西省第一屆

戲劇會演，對會演紀念刊上照片順序、署名等問題作出檢查dm：

1、〔張〕德生同志在紀念刊上只有一張照片，而趙伯平同志的照片刊載了

兩張。

2、德生同志接見代表團和名老藝人的照片排列在圖片的第四頁上，趙伯

平同志的照片除了一張排列在第四頁外，另外一張排列在圖片第一頁

上。

3、德生同志接見代表團和名老藝人的照片說明未註明「省委第一書記」，

而寫省委「張德生書記」。

4、趙伯平同志在大會上的講話及接見名老藝人和演員代表兩張照片都寫

着省委趙伯平書記，應該是書記處書記。

雖然這是關於座次排序和署名的爭論和檢查，但已經看出省委內部的分

歧，隱約揭示出省委兩名書記之間的微妙權力之爭，文化局黨組顯然對趙伯

平僭越職守、過多介入戲劇事務作出了委婉批評。或許因為這樣的批判太

輕，文化局黨組於1963年2月，再次專門組織批判趙伯平，其對戲劇工作的

過份干預，特別是守舊的戲劇作風成為審查重點dn：

由於趙伯平同志直接插手戲校〔陝西省戲曲劇院的下屬單位〕，干預業

務，並強調搶救要原封不動，不許新文藝工作者加工，戲校在藝術教育

和藝術實踐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離開了黨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

針，已有「只繼陳、不出新的錯誤傾向」，比如梆子音樂中的喇叭、吹得

那麼噪兒，也不許減少。

對於內部分歧重重的陝西省委和省文化局而言，習仲勛和趙伯平的失

勢，正是一個削弱趙書記對於戲校的影響力和控制力的好機會，同時可以糾

正過去保守的戲改路線，把戲改事業推向自己希望的方向。這份檔案文件表

達了省文化局，至少是文化局中一部分人對昔日這位趙書記的強烈不滿do：

由於趙伯平同志對戲校的直接指揮和干預，不僅使正常的教學經營中

斷，政治文化教育難以系統進行，更重要的是實際上距離了文化局的領

導，對於局裏的一些指示、通知、決定，有的拒不執行，有的推託不

辦，戲校以羅明同志為首，在許多方面，只強調趙書記的指示，令文化

局難以插手。一些同志，稱趙伯平同志為戲校的「老掌櫃」，「硬箱主」，

而把文化局丟在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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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多年以後，習仲勛的夫人齊心回憶起趙伯平這位昔日舊友依然飽含深情dp：

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捏造罪名，給毛主席寫條子，指責

習仲勛等利用小說《劉志丹》進行反黨。此後，開展了大規模的批判「彭

高習反黨集團」鬥爭運動。伯平在運動中保持沉默，別人勸他發言表態，

他嚴肅地說：「不表態就是表態。仲勛是個好同志！」有位在習老身邊工

作過的同志當時在陝西任職，他顛倒黑白，捏造事實寫材料揭發仲勛，

伯平同志嚴肅地找這位同志談話，對他進行批評。在人人自危的政治運

動中，伯平同志這樣做是極其難能可貴的，他也因此受到不公正對待，

成為審查的對象，並被免去在陝西擔任的黨政重要職務。

趙伯平被牽連到西北「反黨集團」案件，最終被審查、免職和失勢，對於

省內戲曲界是個極大打擊。這位共產黨的政治領袖，嫻熟戲曲，精通音律，

對很多地方劇種情有獨鍾，親自編寫過秦腔《大上當》，改編過傳統戲《三滴

血》，也曾經親自參加過《藏舟》、《黃鶴樓》的戲曲表演，多年來都是民間戲曲

的積極維護者dq。根據齊心的回憶，1950年代趙伯平親自抓戲曲創作，也都

得到習仲勛的大力支持。他們互相配合，多次組織陝西地方戲曲團體晉京演

出，這些演出轟動京城，成為陝西文化建設史上的盛事dr。趙伯平的被批判

和離開權力中樞，致使省內的戲曲文化失去了最強有力的庇護。可以說，這

個庇護間接來自習仲勛，正是習和趙兩個人的相互呼應，才使得陝西省戲曲

在1950年代有了全國的影響力。

1965年9月，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進駐陝西省戲曲劇院，此時中共西北局

已經把柯仲平、馬健翎、黃俊耀定為「柯、馬、黃反黨集團」。1965年對藝術

家的批判主要針對「反黨、反社會主義毒草」。馬健翎成為《劉志丹》案牽扯出

來的眾多「反黨人物」之一。此前李建彤寫的《劉志丹》被定為反黨小說，柯仲

平寫了長詩《劉志丹》，同樣宣揚「陝北救中央」，被定為反黨詩歌。馬健翎因

為和柯仲平關係密切。其眉戶現代戲《蟠桃園》被認為是反「四清運動」，歪曲

了階級鬥爭的現實，而「鬼戲」《遊西湖》則是借鬼魂之口發洩對黨中央「怨氣

騰騰三千丈」，因此被株連ds。1965年國慶剛過，馬健翎在臉上蓋了一張「寫

滿了社教運動」的《陝西日報》，於辦公室的臥榻上，服下大量安眠藥，悄然離

世。據陳彥回憶，此時「鬼戲」《李慧娘》已遭點名批判，作為改編過《遊西湖》、

塑造「怨鬼」李慧娘的馬健翎，深感自己逃不過這場劫難。在「反黨集團」和「編

演鬼戲」的雙重壓力下，終於自我了結生命dt。

（四）「鬼戲」背後的權力網絡

在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著名的文化理論中，他把文化區

分為以都市為中心的上層大傳統（great tradition）和散布在城市之外的鄉間的小

傳統（little tradition）ek。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民間戲曲某種程度上構成了有別

於儒家精英文化的民間文化，而現代中國使民間信仰和文化體系更深地捲入

到國家擴張的權力網絡結構中。如果要研究現代政治中的民俗和民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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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單純追求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所說的下屬群體的聲音，而必須

在一系列權力關係中才能尋求其意義el。

在《遊西湖》爭論風波中，評論界、老藝人、觀眾基本上站在維護舊戲曲

的一邊，希望保留「鬼魂」和原戲曲的故事和韻味。至於馬健翎這樣的劇作

者，則處於左右搖擺的狀態中：一方面要維護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又要滿足

政治意識形態的改編要求。省級政治領導人態度隱晦，我們從有限的文獻材

料中可以推斷，省委書記處書記趙伯平、文化局副局長羅明等對民間文化持

溫和的改良主義態度，為戲曲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em。他們壓制了省委和

文化局內部的激進聲音，抵制了過份改編的要求，維護民間戲曲本來面目，

讓「鬼戲」《遊西湖》順利搬上舞台。

省級政治毫無疑問和中央權力聯繫在一起。1950年代後期，周揚和劉芝

明主導下的文化部也表現出對於舊戲曲很大程度的維護，田漢和中國戲曲研

究院副院長張庚等無不都對舊戲曲採取較為溫和包容的態度en。如果我們認

真觀察此時權力網絡和權力的博弈抗衡，可以看到文化部、省委、知識界、

藝人和觀眾維護民間文化的力量明顯佔了上風，這也正是造就《遊西湖》盛況

的歷史背景。然而，針對舊戲曲的反對聲音一直存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是

一個總爆發，中共黨內派系之爭、權力博弈以及意見分歧都從暗地潛流變成

了桌面上的較量，江青在毛澤東的支持和授意下走向前台，以戲劇為媒介，

介入高層權力之爭。

1963年5月，江青在柯慶施的配合和幫助下炮轟北京市委，由人稱「蘇中

才子」的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俞銘璜親自執筆，展開了對「鬼戲」《李慧娘》的

全面批判eo。因為這齣戲牽連出批判廖沫沙、《北京日報》、彭真和北京市

委，鬥爭矛頭也同時指向文化部、宣傳部，逐漸演變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反封

建迷信運動ep。自此京滬對峙，形成角力，上海成為文藝革命的試驗基地。

12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有關大抓《故事會》和評彈改革的匯報材料上批示：

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至於戲劇部門，問題就更大了。這一批評

引起了文藝界局勢的新動向。隨後，以柯慶施和江青為首的黨內實權派開始

了更為激進的戲改工作。戲劇開始逐步走向清一色的「現代戲」eq。

對陝西省而言，西北「反黨集團」案件是一個導火索，省內權力博弈和重

組導致了趙伯平一系的直接下台，戲改力量失去了重要的政治支持，省委書

記張德生領導下的戲改迅速激進化。對中央政治而言，打擊「鬼戲」只是一個

預演，是派系之爭和內部清洗的「引子」，文化部被迫妥協讓步，然而這也沒

有免去日後更大的動盪——文化部、宣傳部、北京市委、政務院都將面對更

廣泛的權力洗牌er。

「鬼戲」《遊西湖》傳達着一個精彩故事：古老的民間文化如何在不同社會

力量共同作用下，介入革命現代性構建中，建立起較為開放的信仰和藝術體

系，尋求適應空間；然而，隨着意識形態鬥爭緊張化和政治權力博弈激烈

化，最終失去了自己僅剩的生存空間。這固然是戲曲和民間文化在政治高壓

年代的悲劇，但不完全是、也不僅僅是——任何一個等級的人，即使身居官

僚階層高位，在「鬼戲」之爭中也會淪為「附屬群體」和「被壓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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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3月16日，文化部黨組就關於停演「鬼戲」給中央寫了一封請示報

告。這份報告特意提到了《遊西湖》的鬼魂形象，報告指出es：

我國傳統劇目中，原有不少出現「鬼魂」的劇目，解放初期，在戲曲改革方

針的指導下，具有嚴重「毒素」的「鬼戲」一般均已停演。但是，有一些思想

內容比較好，又有一些有特色的（如《焚香記》、《鍾馗嫁妹》、《伐子都》

等），仍繼續上演。近幾年來，「鬼戲」演出漸漸增加，有些在解放後經過改

革去掉鬼魂形象的劇目（如《遊西湖》等），又恢復了原來的面貌。有嚴重思

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戲」，如《黃氏女遊陰》等，也重新搬上舞台。

文化部黨組認為，思想反動、形象恐怖的「鬼戲」，固然不能演出，但對那些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壓迫者的反抗和復仇精神的「鬼戲」，雖然很多人都持有

同情意見，也應該禁止。這兩類劇目雖則有所不同，但不能否認無論哪一類

都首先肯定了人死變鬼的迷信觀點；作為封建迷信的殘留，都不應該演出。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同意

全面禁演「鬼戲」et。這個禁令與前述文化部禁演二十六齣劇目的最大區別，

就是提出禁演某一類型的戲劇作品，而不是禁演具體的劇目，將禁演劇目的

權力下放給了地方政府。各省市聞風而動，紛紛公布了本地的禁演劇目 fk。 

4月20日，陝西省文化局組織對全省經常上演的劇目進行檢查和研究。據文

化局統計，陝西省各地各劇種（包括皮影、木偶）上演的有鬼魂形象、渲染迷

信、製造恐怖氣氛的共五十一齣，應一律停止演出；並號召各地文化主管部

門應根據中央指示的精神，對所屬專業和業餘劇團、皮影、木偶、曲藝班

（社）所有的劇目和曲目，繼續進行認真的清理fl。

6月24日，陝西省公布了〈關於當前應立即停演五十五齣「鬼戲」的處理意

見〉（表1），其中稱：「由於我國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農民），在剝削階級的

表1　陝西省對五十五齣「鬼戲」的處理意見（1963）

禁演劇目 修改劇目

1. 《遊西湖》秦腔老本、改編本、移植崑曲
本。《紅梅記》越劇本。《李慧娘》豫劇

本。

27. 《對銀杯》秦腔本，修改小鬼勾魂、驚
夢、搶官誥等情節。

2. 《探陰山》移植京劇本。《鍘判官》漢二
簧、線戲本。

28. 《八件衣》秦腔本，修改借屍還魂、下
陰曹、城隍廟求神等情節。

3. 《陰陽鍘》豫劇本。 29. 《伐子都》秦腔本，修改考叔鬼魂等上
場。三意社演的改編本，可以演出。

4. 《金琬釵》秦腔、碗碗腔、線戲本。 30. 《慈雲庵》秦腔本，修改王騰鬼魂出現
或娟娟夢中鬼魂出現等情節。

5. 《十王廟》秦腔老本、改編本，碗碗腔老
本、改編本。

31. 《托兆碰碑》漢二簧、京劇本，修改七
郎鬼魂及碑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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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上吊》（亦名《李翠蓮上吊》、《十萬
金》、《劉全進瓜》、《唐王遊地獄》）秦

腔、眉戶本、豫劇本。

32. 《紫霞宮》秦腔、碗碗腔、線戲本。

7. 《夜斷陰曹》秦腔、碗碗腔、線戲、豫劇
本。

33. 《潘楊訟》、《鬈夜審潘洪》秦腔老本、
移植本，修改假設陰曹。

8. 《陰陽河》秦腔本。 34. 《鍘趙王》（亦名《鍘二王》、《繡龍袍》、
《火化織機巷》）秦腔、線戲、豫劇、漢

二簧本，修改鬼魂驚夢，火神顯靈。

9. 《黑虎打台》（亦名《趙公明顯魂》）秦腔本。 35. 《謫仙樓》線戲本，修改裝鬼情節。

10. 《活捉王魁》移植川劇、京劇本。 36. 《鐵釘牀》同州梆子、漢二簧本，修改
馬剛鬼魂出現等情節。

11. 《活捉孫富》評劇本。 37. 《八義圖》秦腔老本，《藥包計》線戲、
碗碗腔本。修改趙盾鬼魂、巫神卜卦

等情節。

12. 《哭靈．上路》漢二簧本。《背鞋》秦腔本。 38. 《竇娥冤》移植蒲劇本，修改鬼魂驚夢。

13. 《毒二娘》秦腔、眉戶本。 39. 《惠風扇》秦腔、碗碗腔、線戲本，修
改借屍還魂、遊地獄等。

14. 《活捉呂蒙》漢二簧、京劇本。 40. 《轉腸壺》線戲本，修改陰曹地府。

15. 《活捉潘璋》秦腔、漢二簧本。 41. 《龍虎鬥》秦腔本，修改呼延壽亭的鬼
魂出現。

16. 《兩世緣》碗碗腔、線戲本。 42. 《一字獄》秦腔本，修改人說鬼話情節。

17. 《兩世姻》碗碗腔、線戲本。 43. 《赤桑鎮》秦腔本，修改包冕、馬娘娘
鬼魂上場、驛丞通傳等。

18. 《小陽河》（亦名《西聖歸天》）線戲本。 44. 《苟家灘》秦腔本，修改碑文。

19. 《雙紅帶箭》同州梆子、線戲本。 45. 《姜維推碑》秦腔、同州梆子、線戲
本，修改碑文出現情節。

20. 《太和城》秦腔、西府秦腔本。 46. 《白鹿垣》碗碗腔、線戲本。

21. 《五雷陣》同州梆子本。 47. 《黃飛虎反五關》秦腔老本、豫劇老
本，不能演出。秦腔修改本（五一劇團

演出本）可演出。

22. 《五雷碗》秦腔、漢二簧本。 48. 《吳天塔》漢二簧本，修改楊七郎、楊
令公驚夢等。

23. 《過沙江》漢二簧本。 49. 《劈山救母》秦腔、豫劇本，《劈華山》
碗碗腔。修改抽籤求神情節。

24. 《上天台》（亦名《打金磚》）漢二簧老本。 50. 《萬福蓮》（亦名《女巡按》）碗碗腔本，
《謝瑤環》移植京戲本。修改求神卜

卦、謝瑤環鬼魂驚夢。

25. 《賊打鬼》同州梆子、漢二簧本。 51. 《梅花簪》碗碗腔、線戲本，修改徐彥
青父鬼魂出現。

26. 《烏盆記》京劇本。 52. 《玉虎墜》秦腔老本，不能演出。

53. 《假金牌》秦腔老本、改本，不能上演。

54. 《義責王魁》阿宮移植本，不能演出。

55. 《天雷報》秦腔、郿戶本，不能演出。

資料來源：〈關於當前應立即停演五十五齣「鬼戲」的處理意見〉（1963年6月24日），陝西省檔案

館，232-1-438。

說明：（1）檔案原文並未明確指出部分「修改劇目」需要修改甚麼內容。（2）序號52-55劇目不能直

接上演，按照檔案內容推斷，應該是繼二十六齣劇目之後禁演的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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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壓迫下，受迷信思想的影響比較深，城鄉人民中燒香、拜佛，以至蓋廟

宇，不少地區中的幹部、群眾，以迎神、還願等名目，邀請劇團演鬼戲。鬼

戲的演出，加深了人們的迷信觀念，助長了迷信活動，戕害了少年兒童的心

靈，妨礙了社會主義覺悟的提高」；即使是「好鬼戲」也不能上演，對於缺乏科

學知識，有濃厚的迷信思想的廣大群眾來說，嚴重助長了迷信。這五十五齣

「鬼戲」中有二十六齣因為嚴重的「迷信色彩」，應該完全禁止。除了二十六齣

劇目之外，還有一些「鬼戲」中鬼魂形象不是劇中主要人物，對這類劇目，文

化局提出了修改意見，要求對其中涉及到勾魂、顯靈、陰曹地府、巫神卜卦

等內容進行修改，而且要求各地文化行政部門與戲曲劇團和藝人合作，進行

研究fm。

在出台這禁演和修改五十五齣「鬼戲」的文件之後，省文化局要求各個市、 

縣文化主管部門對本地劇團上演的「鬼戲」進行全面清查和匯報fn。各個地方

的劇團很快響應了這一號召，公布了本地劇團劇目清理的狀況。寶雞市在全市

範圍內的職業和業餘劇團中廣泛清查「鬼戲」的演出狀況，要求現有劇目中有

鬼魂形象的一律禁演fo；漢中市和咸陽市也對所有的劇團進行了清查，特別

清理了劇團演出中的「鬼戲」fp。瀏陽縣對本縣境內皮影戲上演的劇目進行排

查，查出《遊西湖》、《梅花簪》、《劈山救母》等一些經常演出的「鬼戲」fq；大

荔縣的報告中清查出本縣《陰陽鍘》、《金琬釵》、《兩世緣》等「鬼戲」，還特別

強調了封建迷信的毒害。報告中稱這些有鬼魂形象的戲，都不同程度地向人

們散播了迷信觀念，毒化了人們的心靈fr。

檔案文獻中並沒有包含省內所有地區「鬼戲」的清查報告，也很難發現基

層政府、劇團或民間藝人反抗的隻語片言，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可以推測

的是，反對者一直存在，隨着省級政治中文化保守主義勢力下台，反對聲音

1959年，趙伯平（左二）、周恩來（左四）與陝西省戲曲劇院演員合影。（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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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變得十分微弱。各方力量為了避免上演「鬼戲」帶來的可能懲罰，基本上不

會違抗上級指示。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1963年之後的十幾年間，「鬼戲」幾

乎絕迹於舞台。

本文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出這些具體的戲本，乃因為這些戲本傳唱千百

年，是塑造傳統民間中國下層社會心靈世界的重要媒介之一，我們從這些與

現代社會已經較為疏遠的陌生文本中，依稀看見遙遠的民間世界。人類學家

武雅士（Arthur P. Wolf）曾經在1950年代對台灣的民間信仰做出實地考察，他

在田野調查中發現，除了祖先和神之外，「鬼」也是民間信仰體系的重要組成

部分fs。雖然人類學家已經永遠失去了進入1950年代中國大陸的機會，但我

們仍然可以透過檔案文獻推斷出海峽兩岸民眾在鬼神信仰方面的相似性。當

代人類學家仍然孜孜不倦尋求民間信仰的重建，證明民間信仰在現代經濟發

展中所起的積極作用ft，但他們卻不得不面對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暴風雨之

後的一切是否還是從前的一切？這個問題雖然難以回答，卻是歷史學和人類

學共同面臨的主題。

五　餘論：「鬼戲」、民間文化與現代性

民間信仰研究者楊慶堃在《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

歷史因素之研究》中提出，中國宗教具有獨特的「彌散性」和日常性特徵。他觀

察到廟會、戲曲演出等都是這種彌散性宗教和信仰活動的一部分gk。歷史人

類學學者趙世瑜在明清時期華北廟會研究中也發現，民間文化中「演戲」是一

個很普遍的節目gl。本文正是以傳統戲曲為切入點，探討和思考漢學人類學

的一個核心問題：即革命現代性構建過程中，中國民間文化和鄉民信仰經歷

了甚麼轉變以及民間文化和現代國家的關係如何；「小傳統」和現代革命文化

碰撞後發生了甚麼，後果如何。

如果我們站在民間戲曲的角度觀察其經歷和遭遇，就會發現現代知識精

英一般對其採取較為排斥的態度，常常斥之為「封建迷信」。李孝悌研究下層

文化發現，晚清以來精英常以改良民間戲曲為己任，戲曲在下層社會啟蒙中

佔有一個特殊的地位gm。欲去除千百年積習，精英必須動員「下層社會」，採

用文化暴力或專制手段也再所不惜，甚至「宜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手段，嚴厲

以圖之」gn。民國以降，國家和政府力量也介入了民間戲曲的禁演，但因其滲

透社會的能力較弱，地方社會也沒有認真貫徹，加上戰爭環境，致使相關訓

令大都不了了之，並未在底層社會造成太大影響go。傳統社會諸多面向並沒

有被革命怒潮所沖刷，帝國和君主制已經覆滅，但古老習俗與文化依然體現

在一個個平凡人的生活和心靈中。

民國時期改造民間戲曲更多限於傳媒爭論，多是知識人紙上的硝煙。新

中國戲改則捲入政黨國家、各級幹部、知識精英、藝人、觀眾等多方力量。

1950年代早期，政治局勢較為平穩，「鬼戲」尚能在爭議中倖存，很多人為「鬼

戲」辯護，認為舞台上有些鬼是「好鬼」，代表了「勞動人民的反抗」和英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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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體系中，和新時代意識形態找到對接口。這種小心翼翼的闡釋和對接，看

似很好解決了現代政黨和傳統民俗的分歧，也抹平了黨內的不同意見。但

1960年代早期，大躍進的失敗深刻地撕裂了原本就充滿內部分歧的政黨國

家，上層的政爭蔓延到了政府各個層級，任何微小的分歧都被擴大，轉化為

革命和反革命之爭，各種符號都可以成為打擊對手的武器。在這種態勢下，

「封建迷信」和「反黨集團」捆綁在一起，文化思想領域分歧和政治鬥爭相互糾

纏，反對「鬼戲」也就演變成了權力之爭的一個砝碼，「迷信」也就成了政治對

手的一項罪狀。

民間戲曲中的「鬼戲」給了我們一個重新觀察共產黨政權和傳統文化關係

的窗口。針對1950年代中共中央與陝西當局的「鬼戲」之爭，並不存在一個「國

家」和「民間信仰」相互對立的範式，歷史實際軌迹並不是國家對民間信仰壓

制。問題的關鍵在於，1949年建立的中央政權，並不是一個密不透風、鐵板

一塊的「極權主義」政治藍本，恰恰相反，它是一個非常脆弱的聯盟，共產黨

人——無論是政治領袖還是知識份子，其文化認同充滿分歧，對待民間文化

的態度因人而異，溫和的改良聲音和激進禁止的態度始終激盪其間，不同團

體之間的文化認同邊界和政治派系邊界處於時刻流動和變化之中。正因如

此，同一個中央政權，在1950年代是「鬼戲」的積極支持者，到1960年代就轉

變成嚴酷壓迫者；一部分共產黨人走向權力中心的代價，是另一部分共產黨

人的自殺、流放和失勢。

我們發現，在中共黨國體制的官僚制層級上，任何一級都存在兩種或兩

種以上相反的力量，「鬼戲」在特定的時間是繁榮還是被壓制，取決於官僚系

統內部不同勢力之間的力量消長，毛澤東本人則在此中扮演着極其微妙和關

鍵的角色。換句話說，「封建迷信」在毛手中只不過是一隻可供利用的棋子，

他利用黨內文化政策本身存在的分歧，加以強化並擴大，藉此用一部分人打

擊另一部分對手。一個「無鬼之國」的形成，是各方勢力博弈，特別是官僚階

層內部勢力博弈的一個結果，它不但深刻影響了民間文化，也深刻改變了中

共內部的文化氣候，在這個意義上，中央政治局最高層和最偏遠的民間文化

遭遇同一命運。

現代性與傳統的關係值得我們重新思考。西方學者已經不再過多討論傳

統對現代性的阻礙，或把民間文化描述為全球化過程中的累贅和負面因素，

而轉向關注民間文化在現代化經濟和政治環境中的遭遇gp。作為中國民間文

化代表之一的「鬼戲」，介入了現代性構建的複雜經濟政治結構中，如同賀蕭

（Gail Hershatter）所言，正是在不協調的嘈雜話語間，產生了最有意思的繪圖gq。 

1949到1966年之間的「鬼戲」之爭，絕不是一個禁止和反抗的單一素描，內部

的分歧、權力博弈和抗衡，展現出一個獨特、複雜，飽含張力和悖論的現代

轉型藍本。

當樣板戲的時代過去之後，民間戲曲又一次回到了日常生活當中，甚至

回到了世界文藝舞台。時代變遷讓我們重新反省民間文化在現代社會的位置

c158-201403004.indd   64 16年12月2日   下午4:55



	中共與陝西地區	 65	

	的「鬼戲」之爭	

和意義，反省我們精神世界和信仰世界的可能性，這一過程還遠未完結。對

於本土人類學者來說，「這段故事的意義就在於使他們用古老的民間智慧，沖

淡知識理性與文化霸權，採用較為『忘我』的態度去體驗社會及其變遷」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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