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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8年中共在山西成立太行革命根據地後不久即開展戲劇運動。根據地政

府通過組織成立劇團編演新劇、改造舊劇，以期宣傳政策、教育民眾、建構政權

合法性。然而，新劇並不完全是政治意志的反映，也未擺脫民間意識的影響。隨

着戲劇運動的開展，新劇本應逐漸壓倒舊劇，但由於政治要求、集體創作方式、

劇團體制等原因，新劇在創作與表演方面均處於下風。舊劇一度壓倒新劇，盛行

一時。本文考察太行革命根據地戲劇運動的實踐過程，呈現新劇與舊劇背後政治

意志和鄉村傳統間的博弈。研究表明，在政治理念及其實踐過程之外，可以加入

資源、人、地方文化傳統等視角，有助於突破「國家—社會」互動的研究範式。

關鍵詞：太行革命根據地　戲劇運動　政治意志　民間意識　鄉村傳統

戲劇在傳統中國社會就具備娛樂、教化民眾的功能。中共在革命期間始

終重視發揮戲劇的作用，利用戲劇去鼓舞士氣、解釋政策，使之具備宣傳、

動員功能。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共在山西建立了晉察冀、太行、

晉綏等多個革命根據地，1938年成立太行革命根據地後不久即開展戲劇運

動，根據地政府通過組織成立劇團編演新劇、改造舊劇，發揮戲劇的多種功

能，支援抗戰。本文認為，新劇與舊劇的「新」、「舊」主要體現在內容上，新

劇內容包括時事、生產、戰鬥、反迷信等，舊劇內容一般為歷史故事與家庭

故事。新、舊劇都廣泛利用各種民間藝術形式，如歌舞、小調、秧歌等。總

體上看，前者以話劇居多，後者主要為唱劇。

「拉鋸戰」 ：太行根據地戲劇 
運動中的政治意志與鄉村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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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曾提交第二屆「當代史：文獻與方法」研習營討論，特別感謝韓鋼教授的悉心	

指導。承蒙馮筱才教授、馬維強教授、呂文浩教授、黎心竹、蔡樂昶、楊立群等師友	

與兩位匿名評審專家對本文提出的建設性意見，在此深致謝意。一如成例，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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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對根據地戲劇運動的研究基本採用「國家—社會」互動這一研究範

式1。一種觀點認為戲劇是中共推行政策的重要工具，中共在根據地利用識

字課本、戲劇、秧歌，田間地頭的讀報、黑板報等形式宣傳政策，使廣大民

眾逐漸認可並積極擁護這些政策，他們的政治熱情也有了很大提高2。有學

者進一步指出，根據地政府通過組織革命劇團、教育民間藝人、發動群眾創

作新劇等方式，不僅達到了以民間文化形式宣傳革命、教育民眾的目的，而

且通過戲劇完成了對基層社會的全面動員和改造3。經過長時間的摸索和磨

合，革命新劇逐漸被大多數民眾所接受，傳統劇碼在當地政府嚴格的審查下

基本消失，政治融入草根文化並滲透到鄉村社會4。以上觀點都強調中共利

用戲劇順利完成改造民間文化、宣傳革命、動員民眾等預期目標。美國學者

江曠（Brian J. DeMare）在新著中指出，鄉村民眾通過看土改劇學會了用新的術

語和概念去「訴苦」，還從舞台上學會了新的儀式，並將之運用到政治運動

中。他同時注意到，土改劇未能真正贏得農村觀眾支持，民眾對新劇存在排

斥5，但並未對此展開進一步討論。近期有學者對華北地區的戲劇改造展開

考察，認為中共憑藉改造舊劇、編演新劇以及「政治訓誡」（行政干預）等技

術，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將革命意識形態與政治文化滲入鄉村文化6。其研究

雖注意到編演新劇時出現的問題以及舊劇復蘇現象，但未將這些史料納入到

具體的時空背景中展開分析，未能認識到編演新劇與舊劇復蘇之間的內在關

聯以及「政治訓誡」的動態過程。

總體而言，目前學術界對根據地戲劇運動的研究，大多強調中共通過開

展戲劇運動完成革命任務。這種研究路徑雖從政治、戲劇與鄉村社會互動的

1938年成立太行革命根據地後不久即開展戲劇運動，圖為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前的八路軍將領組雕。（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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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學術論文 角度切入，但尚未超越「政策—效果」書寫模式，即中共政策演變、農民接受

並獲得利益、革命積極性提高的三步曲7。近年來雖有學者主張跳出該種模

式，但還是在「國家—社會」的既有框架下強調底層與上層的互動。本文利用

山西省檔案館所藏的基層檔案與革命歷史資料，輔之以地方史料，重點考察

太行革命根據地戲劇運動的實踐過程。太行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

戰爭時期創建的華北敵後抗戰重要基地之一，是晉冀魯豫根據地的一部分。

在政治意志與鄉村傳統的「拉鋸戰」中8，根據地政府如何推行新劇並借助戲

劇構建政權合法性？新劇在推行過程中遇到了哪些阻力？舊劇為何一度盛

行？以下將探討這些問題，呈現新劇與舊劇背後政治意志和鄉村傳統間的博

弈以及戲劇運動受挫的深層原因。

一　推行新劇：劇本創作與娛樂大會

革命領導人早在紅軍時期就十分重視軍隊的宣傳功能，中共更設立專門

機構從事宣傳工作，政黨組織延伸到哪，宣傳工作就延伸到哪9。黑板報、

小說、戲劇、歌舞、快板都被用來宣傳革命、教育民眾。戲劇與詩歌、小說

相比更能帶給觀眾視覺與感官上的衝擊；加上觀眾不需要識字，看戲遂成為

鄉村民眾最廣泛參與的娛樂活動。1937年八路軍開赴華北作戰，隨軍的文工

團、宣傳隊通過歌舞、短劇、活報劇等形式推動當地的文藝活動bk。1942年

之前，晉冀魯豫邊區的戲劇運動實踐以部隊和政府機關的職業劇團為主體，

1942年以後，農村劇團開始大量發展，這些農村劇團大部分為業餘劇團bl。

與業餘劇團相比，職業劇團數量較少，它們一部分隸屬軍政機關，另一部分

受專區或縣的領導，經常在各地農村巡迴演出，並定期對業餘劇團進行技術

指導bm。1942年12月，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教育廳指示要在每一個專區培植一

個職業劇團，每個縣培植一個不脫產的模範劇團，每兩個行政村培植一個農

村劇團bn。

其時由於戰爭頻繁，大規模的新劇創作尚未開展。這一時期的農村戲劇

運動還是以舊劇、舊形式為主（太行區流行的舊劇形式包括山西梆子、山西秧

歌、上黨大落、上黨官調、武安小落等）。此外，一些易於排練與演出的歌舞

劇、街頭劇也時常於鄉村上演bo。劇本內容主要選擇以下三種：一、能提高

民族意識的，如各種反抗外族侵略的歷史劇；二、反映社會問題的，如反惡

霸、反迷信等劇；三、反映時事、進行政治宣傳的劇，比如蘇軍大捷、盟軍

勝利、生產運動與擴兵救災等，《封神演義》、《西遊記》等故事則被禁演bp。

隨着減租減息運動與農村戲劇運動的大規模開展，農村劇團的數量迅速

增加。據太行區1945年文教大會統計：全區四千多個村共有農村劇團625個， 

加上秧歌隊，共有1,000多個。到1946年6月，十五個縣已有898個農村劇

團，其中武鄉一縣便有160多個bq。1945年太行三專署提出：要徹底改變以前

輕視文娛工作的現象，加強對文化娛樂工作的領導，把文教工作提高到中心

工作的地位。劇團不只在元宵節、年關出演幾次，還要結合本村的工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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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大紀念日，建立起文化娛樂制度br，用廣場歌舞劇、快板等形式表演本

村典型人物的模範事迹bs。歌舞劇、秧歌劇表演的故事短小精悍，可以沒有

布景、音樂，甚至可以在街頭演出；參與表演不大受限制，男女老幼皆可。

這些劇既能吸引觀眾，又有明顯的宣傳效果bt。所以，根據地政府認為農村

劇團不應一味學習演大型劇，而應該出演這些小型劇，以生動活潑的形式說

明一個故事、一個問題ck。

新劇劇本的大量產生是戲劇運動得以開展的前提條件。1945年5月，晉

冀魯豫邊區政府發出指示，要求各縣搜集各村秧歌競賽所用的劇本，選最好

的到邊區參加評比，邊區政府將對其中優秀的作品予以物質獎勵cl。這些劇

本涉及戰爭、生產、參軍、反迷信等現實題材，歷史故事與神鬼故事已經在

新劇劇本中看不到了cm。

每到年關，各地都會舉行大型的文娛活動出演新劇。在此之前需要充分

準備，如動員民眾參加創作、集訓農村劇團和積極份子、召開農村藝人座談

會等。各高初小學教員起組織推動作用，農村藝人與農村會說會唱者編寫秧

歌、快板、鼓詞、小調、劇本，把群眾翻身、參戰、擁軍、優撫、生產的故

事編寫出來cn。如黎城縣洪井村民眾「扮演本地事，教育本地人」，把自己在

冬學裏評選出來的模範幹部陳本德、擁軍模範程景河等人的事迹都編成快板、 

改成秧歌來表演co。各地在進行文娛活動時會組織劇團競賽與選拔模範，競

賽的評分標準分內容與技術兩方面，不僅要求技術好，而且要求內容有教育

意義cp。

抗戰初期文工團是推動地方文藝運動的主要力量，隨着根據地的鞏固與

擴大，中共開始組織劇團、改造舊藝人，用物質獎勵、組織競賽、評選模範

等方式大力推動新劇的創作與發展，力圖通過推動劇團在平時出演小型新

劇、在節日組織娛樂大會及劇團競賽的辦法，打破鄉村傳統文化結構，進而

宣傳革命、教育民眾。

二　劇本內外：政治意志與鄉村圖景

對鄉村民眾而言，看戲不僅能放鬆身心，也是他們獲取信息與知識的重

要渠道。對根據地政府來說，政權的正常運行需要人們對秩序的認同感，有

了認同感才能產生主動服從。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知識與權力相互滲

透，知識必定意味着權力cq。據此，新劇創作與舊劇改造體現出根據地政府

通過創造、修改「知識」，從而建構話語體系與自身合法性的努力cr。

當時，揭露國統區黑暗統治的作品可謂汗牛充棟。比如牛村小學編的《國

共兩黨對比快板》中寫道：「老鄉們想一想，國共兩黨不一樣。代表地主國民

黨，代表工農共產黨。黑暗統治國民黨，解放人民共產黨⋯⋯強壯抓丁國民

黨，自願參軍共產黨。打罵士兵國民黨，說服教育共產黨⋯⋯」cs這個快板將

國共兩黨進行對比，告知民眾國民黨代表地主，實行一黨專政，勾結敵人，

抓壯丁；而共產黨是工農的代表，打擊敵人，堅決抗戰，善於說服教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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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學術論文 過，宣傳口號式的快板顯得空洞、抽象，沒有人物和故事，民眾聽後很難留

下深刻印象。

為加深觀眾對敵人的理解，潞城縣創作了劇本《閻錫山刮地皮》。這部劇

採用諷刺、幽默的手法，借助鬼神塑造閻錫山的負面形象。劇情顯示閻錫山

即將成為八路軍的刀下鬼，更為滑稽的是，閻錫山下地獄後，由於沒人再來

刮地皮（比喻貪官污吏搜刮民財，形同刮地皮一樣寸草不留），所以他就得長

期在地下受罪。「呸」、「一不做二不休」等通俗口語將閻錫山的頑固與囂張形

象地烘托出來；「解放後沒人再來刮地皮」寓示新社會的美好ct。

新編歷史劇《忠臣血》主要講述明末抵抗外侮的名將袁崇煥打退滿清的多

次進攻，後被賊臣閹黨陷害致死的故事。該劇一方面揭露明朝統治集團的腐

朽黑暗，另一方面歌頌英雄袁崇煥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意在培養民眾的民

族意識dk。獨幕話劇《小英雄》講述了在「反掃蕩」中，一名八路軍偵察員和一

個農村姑娘英勇機智、俘獲敵人的故事。話劇《生產模範一家人》描述了大生

產運動中一位山區的中年婦女，在丈夫被日寇殺害後，帶着一兒一女堅決不

要政府照顧，自力更生，克服種種困難，最終過上豐衣足食好日子的故事。

小歌劇《模範軍屬》則講述解放區土改後，軍人的妻子協調家庭內部矛盾，帶

頭參加互助組，積極參加勞動，被村裏評為模範軍屬的故事dl。這類劇本書

寫各領域中模範的故事，強調黨對模範的重視及獎勵。小唱劇《後悔》主要敍

述有些人不相信政府而最後吃虧的故事，凸顯根據地政府在生產中的領導作

用dm。敵我、今昔對比（揭露敵方腐敗與封建社會黑暗，強調黨組織的領導作

用），以及表演典型事迹、頌揚模範，都是根據地政府通過劇本建構自身合法

性的主要方法。

除了創作新劇外，審查、修改舊劇也是根據地政府改造民間文化、建立

革命新道統的重要方式。太岳區將舊劇分為三類，第一類應提倡發揚，第二

類無利無害准演，第三類禁演。第一類劇包括《雙龍劍》、《東門會》、《雁門

關》等，內容可分為四種：一是農民抗爭，即揭露統治階級內部黑暗，農民領

袖幫助人民進行反抗；二是反抗侵略，歌頌保衞民族利益的行為；三是婦女

爭取婚姻自由，最終取得勝利；四是家庭故事，表現封建考試的陳腐與考官

的自私。第二類劇主要為歷史故事與家庭故事，如《送親打午門》是歷史故

事，表現岳飛少年英俊；《巧祿案》為家庭故事，表現御史老人的可惡和驕傲； 

《三岔口》是歷史故事，主要演武術dn。

根據地政府對第一、二類劇的修改，是為了使劇本更符合革命意識形態

與改造民間文化的政治主張。如《雁門關》一劇，「八郎下馬踏淤泥改成四面衝

殺筋疲力盡，道明不願再當俘虜，拔劍自刎」，修改後更能體現民族氣節。

《打南京》一劇中的天降鋼橋場面被改為朱元璋和民眾聯合將元順帝趕跑， 

軍師算命等情節也被加以修改。《司馬莊》一劇中託夢小鬼引路等場面被去

掉。《剿杜府》中原有的洞房情節被刪去，神仙救走的場面被改成自己設法逃

走，天命、鬼神等民間意識已基本被清除。《春秋配》的結尾原來是一個男人

與兩個女人結婚，改為與一個女人結婚，以符合根據地新婚姻法規定的一夫

一妻制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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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為禁演劇，筆者根據檔案對其類別與數量作了如下統計（表1）：

表1　禁演劇類別與數量統計

禁演戲劇的內容 數量 所佔比例

神鬼迷信 53 37%

庸俗低級趣味與不合人情 23 15.90%

歌頌民族失節 14 9.70%

淫亂色情 12 8.30%

提倡正統思想、維護統治者利益 12 8.30%

提倡愚忠 11 7.60%

未確定哪類暫時禁演 8 5.50%

壓制女權提倡封建道德 6 4.10%

統治者鎮壓農民起義 6 4.10%

資料來源：〈太岳四地委宣傳部上黨舊劇初審意見〉（1949年4月），山西省檔案館，A16-3-1-15。

由上表可見，「迷信劇」與「低級趣味劇」佔禁演劇總量的一半以上；「色情劇」、 

「愚忠劇」、「民族失節劇」與「正統劇」各自所佔比重相當，合計所佔比重接近

40%；「鎮壓農民起義劇」、「提倡封建道德劇」所佔比重較小，合計不到10%。

鄉民一般喜愛能給他們帶來心理安慰與樂趣的戲劇，如內容豐富的迷信劇與

低級趣味劇，但這類劇與唯物主義意識形態及中共改造民間低俗文化的政治

主張相衝突，因此被列為禁演劇。正統劇與愚忠劇主要是對傳統時代正統文

化的反映，禁演這類劇是為了樹立社會新道德。禁演民族失節劇是為了弘揚

民族正氣，培養民眾的民族與國家意識。

筆者認為，演劇對民眾的動員是間接的、非強制的，這種動員方式有別

於組織、行政動員——具有強制性，往往通過強大的組織網絡及各種權術達

成dp。中共通過戲劇運動將民族主義、唯物論、階級鬥爭、男女平等、自由

戀愛等新觀念與政治主張傳遞給民眾，啟發、挖掘民眾的革命意識，進而為

組織、行政動員提供價值理論支撐。具體來說，弘揚民族主義，能激發民眾

的民族與國家意識；歌頌群眾、殺敵英雄及後方各類模範人物，能突顯根據

地政府對人民力量的重視。土改、徵糧和招兵，動員數量龐大的鄉村民眾參

加和支持革命，都在此語境下進行；古今、國共對比，將根據地政權與封建

王朝、國民黨政權切割開來，使民眾明確愛憎對象並獲得現實滿足感，進而

增強對根據地政權的認同。

這些劇本體現根據地政府改造民間文化、打破鄉村固有文化結構、構建新 

秩序的努力，但民間意識仍能通過演員反映到戲台上dq。新劇不全是革命和政 

治的內容，還夾雜了與其時政治意識形態並不相容的民間意識。民間意識雖

然沒有成為新劇的主線，但大多隱藏在演劇時演員的台詞、表情與動作中。

太行區地方當局的報告就指出，戲劇運動存在「劇本內容不差但表演起來就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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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學術論文 曲的問題」dr。不少演員將「管叫你命見閻王」、「也是我今運不通」、「丟人」、

「惹氣」、「不沾光」等「落後意識迷信話語」帶到歌劇中，有的劇稱八路軍為「共

匪」、「匪軍」、「偽軍」。有的演員通過戲外作戲、亂出洋相來逗樂觀眾ds，如

《活路》中的女兒在戰爭關頭還和母親在逃難中開玩笑。《扭正思想》一劇結尾

時演員宋天明（化名）因為不會唱而索性學女人哭：「你怎丟下我來呀！」，將

鼻涕一捋做閉幕。又如《挺近敵區》中，女演員手提褲子出場。這些場景無法

教育觀眾、增強對敵人的仇恨，只會引起觀眾「哄堂大笑」dt。

除了充滿鄉土氣息的台詞與調皮戲謔的劇情，新劇似乎也難以擺脫鬼神

文化的影響。唯物論是革命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根據地政權認為

對民間鬼神文化必須加以改造。在太行區的一次創作運動中，以反迷信為主

題的劇本數量最多，這類劇本雖然以反迷信為主題，但在神鬼事情方面描寫

得很逼真。如劇作者在《叫魂》裏把鬼的說話寫得生動形象，渲染出陰風慘慘、 

鬼影幢幢的氣氛。當時的報告指出：「每個作品都一樣，在神怪的事情上，很

細緻淋漓，在破除上都作為個笑話而結束。」ek

革命新劇難以擺脫民間意識與鄉村文化的影響，透過新劇我們還能瞥見

民眾內心情感與鄉村社會的真實圖景。戰爭的殘酷是多數農民參軍的主要顧

慮，這一點也在劇中得到體現。黎城縣某村編寫了一個特務破壞參軍工作的

戲，編寫者的本意是暴露特務的真面目，但劇中特務卻說：「解放區動員參軍

是強迫，父哭子、妻哭郎、拉拉扯扯上戰場，一百升口棺材從東關過，這就

是參軍的下場。」el太南某農村劇團編了一幕話劇《當兵去》，說的是一個農民

閒居在家，青年救國會會員來招兵，說了許多抗戰的道理，這個農民都不願

去。眾人正焦急着沒法說服他，農民的舅母終把他說動去參軍，於是大家歡

送他去當兵。不一會兒，台後一陣劇烈的槍聲，農民被鄰舍抬回來，據說是

上火線被打死了，全劇在哭聲中落幕，台下觀眾「十分懊惱，大為不樂」。一

個區幹部指責該劇宣傳「悲觀失望」，把該劇團大罵一頓em。這些劇無不體現

民眾內心對戰爭的恐懼以及對參軍的抗拒。

土改與整黨運動中常發生鬥中農、幹部的現象，也反映到新劇的情節裏。 

比如一齣劇裏一個被錯鬥的中農抱怨：「省吃儉用一輩子，結果鬥了個一掃

光。」en《都滿意》反映中農被鬥後心中的無奈與苦楚，一開頭就是被鬥中農的

泣訴：「秋風西下雁南飛，吃穿艱難心內成灰。夫妻勞動多半輩，霎時財產順

風飛。男人躺倒不幹事，孩子要吃哭啼啼。人人說主席是明燈，為啥照不見

冤枉人？何時當頭掛明鏡，何時俺才熬成人？」eo有些地方把壞幹部與中農害

怕被鬥、偷吃浪費現象編寫成劇，上演後造成幹部工作消沉等後果ep。某黨

員在劇中對整黨發起牢騷：「參加黨十年為革命，結果上了鬥爭台！有的群眾

鬧報復，無中生有提意見，好心做了驢肝肺，保國忠良沒下場。」eq又如描寫

整黨的作品《堅決》，反映了整黨後發生的家庭危機，劇中村長與妻子爭吵，

妻子埋怨道：「革命哩，革命哩，可去革吧！這可革透了⋯⋯你屎殼郎掉在車

壕一樣，我跟上你不能見人！」《弄清是非》中幹部張德勝的唱詞，形象地表現

出基層幹部在整黨期間內心的委屈與失落：「五月份的果子結滿樹，冰雹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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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滿地，現下我村要整黨，據說幹部要換哩，有功不償反為罪，那朝也有屈

死的，有冤無處去申辯，冤屈鬼兒是自己。」er

新劇創作者多為鄉村中的文化人，表演者一般為普通民眾，他們在創作

與演出時往往有意或無意將自己的內心感受與經歷帶入作品。作品中的民眾

情感與民間意識有時以與政治意識形態相抵牾的方式表現（如被鬥中農的訴

苦），有時借自我否定與被批評揭露呈現出來（如反迷信作品中流露鬼神迷

信），還有的表現為一味迎合觀眾。

根據地政府試圖通過創作新劇與改造舊劇來宣傳革命、教育民眾、加強

政權合法性。這些政治意志雖能從劇本中看出，但並未表明新劇都已成為宣

傳工具。相反，新劇創作者往往將自身的經歷與情感體驗寫進作品中，表演

者則通過台詞、表情與動作來吸引觀眾、表達感情。新劇中的部分台詞與場

景甚至背離了創作意圖，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新劇被賦予的政治宣傳功

能，折射出鄉村民眾的內心世界與鄉村社會的真實圖景。

三　大演舊劇：史實梳理與原因分析

新劇不僅未能脫離鄉村文化與民間意識的影響，也未能取代舊劇。新舊

劇間的「拉鋸戰」隨着時局變化而呈現出不同特點es。早在1942年，根據地 

政府就開始審查、限制農村舊劇，將所有舊劇分為適合出演、暫時可出演、

禁演三類，要求農村各劇團完全遵照審查後的劇本出演並在當年學會兩本新

劇et。根據地政府認為，農村戲劇運動的方向是發展新劇，逐步縮小舊劇的

地盤。農村劇團由於受演員演技與人力物力方面的制約，因此應該主要編排

簡單的小型新劇來演本村實事，通過本村事教育本村人。但舊劇並未隨着新

劇的發展與政策限制而逐漸衰落，有條件的農村劇團往往花錢購買布景、服

裝、幕布，動輒排演大型舊劇。太行區一些職業化農村劇團為了迎合觀眾以

圖利，演舊戲比演新戲多，「演舊戲比演新戲起勁」fk。農村中普遍存在民眾

不喜歡看新劇、要求劇團出演舊劇的現象fl。

1945年，左權縣芹眾劇團由於提倡演舊劇，而且在元宵節還大演三天《慶

頂珠》等劇fm，受到上級一再批評，但並未改正，最終被撤銷劇團資格fn。 

1946年上半年，太行區不少農村劇團又恢復了舊戲班的一套，劇團與劇團之

間比把式、拼技術。縣劇團也有大演舊劇、抬高戲價的現象fo。1946年長治

七月初一會上，部分幹部、民眾光看舊把式，只點舊劇不演新劇，致使舊演

員自高自大，新劇團中的新演員悲觀洩氣fp。1947年夏，太行三專署召開各

縣劇團會議後，演舊劇的現象得到遏制fq。同年，潞城縣大眾劇團開始發展

新的歌舞劇，並在團內開展了新音樂運動，提高新技術，青年兒童都學簡譜

和拉唱，舊演員也都極力研究新技術和新歌譜fr。

但進入1948年後，總的形勢變為「舊劇進攻、新劇退卻」，到處都在演舊

劇，很少演新劇。特別是隨着整黨運動中「極端民主」現象的出現，劇團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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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學術論文 裏民眾都要求演舊劇，劇團幹部與演員為了「吃得開」，都向舊劇方向發展。

除個別劇團堅持演三分之一的新劇外，各縣劇團無論白天黑夜都是演舊劇，

還把早已禁演的舊劇重新搬出來。太行三專區某地民眾怕劇團演新劇，甚至

不准他們掛幕布fs。武鄉縣不少農村劇團買舊箱、請舊教師專門演舊劇，全

縣由演新劇改為演舊劇的劇團有二十七個ft。太行六專區也出現「請舊藝人排

舊戲」、「不依照審查的劇本出演」、「大肆唱舊劇」的現象gk。以下將從新劇創

作與表演兩個角度，探究大演舊劇現象出現的深層原因。

大演舊劇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是由於整黨後不少文藝工作者深入農村或

開赴前線，文娛活動無人領導，放任自流，新劇創作數量隨之減少gl。另一

方面則是因為政策變化快，劇團寫出來的新劇往往演幾天就不讓演了。更重

要的是，劇團歷年創作和演出的大多是翻身劇，而且只有編排、表演翻身劇

的經驗，演多了民眾就不願意看，劇團又寫不出有持續吸引力的新劇劇本gm。

太行區委宣傳部於1948年7月發動全區進行文藝創作，力圖通過大量創

作新劇來壓倒舊劇。這次文藝創作收到鼓詞、快板等作品47件、劇作38件，

總字數共約40萬，參加創作的人數達到110多人。作品雖多，但「政治上合

格」、藝術上生動活潑的極少gn。

創作新劇的文教人員由於生長於鄉村，在創作時往往將一些與主題無關

或者無助於宣傳教育的內容寫入作品中，這些體現民間意識的作品一般需要

大幅修改才能登上舞台。對於創作者來說，政治要求使創作受到很大限制；

有演員認為，演好典型人物怕被批評「客裏空」（脫離實際）；內容好、技術形

式不好，會喪失趣味性；注意技術趣味又容易把內容歪曲go。這些在短時間

內創作出來的作品，雖符合政治要求，卻大多存在不真實、材料堆砌、人物

沒個性、故事性不強、「戲劇八股」等缺陷gp。比如許多作品最後都是以大合

唱結束，歌詞必然是：毛主席像紅燈或共產黨是救星等等。劇中的工作員都

是在遇到困難沒法解決時，出來說兩句教條和「政治八股」。很多劇都不符實

際地寫一個聰明伶俐的小孩，甚麼道理都懂，甚麼知識也知道，比如《勞動婦

女》中十四歲的姑娘成功解決了自己的婚姻問題。人物與故事是戲劇的靈魂，

當戲劇失去真實性時，勢必會影響到作品的觀賞價值。這次文藝創作運動雖

然收到85件作品，但僅僅選出鼓詞、快板7件，劇本6件，合格作品一共才

13件gq。雖然有幾個作品中出現非常生動、緊張的場面，但大部分作品都是

比較粗劣的，拿到舞台上無法產生應有的效果gr。

新劇一方面必須符合政治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必須為宣傳教育工作服

務。前者影響新劇的觀賞性，後者決定新劇的創作方式。宣傳工作往往要求

在短時間內創作出大量符合形勢與政策的作品，因此為宣傳服務的作品一般

以小型劇、快板、活報劇等形式為主。由於需求量大，創作方式為集體創作。 

所謂集體創作，往往是村幹部、勞動模範、劇團幹部首先根據村中的實際情

況確定宣傳內容，然後湊材料、出主意，由幾個人搭起架子，大家一起往這

個輪廓裏添故事情節、台詞和動作；或是先確定故事梗概，然後分配演員，

由演員根據劇情自己創作台詞和動作，編寫、排練與修改同時進行，最後由

小學教員記成劇本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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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地政府鼓勵群眾集體創作的原因，在於這種方式能在短時間內產生

大量的宣傳作品。然而藝術創作是個性化的工作，優秀的藝術作品往往是一

個人長期體驗與思考的結果，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也很難集體分塊創作

出來。根據地政府不得不承認：創作的主力軍是高小學教員（骨幹）、在鄉知

識份子與新舊藝人，但成型的作品大多出自新劇團幹部與較高級文教幹部之

手gt。優秀的新劇往往需要表演形式上的創新，這種創新只有受過專業訓練

的幹部才有可能完成hk。鑒於根據地的人力物力，專業創作者十分有限，依

靠群眾進行集體創作雖然能在短期內產生大量作品，但作品品質可想而知。

民眾看新劇往往是圖個新奇，新劇不像舊劇那樣深受民眾喜愛hl，甚至有部

分鄉村幹部支持民眾反對新劇、極力主張演舊劇hm。直至1949年，太行區有

些農村劇團與縣劇團仍在「濫演舊劇」hn。政治意識形態與宣傳需要決定了新

劇的內容與創作方式，一定程度上也影響着新劇的生命力。

根據地政府開展戲劇運動的方式之一是組織成立革命劇團。劇團不同於

舊戲班，舊戲班一般實行按每個演員技藝高低固定薪餉的包份制。農村劇團

成立後，進行民主改革，廢除班主制，取消包份制，代之以評分計酬，改變

了以往以市場和技藝為導向的分配方式ho。新的體制將舊藝人改造成革命隊

伍的「文藝工作者」，傳統的生活和從藝習俗被擯棄，原來的師徒關係為「同志

關係」取代，藝人的社會地位也有所提高。

然而，建立劇團所帶來的諸多負面影響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視。首先，新

的體制造成劇團新劇表演技術差、新的名角（台柱子）難以產生。在新的管理

體制下，根據地政府對職業劇團有種種限制，比如劇團不能隨便募集或攤派

戲費，出演劇碼需要政府批准等hp。新的體制不再以市場為中心，演員的主

要工作是完成上級部門交代的出演任務，而非苦練技術、取悅觀眾，舊有激

勵機制的取消使演員失去了提高自身技術的動力，進而導致劇團很難培養 

出像樣的演員來hq。其次，體制的變化還導致縣劇團與民眾之間關係的疏離

甚至緊張。不少民眾因為不喜歡充滿宣教意味的新劇，將目光漸漸轉向民間

戲班。

根據地政府要求專縣劇團主要演新劇來宣傳政策、教育民眾，但新劇劇

情連續性差，人物性格不突出；演員在歌唱技巧上不下功夫，表演動作較隨

便，缺乏名角；化妝簡單，布景麻煩，演多了觀眾就會生厭。與新劇相比，

舊劇富有故事性，人物性格分明，名角唱得好，手足表情好hr。昔陽縣西峪

劇團曾在慶祝大會上出演舊劇，各地民眾反映這次大會最好看的就是西峪的

舊劇，以致各村請舊藝人教舊劇，向西峪劇團學習hs。有時，縣劇團表演的

新劇還不如農村劇團的比賽具有吸引力。潞城縣曾經有縣劇團與農村劇團在

同一個地方出演，民眾不看縣大眾劇團送南下幹部的演出而爭相看農村劇團

比賽的情況ht。

由於劇團已不再是以市場為導向的舊戲班，而是受政府直接領導的宣傳

先鋒隊，因此有些劇團仗着自己是縣劇團「兜派頭」（耍大牌），演出不按時到

或不按時出演。民眾的觀念則是「叫你唱就得唱」，以「不叫上台」、「扣戲價」

或把桌椅搬走等手段抗議ik。長治勝利劇團因為對觀眾要求不理睬且態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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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縣劇團由於受劇團體制等多方面的制約，往往賺錢不多，生活難以維

持im。有的縣劇團因為無法解決演員生活問題要求解散in；有的演員不願留

在縣劇團，去農村劇團唱賣戲io。昔陽縣劇團因為災荒被迫解散後，不少村

莊組織農村劇團尤其是舊劇團來縣裏進行娛樂活動ip。

與新劇相比，舊劇有廣泛的觀眾基礎，演員演舊劇往往能獲得較多的經

濟收入。太行三專區黎明劇團每三天最高戲價能達到30萬元，大眾劇團、勝

利劇團分別能達到60萬與80萬元。農村劇團戲價也在20萬至40萬元之間，

演員在1948年夏季最多能分到30餘萬元，最少也分得3、4萬元，這個夏天是

劇團「經濟上空前豐富的階段」iq。

舊劇盛行不僅使舊有運營模式得以恢復，還引發了演員之間的矛盾。以

前劇團為了有時間學習、排演及不耽誤群眾生產，一般執行一天兩開台（開

演）制度，1948年又恢復了過去一天三開台的制度，甚至演到雞鳴ir。技術好

的縣劇團到外縣「十個八個鈎把式」（藝人表演傳統技藝），劇團藝人不再參加

劇團學習，而是發展僱傭關係，擴充劇團規模。劇團內部關係上，新舊演員

的矛盾尖銳化、表面化。隨着舊劇的復興，舊演員因為有技術而驕傲起來，

看不起新演員，諷刺新演員說：「咱演戲養活吃閒飯的。」有的舊演員認為沒

了他不行，不高興就裝病搗蛋。新演員則罵舊演員是「戲子」、「流氓」，認為

他們「落後」。新舊演員互相輕視，彼此拆台is。舊戲班以名角為中心，演員

地位由技術高低決定。舊戲班被改造成劇團後，根據地政府強調演員之間的

平等。舊演員雖然有技術但仍與新演員地位相當，新演員因為「政治覺悟高」

甚至比舊演員更有優越感。但舊劇重新興盛，意味着新演員失去用武之地，

舊演員成為演劇的主力，新舊演員衝突在所難免。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新劇在創作和表演上都存在一些問題。新劇不如舊

劇受歡迎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政治要求與集體創作方式交互作用的約束，另

一方面在於其不同於舊戲班的劇團體制造成的種種負面影響。前者使創作出

來的作品缺乏藝術性與生命力，後者使演員受到各種約束並使原有的激勵機

制消失，進而導致新劇在劇本創作與表演技術方面都難以戰勝舊劇。相比之

下，舊劇比新劇存在時間更長，早已為人們熟悉和接受，而且更加生活化，

這些又恰好是新劇的「軟肋」。各劇團為了獲得更多收入，紛紛大演舊劇，劇

團運營模式與新舊演員關係隨之發生變化。

由於新劇在劇本品質及表演技術方面存在的問題，多數新劇隨着戲劇運

動的結束而逐步淡出鄉村舞台。新劇品質較低，缺少觀眾，加上主張禁演舊

劇，必然導致民眾的抵觸以至娛樂活動的衰微it。因此，1948年舊劇盛行

後，根據地政府開始從歷史中找尋資源，創作新歷史劇jk，積極改編舊劇，

鼓勵劇團演員學習舊藝術以提高表演技術jl。針對劇團經濟困難與作風問題， 

根據地政府還提出劇團企業化的方向，讓劇團參與市場競爭，自力更生，這

樣一方面可以促使劇團提高技術，減輕財政負擔；另一方面還能改善劇團與

群眾之間關係，克服以前「官辦」、「幹部」的壞習氣jm；並靈活規定：舊劇改

造完成前，劇團白天可以演舊劇，晚上爭取多演新劇和新編歷史劇。新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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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最低應佔三分之一，爭取佔到二分之一jn。太行三專署的各個縣劇團都學

習舊藝術，有些新演員在表演技術上進步迅速jo。

四　結語

五四時期新文化人希望通過戲劇（特別是西方傳入的話劇）去宣傳新思

想，但由於種種原因，他們所宣導的新戲並未成為舞台的主流jp；那時的廣

大鄉村是傳統戲曲的天下。直到抗戰爆發，話劇才隨着中共進入鄉村社會。

以話劇為主的革命新劇隨着根據地戲劇運動的開展逐漸步入民眾的日常生活， 

無論是在戰爭動員、政治教育還是在促進生產方面都發揮着積極的作用。戲

劇作為一種傳播媒介與動員工具，主要功能是傳播信息及革命文化，鄉村民

眾通過看戲接受教育，解決自身的思想問題jq，根據地政府通過啟發、挖掘

出他們的革命意識，進而增強政權合法性，但這種動員方式是間接的、非強

制的。

新劇創作與舊劇改造體現了宣傳革命、教育民眾與加強政權合法性的政

治意志，但新劇創作及演出中出現的種種面相無不體現了民間意識的堅韌。

新劇裏的民間意識反映了根據地社會的真實圖景與變遷，在一定程度上消解

了其被賦予的政治宣傳功能。編演新劇與大演舊劇的內在關聯就在於：創作

並推廣新劇雖是根據地政府開展戲劇運動的主要方式，但是由於上文分析的

種種原因，新劇並未被大多數鄉民所接受。舊劇不僅沒有如一些研究所言「基

本消失」，還一度壓倒新劇。新劇的發展主要靠行政力量推動，如審查、限制

舊劇，組織娛樂活動出演新劇等。1949年以後，新政權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戲

改」，各地大力禁演舊劇後造成劇場上座率普遍下降，觀眾對戲曲工作深為不

滿jr。政府不得不一次次糾偏，制止地方隨意禁戲。論者一般認為，「戲改」

受挫的原因是地方隨意禁演舊劇js，很少有學者從新劇本身出發進行思考。

通過對根據地戲劇運動的考察，我們看到，與其說禁演舊劇導致戲劇運動受

挫，不如說是由於新劇在創作和表演上的局限，致使舊劇被禁演後新劇無法

取代舊劇的原有地位。從這一角度看，這也是中國此後歷次文藝改革陷入困

境的原因。

對太行革命根據地戲劇運動的考察，還有助於重新審視「國家—社會」互

動關係這一範式的有效性與解釋力。首先，「國家」與「社會」該如何定義？筆

者認為，「國家」需要明確定義，地方政府與基層幹部在哪些情況下代表國家

意志，哪些情況下又代表地方或個人利益，這顯然需要進一步探討。「國家—

社會」的解釋框架難以涵蓋複雜的歷史事實，因此筆者更願意用「政治意志」與

「鄉村傳統」這對更加具體的概念來解釋中共建國前根據地的戲劇運動，以彌

補舊有研究範式的不足。這對概念並非為新的範式，而是試圖將「國家」與「社

會」具象化，這比泛泛而談國家與社會更為具體。其次，如果套用「國家—社

會」互動關係這一範式，研究者一般認為中共具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但至

少在太行革命根據地，民眾傳統的欣賞趣味與熱愛舊劇的鄉村幹部都是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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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在客觀上為舊劇的重新盛行提供了條件jt。政治意志與鄉村傳統的互動

結果不是一方壓倒另一方，而是彼此滲透與融合。在政治理念及其實踐過程

之外，再加入資源、人（幹部、群眾、演員）與地方文化傳統的視角，會有助

於我們突破既有研究範式的局限，進而更深刻地認識到：歷史是多種力量博

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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