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中文學報》 
第 25 期 頁 199－234 
東海大學中文系 2013 年 6 月 

當代台灣新編京劇的陰性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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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長期以來，傳統戲曲的審美標準與思想情感，皆是以男性世界的規則與

典範作為依據，女性在漫長的戲曲史裡一直由男性代為發言，並作為一種被

動的依附性存在。女性話語的匱乏使得當代戲曲在繼承傳統時有所質疑：古

代女性究竟擁有什麼樣的情思？戲曲又如何透過重新的詮釋創作召喚當代觀

眾的理解與認同？ 
  近年來，臺灣劇場出現了一系列以女性思維與情感作為創作主題的新編

京劇，除了企圖挖掘缺席已久的女性聲音之外，更試著鬆動傳統戲曲裡二元

對立的性別關係，透過女性視角的提出解構了文本原有的象徵秩序，從而開

展出更為豐富的戲曲主題。這一連串的顛覆與變革，或者可以將其定位成一

種「陰性書寫」－陰性並非單指女性創作，而是在面對著嚴謹而深厚的戲

曲傳統時，不再預設特定規則，嘗試任何可能的新書寫策略：顛覆、戲擬、

解構、捨棄，創作出屬於當代戲曲自由而多義的文法內涵。 
  這篇論文將以近年國光劇團幾部深具實驗意義的新編京劇作為討論對

象，分析當代戲曲創作如何建立起戲曲新的敘述模式與美學內容，並進而架

構起一個包容而流動的性別對話空間。 
 
關鍵詞：當代戲曲 陰性書寫 性別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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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傳統京劇裡從來不缺乏女性的角色，她們不僅形象鮮明，性格差異，表演

方式亦各具特點；女性角色的存在幾乎與京劇歷史一樣久長，戲曲觀眾們長期

以來也熟悉著各種腳色行當以精準無差的身段唱腔，傳達出符合行當規範的個

性與情感。延續著這些理所當然的傳統脈絡的同時，啟發當代劇作家進一步思

考的議題正是：這些角色的性別內涵與形象刻畫，究竟符合了「誰」的期待與

想像？  

  論及戲曲中的性別議題，首先便牽涉到「腳色行當」的表演制度。「行當」

是傳統戲曲最為鮮明的藝術特徵之一，並作為戲曲演員進入戲劇角色的媒介，

同時也說明了戲曲表演藝術的專業化，以及戲劇人物性格身分的初步分類，其

與戲曲演員真實生活裡的生理性別是不具備直接關係的。  也因此在戲曲裡

的「性別」一事，所指的除了是劇中人物的生理性別，也同時牽涉到表演身段

上的「行當」意義；角色所呈現的氣質形象、思想情感與表演方式深受特定行

當的嚴格規範。而戲劇人物與行當之間的相互對照，以及行當對於人物的設定

與規範，可謂是傳統性別意識的一種化約。行當不見得使得人物性格顯得單一

扁平，也可能在劇作家的刻畫演員的詮釋之下展現出細膩的區別；但傳統戲曲

的編劇在設定某劇中人物以特定行當飾演時，的確就已經大致決定了此一人物

的基本性格。   

  戲曲從古以來都是以男性作為主要創作群，文本的體製形式、表演的程式

規範，幾乎是在男性劇作家手中確立鮮明特色，卻也決定了文本中透露出的美

學標準與思想情感，主要是以男性世界的規則與典範作為參照。出現在古代戲

曲中的所有性別特色，同樣也不可避免的是以男性的想像與期待作為依據；女

性在戲曲史上更是從來都處於一種「被表述」的存在狀態。女性真實話語的匱

乏使得當代戲曲在繼承傳統時提出省思：這些傳統戲曲中對於女性角色的刻

畫，確如男性劇作家所揣想，真實地反映出古代女性的情思；抑或是更多細膩、

複雜而多樣的情感內涵在漫長的創作歷史裡可能被忽略了？  

                                                 
   參見王安祈：〈性別、表演、文本：京劇藝術研究的一個方向〉，《婦研縱横》72 期，2004 年，頁 1-8。 
   王安祈：《當代戲曲》（台北：三民書局，2002），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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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女性的真實聲音在戲曲史裡是長期缺席的，男性角色的塑造同樣也

在既定的性別印象中受到規範。男女分別被歸納並規範出固定的性別特色，使

得戲曲中性別關係的建構經常呈現一種二元對立狀態，進而也決定了角色之間

的情感關係，甚至是戲劇的結構與情節的發展。  性別意義許多時候是在對

話之間開展的：雙方在關照對方的同時確認了自身的性別價值，亦投射各式的

性別期待；也因此不同性別之間應當是擁有對話的，甚至溢出社會所規範的單

一性別意義，進而擁有跨越性別界線的想像。而這樣的「性別對話關係」，在

傳統戲曲裡是不曾真正出現的。   

  當代京劇除了企圖挖掘缺席已久的女性聲音之外，也試著鬆動僵化多時的

性別定位；同時也透過女性視角的提出解構了文本原有的象徵秩序，從而開展

出更為豐富的戲曲主題。當戲劇中的各個角色不再純粹各司其職地表述出符合

期待與規範的話語，屬於戲曲原有的形式傳統亦因此鬆動。這一連串的顛覆與

變革，或者可以將其定位成一種「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   

  「陰性書寫」一詞源自法國，其中主要的論述者如伊麗格瑞（Luce Irigaray）

或西蘇（Hélène Cixous），她們在論點上的共同之處在於：男性長期主導了歷

史上的發言位置，並且從男性的視角建立了語言文字的正確內涵。性別是一種

辨別風格的方式，男性、女性因其生理狀態、更因為不同文化經驗而形成差異；

正因為男性長期以來一直掌握主要的發言權，使得女性長期處於一種「失語」

的狀態，或者無意識地模仿著男人話語，而真正的女性話語（包括形式與內涵）

則往往被化約為男性的否定面。然而這些理論家們並非企圖提出一種更為權威

                                                 
   參見林鶴宜：《規律與變異：明清戲曲學辨疑》第二章〈論明清傳奇敘事的程式性〉（台北：里仁出版社，2003），

頁 63-125。 
   這裡的「對話」一詞不等同於戲劇中人物的對話，而是指劇中人物有意識地對於自己的性別身份加以留意，並

進而產生反省、質疑或背離性別框架的發言與行為，甚至能進一步關照到自己與他人性別的存在意義，試著與

之對話，使得一齣戲裡在諸多主題中同時凸顯了關於「性別議題」的討論，方符合這裡所謂「性別對話」的定

義。 
   陰性書寫相關理論參閱張京媛主編：《當代女性主義文學批評》（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2 年）。「法國

女性主義專輯」，收於《中外文學》（21 卷 9 期，1993 年 2 月）。格雷‧格林（Gayle Greeene）、考比里亞‧

庫恩（Coppelia Kahn）編，陳引馳譯：《女性主義文學批評》（台北：駱駝出版社，1995 年）。顧燕翎編：

《女性主義理論與流派》（台北：女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頁 297-338。托里‧莫以（Toril Moi）顧

燕翎、鄭至慧主編：《女性主義經典》（台北：女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唐荷：《女性主義文學理論》

（台北：揚智出版社，2003 年）。林樹明：《多元視野中的女性主義批評》（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年）。露西‧伊瑞葛來(Luce Irigaray)：《此性非一》（台北：桂冠出版社，2005 年）。Toril Moi,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Methuen,1987).Irigaray,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Trans. Carolyn 
Burke and Catherine Porter.(Ithaca : Cornell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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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女性論述」以取代傳統的男性發言，更大的期待在於打破這種截然的二元

對立關係，鬆動所有中心與邊緣的絕對位置關係，並建立起一種新的兩性倫

理。因此所謂的「陰性」亦可指向所有被壓抑的存在，以及相對於男性霸權話

語的所有可能；因此「陰性」一詞與實際上的生理性別並不具備絕對的關係。 

  文體可視為是人們用以表述情感與建構文學傳統的依據，不可忽略的是，

這當中勢必有所匱乏，也不會是絕對準確完整的。陰性書寫的相關理論家們認

為，我們需要的是「文化的另一種語法或文法」，試著讓被壓抑的一方重尋一

個具有主體意義的發言位置。但這並不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一種流動

的、不需定於一的、包容性的話語。伊麗格瑞認為，女性可以嘗試建構一種跳

脫於父權象徵 /語言秩序的語法和文法，試著用各種不同文體重新書寫文本；

但卻又可能在文本確立之後再度丟棄，理由正是在於為了避免任何一種形式與

情感、價值遭到固定、僵化。  

  然而女性並非是在一個架空起來的女性世界裡獨白，她們也試著去回應既

已存在的男性文本，並透過諧擬、模仿、互文、雙關語等方式進行書寫，與既

已存在的文學傳統形成對話，進而鬆動原有的文本形式與思想情感。遭到解

構、混淆或重新拼貼的複雜文本，也將因為其相對多元、富變化、充滿節奏感、

非線性的，並且超越了單一價值，反而更能說明人們原本複雜多變的思想情

緒。在包含各式書寫的立場中，各種性別或超越性別的書寫都成為可能；陰性

書寫在訴諸著包容性的同時，反而以謙卑而開放的態度建立起溫柔卻充滿韌性

的情感力量。  

  本論文將以近年國光劇團幾部深具實驗意義，並牽涉性別議題的新編京

劇：《王有道休妻》、《三個人兒兩盞燈》、《青塚前的對話》、《狐仙故事》

作為主要討論對象，分析當代京劇如何在藝術形式與主題情感上鬆動了傳統戲

曲既有的正確規範，進而架構起一個包容而流動的性別對話空間。對於「陰性

書寫」一詞基礎概念進行援引，並非是對於西方理論完整的挪移；以「陰性」

取代「女性」正是因為這些討論亦非單純指涉女性創作，也不全然只是「女性

情感的重新爬梳」，而是要說明在面對著嚴謹而深厚的戲曲傳統時，當代戲曲

不再預設特定規則，嘗試任何可能的新書寫策略：顛覆、戲擬、解構、捨棄，

創作出屬於當代戲曲自由而多義的文法內涵，也承載了更為豐富的性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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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生命情調的重新檢視－《王有道休妻》 

  《王有道休妻》一劇原為民國初年著名京劇演員梅蘭芳演所演出的《御碑

亭》，由梅蘭芳所扮演的青衣孟月華以其溫柔婉約、典雅端莊形象深植人心，

這齣戲亦堪稱京劇中的經典劇目之一。當代新編京劇《王有道休妻》則以「小

劇場」為該劇進行初步定位，便已表達出將以當代觀點對於原劇旨趣與藝術形

式進行顛覆與變革的企圖。    

  新 編劇 中 首 先 將 原 劇 中 簡 單 交 代 的 王 有 道 赴 考 臨 別 一 齣 擴 充 成 一 段 誇

張、具有嘲諷色彩的劇情：王有道因過度擔憂妻妹安危蹉跎多年遲遲沒有赴考

應試，此次赴考不過「三日」，他卻憂心緊張萬分。透過王有道義正辭嚴、不

容辯解的發言姿態與內容，凸顯出在傳統視為理所當然的對於女性的各種提防

與約束，以及為他們自身從不曾覺察或刻意掩飾的迂腐、守舊思維，在戲臺上

將其中的荒謬充分放大：  

王有道：（唱）雖然離家時日短，家中防備要萬全。門底需記塞棉墊，麻繩

雙絞門栓嚴。窗櫺細縫加針線，提防歹人薰香燃。娘子青春玉容豔，

這幾日妳務必要、柳眉低垂、杏眼半瞇、端素儀容、正心誠意、莫

教他人暗垂涎。切莫倚門將夫盼，也免得、勾得他－ 

妹：他？他是誰呀？在哪兒呀？ 

王有道：我若知道，還會這樣憂心嗎？在座諸君，俱都可能是他！［接唱］

也免得勾動他、陡起春心、色膽包天！倘若不甚遭劫難，那時節、

那時節，恩愛夫妻不到頭、大限來時……唉，女子名節最為先！   

王有道並不擔心妻子可能主動性地紅杏出牆，卻預想可能有那麼一個人著迷於

孟月華的玉容美色而心生歹念。如何不可能會是孟月華動了心念呢？王有道的

自信與擔憂，同時來自於他並未將孟月華視為具備主體性與主動權的個體，她

是歸屬於王有道的「所有之物」，也是可能遭到「其他男性」覬覦/垂涎/窺視

的一個「對象物」。   

                                                 
   王安祈：〈戲曲小劇場的獨特性〉，收於《性別、政治與京劇表演文化》（台北：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頁 201-234。 
   《王有道休妻》劇本，收於《絳唇珠袖兩寂寞》（台北：印刻出版社，2008），頁 62-63。 
   露西‧伊瑞葛來：《此性非一》：「女人自傳統以降便代表男人的使用價值，也就是男人的交換價值；換句話

說，就是商品。」，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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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矛盾的是，卻他認為若真的有什麼意外之事，責任歸屬卻不在那個「可

能的男子」身上，她的妻子必須為自己的名節負起全部責任。倘若因為自身不

夠低調自持、「不慎」造成劫難，這責任歸屬還是得由妻子自行承擔。妻子在

王有道眼裡形同一件「美好尤物」，足以引發他人遐想，即使她什麼都不做，

單是一個眼神就足以召來禍事。  

  王有道沒能預料到的是，孟月華的確小心自持，沒有流洩任何多餘的眼

神，但她卻被一個陌生人的眼神給觸動了。該劇對於傳統演出形式最重要的突

破正是以青衣與花旦並置於舞台上同時詮釋孟月華與其潛意識；青衣孟月華保

留著傳統劇目中對於該戲劇人物的端莊形象，呈現出那位符合古代社會價值的

傳統女子，花旦則表現出「隱藏的潛意識」，一個活潑大膽、不掩飾自身情欲

的孟月華。當代戲曲將行當界線打破以呈現劇中角色的複雜性格已有前例，  

而這齣戲的突破在於將兩種行當並置舞台，表現出個體內在的矛盾與拉扯，揣

摩了女性在自身想望與社會期待兩端游移的為難處境，並將之轉化成舞台上的

具體呈現。 

  花旦原本只是以影子的姿態跟隨在青衣身邊，深受壓抑與忽略地形同另一

個無聲存在，或是僅是單純地複製著青衣的聲口與情緒；但從避雨亭中這一夜

開始，花旦從青衣身上脫離，屬於角色內在被壓抑著的「主體意識」帶動花旦

原有的「表演意識」同時覺醒，展現出一種由內至外的風情萬種與情意流動。

這個暗夜雨陣裡的亭子將孟月華從原本的世界裡抽離，構成一個獨立、真空的

隱密場所，令她暫且可以忘卻丈夫/社會對於她的約束與期盼；此刻的孟月華

她不是王有道的妻子，而是恢復 /回想身為「女人」的意義，主動性地展現屬

於女子的風情萬種，並在喧嘩的雨聲中留意到自己的潛意識之聲，傾聽對於自

己生命的真誠詠歎。   

  覺醒的關鍵在於孟月華覺察了柳生春「眼珠子轉了一圈」的「偷窺」，在

書生的「窺視」之下，  孟月華的撣雨不再是純粹地撣落雨水，一方面她將

                                                 
   例如當代傳奇劇場於 1996 年首演的作品《慾望城國》中敖叔征一角的腳色定位便跨越老生、武生、大花臉三

種不同行當；敖叔征夫人亦兼具青衣與潑辣旦不同氣質。 
   西蘇在其陰性書寫的理論中提到，不同於男性「佔有的凝視」，女性將以傾聽潛意識的聲音，以回復到那自我

與他者水乳交融的情境，而這正是陰性書寫的必要條件。參見埃萊娜‧西蘇：〈美杜莎的笑聲〉，收於《女性

主義經典》，頁 91；《女性主義文學理論》，頁 186。 
   女性主義的精神分析理論指出，佛洛伊德男性理論家把性別差異建築在眼見的性特徵差異上；因此對於女性主

義而言，男性中心對他者的掠奪壓抑，部分是根源於這種「凝視（gaze）」的感知方式。參見《女性主義文學

理論》，頁 18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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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置身於（想像中的）書生視界裡因此刻意地展示動人的嫵媚姿態，更重要

的是，這個窺探也同時喚醒了關於自己身體與姿態的美好之自覺。於是惱人的

雨水反而成為她展現風情的憑藉，雨水滴落碰觸到她的身子時，彷彿是久違了

的外在世界對她的問候，也形同另一個抽象存在的「他者」提醒著她對於自己

身體的再度意識。當孟月華為了抖落雨水而觸碰、輕撫自己的身子的當下，跳

脫出男性的窺視，透過「觸覺」感受並享受自己作為「女身」的動人美麗，並

從這個確認、賞識自己身體存在的經驗裡得到喜悅和滿足。   

  經歷這個自我覺醒的過程，原本被壓抑的靜默花旦開始蠢蠢欲動，脫離了

青衣的壓抑道出自己的真實情緒： 

孟月華（青衣）：［驚嚇的、韻白］有人偷窺！ 

孟月華（花旦）：［興奮的、京白］有人偷窺！   

此時青衣花旦雖是異口同聲，卻運用了行當差異的不同聲口體現在同一句唱詞

之中的兩種情緒，呈現孟月華內心相互矛盾的雙重情感。青衣花旦原本分工仔

細、立場確立，然花旦孟月華在被偷窺之後難掩心中喜悅，不斷以嫵媚的撣雨

姿態洩漏美好姿態、自我欣賞，屬於女性的主體自覺一旦召喚被召喚出來，潛

意識裡的真實情意也逐漸鬆動了青衣的心房；她也開始流洩萬種風情，以身體

在舞台上的抒情身段作為一種女性書寫的方式，利用嫵媚的身段表演呈現另一

種「女性的（身體）語言」。如同西蘇在〈美杜莎的笑聲〉一文中所提到的。

將女性的身體與慾望作為書寫的動力，讓他人聽到女性的身體。「只有那時，

潛意識的巨大源泉才會噴出。」  對比於男性的凝視或窺視，這段演出正是

從語言到舞台身段都展示了一種從身體去傾聽、觸摸、探索女性深層慾望的過

程；此刻的身體成了一種敘述工具，用以書寫慾望的則是摻雜了戲曲身段的肢

體語言。青衣與花旦正在相互的身段姿態中作為彼此的觀看對象，欣賞彼此（其

實都是孟月華自己）從身體中釋放出的各種訊息。於是在四更時刻時，與花旦

同聲說出：「雨未止、風未靜，焚香祝禱謝神明！」  此刻的青衣無論身體

                                                 
   伊麗格瑞認為女性是以「觸覺」建立自身的情感經驗：不同於男性慾望的女性慾望，到處都是性器官，她的快

樂是分布而多歧的，多種多樣，比想像的更為複雜、微妙。參見露西‧伊瑞葛來：《此性非一》，頁 33。《女

性主義文學批評》，頁 74。《女性主義文學理論》，頁 176。 
   《王有道休妻》，頁 76。 
   參見西蘇：〈美杜莎的笑聲〉，頁 96。 
   同上註，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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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以及所言所思，皆打破了傳統對於「青衣」一角的期許，青衣與花旦之間

的差異與界線也因此遭到模糊化了。  

  透過行當所呈現出的孟月華情感在劇中有著不同層次的演進變化。先是青

衣刻意壓抑、忽略了花旦的存在，再是透過兩種不同聲音各表心意，進而兩個

自我在對話過程誠實面對自己身為女子的真實心意，甚至兩者之間相互滲透：

青衣道出了屬於花旦的情思，花旦收起原先的熱烈外放轉而內斂無語。於表演

意義上，「青衣」與「花旦」分屬兩種性格形象意義與表演功能殊異的兩種行

當，當劇中兩個孟月華心性情感互相影響，在對話中不斷地相互拉扯融合，原

本有所區隔的情感內涵與表演形式亦打破行當界線互相滲透；戲曲依賴行當所

建構出的完整秩序也因此遭到鬆動，並且形成一個足以銘刻女性慾望的新語言

與新文體。 

  古代戲曲中的男性同樣背負著另一種性別期待，而原本當是嚴肅正經的老

生王有道，在這部新編劇中竟也透露出屬於小生才有的進退兩難、為情所惱的

心境；這個劇本其實也釋放出一個空間給男性令其坦率自身細膩情感，也使得

讓這個擺盪在道德標準崇高與真情柔軟之間矛盾不已的王有道顯得人性化許

多。  

  例如王有道面對休妻與否抉擇時說道：「我實實地不想休你，卻又實實地

不得不休。」  在這裡我們同時看見了「兩個王有道」的掙扎。既然如此不

捨妻子，「不得不休」的理由又是什麼？念及夫妻之情時，王有道眼神與話語

透露出一種溫柔之情；然一回神他又想到妻子「可能」犯下的過錯，眼神轉為

堅定，語氣也果決嚴肅了起來。兩種心情交錯反覆出現，王有道當下心情的猶

豫矛盾可見一般。話語中為他所在乎的不是妻子情感出軌對他個人情感造成的

傷害，而是這一切的「可能發生」違背了他長期以來所認同的價值，也包括社

會寄予古代讀書人的期許：「家既不得齊，還談什麼治國安邦平天下？」  

矛盾衝突的兩種姿態與兩樣心聲說明了王有道並非全然是一個僵化古板的無

情之人，可惜他套在身上的桎梏太深沉了，淵博學識沒能教導他如何處理從內

而生的真實情意，而他卻又不具備挑戰傳統的反省力與勇氣；許多溢出標準期

待之外的柔軟思緒方才冒出頭，王有道便急忙壓抑不合規範的念頭跳回原本的

                                                 
   同上註，頁 8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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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框架裡。  

  最後巧遇孟月華的王有道問道：「妳要我怎樣賠禮」、「妳到底要我怎樣」

時，孟月華的答覆卻不在王有道的思考脈絡、甚至是男性歷史以及任何戲曲劇

本出現過：「我只想要你、好好的看上我一眼。」  她甚至沒有丈夫預期中

或如羅閨女的剛烈與悲憤、王月英的潑辣慓悍，  在溫良順從或剛烈剽悍之

外發出女性的溫柔而堅定的聲音，無關倫常與禮數，就是從情感的角度定義夫

妻之間的互動，企盼對方正視到自己在傳統的「妻子」意義之外的另一個擁有

細膩柔情的「女人」身份，獲得他「發乎情」的真摯關懷。孟月華既無指責沒

有抱怨，反而以不斷的自我責難導引王有道至一個從未想像過的對話情境，同

時也偏離傳統戲曲代替女性發言能見的幾種公式，她的回應正說明了女性的心

情與話語超越男性想像有各種無限的可能。  

  孟月華所提出的「我只想要你好好的看上我一眼」，幾乎是一種「不理性」

的發言內涵衝擊了由男性言辭所建構出來的話語秩序，此刻這個對話情境的產

生，源自於女性深沈的內在，孟月華在傾聽自己長期的無聲與沈默之後，悠悠

地道出渺小而簡單的心願，卻讓習慣女性當是無聲順從的「不存在」的男性為

此番聲音與話語感到陌生也因此更為迷惘了：「啊？這是哪一套劇本裡的呀？

我未曾演練呀？」  可惜了孟月華都已經大膽地走出傳統劇的框架了，王有

道卻還想重複著前人的路徑照本宣科；劇作家雖嘗試鬆動男性背負許久的嚴肅

包袱，卻仍表達出一種對於男性的提問與質疑：相對於女性，男性對於破壞原

有秩序的勇氣與想像力終究還是保守得許多。 

  該劇在大膽顛覆傳統戲曲書寫方式的同時，卻刻意保留了大段舊劇中孟月

華與父互動的情節與對話。第一幕祭祖中，孟月華父母等待女兒返家後的一段

對話如下： 

                                                 
   同上註，頁 103。 
   羅閨女與王月英分別為傳統戲曲中的女性人物，前者出自《秋胡戲妻》，該劇描寫秋胡婚後從軍，十年後返家，

與妻子相遇不識，調戲於桑園中，其妻守志不從的故事。秋胡趕回家中後，見過母親與妻子。羅氏見在桑園調

戲她的竟是日夜盼望的丈夫，悲憤至極，秋胡於是下跪賠罪。王月英則為豫劇《王月英棒打程咬金》女主角，

該劇敘述魯國公程咬金，於國有功，威風八面；郊外踏青巧遇採桑女王蓮蓮，驚為天仙，受參軍馬胡之惑，強

行下聘，納為妾室。程咬金髮妻王月英，英勇善戰，急功好義，好打不平，由原郡山東至長安尋找咬金。清明

佳節，月英荒郊燒錢化紙，至渭水河遇王蓮蓮欲投河自盡，救下詢問，蓮蓮哭訴詳情，月英大怒，定下李代桃

僵之計，代蓮蓮上轎，至洞房始知乃咬金所為，怒責咬金，棒打馬胡。 
   同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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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啊，老爺，想我孟氏積善之家，為何無有子嗣，百年之後，何人到墳

前祭掃？ 

孟父：夫人每逢上墳歸來，就有許多浮話，難道女婿女兒就不是親人麼？ 

孟母：我看她只是知是王家媳婦，早就忘了自己姓什麼了。   

孟月華面對父母的慨嘆也這麼貼心回應著：  

二爹娘休得要心憂煩悶，雖無子有女兒便是親生。   

爹娘但放寬心，女兒自有孝心當盡。   

但她終究因為掛念著丈夫臨行之前的叮嚀從後花園逃走了。孟月華豈無真誠孝

心？只是她更惦記著的是自己嫁為人婦的「妻子」身份。也因此一場大雨也才

讓孟月華冷靜清醒，在御碑亭裡青衣花旦一致性地同聲同口表達懊悔：  

唉，爹爹、母親，女兒好悔呀，方才母親言道，我成婚以來，一心只認自己

是王門媳婦，早已忘了月華原是孟家姑娘，今夜坐困於此，真個進退兩難。

好冷啊……芝麻湯圓，久已不嚐此味，那軟糯糯、甜滋滋、滴溜溜、熱呼呼

的滋味……唉，身上好冷呀！   

孟月華的進退兩難不僅在描述為雨所困的遭遇，也暗示了傳統社會的女子在真

實心意與社會期待之間所將面臨的矛盾與為難。無論是追求情自由情性的花旦

或服從為婦之道的青衣，娘家父母既是女性生命力量的起源與成長的寄託，那

是無法割捨的恆久連結。然而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之下，女性的生命意義却是必

須在另一個家裡實現的。切斷了母親的聯繫、從女孩/女兒變成女人/妻子的同

時，女性接受了社會對於自身角色的期待，卻也同時喪失了對於原我存在意義

的思考。  

  這齣以當代立場重新檢視古代女子的心境的劇作，除了是對於古人情感價

值的一種探問，同時也包含屬於當代女性生命經驗的反思；孟父孟母的慨嘆之

語、孟月華時時刻刻惦念著為人妻的身份，直到遭逢大雨困在亭子裡時方才對

自己的行徑懊惱不已，這段對話在當代社會卻不若孟月華遭休一事那般具有隔

                                                 
   同上註，頁 65-66。 
   參見京劇《御碑亭》。 
   《王有道休妻》，頁 66。 
   同上註，頁 74。 



．當代台灣新編京劇的陰性書寫與性別對話． 

 ．209．

閡感。劇作家直接對話今日的女性處境，說明了即便是追求男女平等的當代社

會，女性在婚姻中所面對的期待依舊傳統。如同孟月華表達懊惱的方式是溫和

婉約的話語而非激烈責難，女性期許的並非對於傳統的全面革命，而是更能監

兼顧不同生命意義與各種人情脈絡的平衡。而初為人妻的王有道之妹在行過夫

妻交拜禮後，「獨自抽離出來，也坐進御碑亭。」  暗示著進入婚姻之後的

王淑英，面對著宏大的性別傳統也只能成為另一個靜默無聲的孟月華，再度進

入到「失語」的狀態。這或者正是劇作家對於當代主流價值裡對於女性生命經

驗依舊忽視的一種誠實觀察。  

  《王有道修妻》延續了舊劇《御碑亭》高中金榜、誤會冰釋，最後亦以傳

統劇目喜見的團圓慶合收場。大團圓賦予所有戲劇中的人物一個世俗定義之下

的美好待遇：團圓相聚、皇帝封賞、婚慶歡合；然新編劇裡在原本簡短急促的

尾聲裡插入多段蔓延出來的情節與畫面：孟月華再度跳脫出自身角色與劇中情

境之外觀看、思索自己的生命情境，此時擬人化的御碑亭扮演起與之對話的存

在，探問孟月華內心的矛盾與感慨，並對於自我情思再次梳理。這一段衍生出

來的抒情內涵，與原劇中喜慶收場的情節段落同時發生並置舞台，透過將主線

情節加以暫停定格的方式加入新的劇情，這亦是戲曲傳統未見之表現手法。當

兩條戲劇軸線穿插呈現，使得原本直線式的結局發展遭到破壞，反而產生了一

種劇場間的疏離效果。  劇作家與主角人物引領著觀眾從喜慶團圓的傳統情

節出走，聆聽這些從劇情縫隙中流洩出來另成篇章的女性話語；而因此被割裂

碎斷的金榜樂、大團圓畫面，反倒成為舞台上最荒唐失序的段落。  

  《王有道休妻》藉由對於傳統舊劇的戲擬、戲曲行當規範的鬆動，以及劇

場間疏離效果的運用，捨棄了既有敘事與主題，探索了傳統劇本中女性聲音可

能的形式與內涵。在意識到自己女性的身份的同時，她們透露了跳離男性思考

與傳統脈絡展現出另一種情感期待，重新體認、咀嚼，並因此開展了女性所企

                                                 
   同上註，頁 108。 
   疏離效果（verfremdungseffekt）又稱陌生化、間離效果，原為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Bertolt.Brecht , 1898-1956）

所提出的戲劇表演理論。布萊希特認為演員融入角色、觀眾對舞台上的戲劇投射情感因此產生幻覺，皆會妨礙

觀眾觀劇時應有的冷靜判斷。因此他主張以各種「陌生化」的手法（例如將戲劇寄託在異國的、模糊的時空背

景，運用說書人講述故事），將事件或人物性格中理所當然、眾所皆知和顯而易見的東西，重新創造出對它的

驚愕和新奇感，以促使觀眾與劇情之間產生一種疏離效果，保持清醒的態度去思考戲劇的內涵。相關理論參見

布萊希特：《布萊希特論戲劇》（北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王有道休妻》這一段落將原有的劇情結

構加以破壞、穿插孟月華對自身「角色」的質疑與反思、御碑亭的對話與嘲弄，亦可謂是劇場間疏離手法的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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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的對話模式；這些不符合傳統秩序的女性話語，反而形成當代戲曲裡最溫柔

而開放的陰性力量。  

三、書寫邊緣人物的「空白之頁」 
－《三個人兒兩盞燈》 

  傳統歷史向來以朝代的更迭權力的移轉作為啟動時代的樞紐，主流歷史著

重的是政治內涵的載記；從歷史舞台移轉到戲曲舞台，帝王后妃的情感流動成

為百姓們寄予最大興趣與想像的題材，也是文學作品所關注的焦點。戲臺上皇

帝的情深意重，往往能補足了在治國理政之外一個人性而柔軟的形象，例如《漢

宮秋》裡敷演漢元帝遙想王昭君的深情，或是《梧桐雨》、《長生殿》裡唐明

皇對於楊貴妃情深意重。《三個人兒兩盞燈》一劇的特殊之處則是在於，讓後

宮之女取代了帝王后妃成為戲劇中的主角。「宮女」這樣的身份，長期以來無

論在歷史記載、文學作品、甚至是戲曲臺上，一致性的都是最為邊緣的無名/

無聲存在。 

  該劇之初引用杜甫〈兵車行〉與白居易的〈長恨歌〉的詩句，前者描述男

子被強行搭去從軍爺娘妻子悲泣相送的蒼涼畫面，後者則凸顯一段女子入宮之

後因受寵而庇蔭全家的輝煌生命；劇本將「始知反是生女好」一句作為兩段序

幕曲之間的銜接，把二詩拆解之後重新拼貼作為戲劇的開場，也用以開啟了雙

重的文本意義：由「詩」入「劇」後帶出劇中主角的身份：士兵、宮女，揭示

這些微小人物將從歷史與文學的邊緣位置走向舞台的中心。而引用的唐詩內涵

是古代詩人對於這些生命存在的觀察與評價，當代劇作家則是利用代言體的戲

劇創作，試著站在這些邊緣人物的位置為其發聲，也作為一種對話於古代詩人

的歷史觀察之後的回應、思考與重新提問。  

  古代後宮是一個由政治與男性的雙重權力所搭架出的牢籠，這個空間不僅

對於宮女的身體與生活有實際的禁錮意義，宮女的情感同時也為男性論述給綁

架；男性作者在各式文本中決定了宮女守候君王才是一種正確的情感表述，也

是存在於後宮唯一的話語秩序。「宮女」就是一種共同的身份，也是具有象徵

性的符號意義：她們乃是因應古代帝王權力與慾望的存在，不具個別的差異

性，她們的生命被簡化為單一的目的：終其一身都在等待著君王的臨幸以飛上

枝頭。  



．當代台灣新編京劇的陰性書寫與性別對話． 

 ．211．

  關於宮女的歷史討論，或從王室文化加以闡述，或見針對男性權力的傷害

進行批判；終究為我們所忽略的是，後宮裡的這些女子，其實是一個個獨立的

生命，她們擁有的個人情思自然各有不同。劇中透過三位宮女傳達出彼此情感

內涵的差異：曾獲君王臨幸的湘琪因此不改衣著裝扮，只願他能憶起昔日的往

事，重拾對她的眷戀之情。廣芝不同於其他宮女對於君王臨幸有所渴望，在長

年與眾多宮女相守的過程裡，滋長出親如姊妹般的深刻情誼，並對同為宮女的

雙月衍生出更甚於友誼的情愫。雙月則在漫長寂寥的後宮歲月裡，大膽又浪漫

地將情感寄往未知的遠方。三位宮女全然不同的情感意向與抒情話語也因此在

後宮中交織出情感流動的氛圍，滲透也衝擊了為君王所主宰的後宮情感權力結

構。  

  湘琪的情感基本上符合是符合正確想像的，她的等候與期待同時具備被動

性與主動性。然而面對著權力不對等的狀況與無可能平衡的情感關係，湘琪最

後選擇以激烈的方式毀壞她原以為可以期待的，以及她被賦予期待的守候姿

態。湘琪重複千篇一律的妝容與服飾，是為了喚起皇上的記憶，亦是一種「女

為悅己者容」的心情；正因為她對於這套男性話語系統深信不疑，認為這是一

種期許也是承諾，遂而將自己長期禁錮其中。當這番虔誠的付出並沒能得到情

感對象者的珍視與呼應，於是日復一日重複著同樣的衣妝已經喪失原本的浪漫

元素，反而成為對於自我心靈的禁錮。即便梳髮衣裝無改，她卻無可挽留容貌

的逐日老去；湘琪對於「白髮」的出現震驚又恐慌，她深知既為以色事人者，

自也難逃男性面對女性色衰而愛弛的必然規則。  

  此番等待的終點卻是歲月的奔馳與青春的無疾而終，湘琪讓自己陷入精神

上的偏執與瘋狂，最終投井而死。這口幽深的古井不止承裝了湘琪哀傷幽怨的

身軀，深井之下的眾多女子幽魂，莫不是在對於操控於男權手上的情感與命運

加以抗拒的悲劇收場。投井的女子堆疊成傳統文學裡關於古井的幽暗傳說，絕

望的身體卻非承載全然消極的心境，她們以情感的瘋狂、肉身的消殞換取靈魂

從男性世界裡逃脫，這正是對於男權文化長久而強大的壓迫的嚴厲控訴，  

                                                 
   吉爾伯特和古芭：《閣樓上的瘋女人：女作家與 19 世紀的文學想像》一書以十九世紀女作家作品作為討論對

象，歸納出這些作家作品中的「瘋女人」是一種隱喻，是女作家將自己的憤怒與不安投射到瘋狂的人物形象裡，

為她們也為自己創造了黑暗的重像。而這個「瘋狂的重像」承載了男權文化中對女性塑造陰暗的一面，同時也

代表了女作家對強加在自己身上的男性定義的抗拒。Sandra M. Gilbert &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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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高度地諷刺了女子的服從、溫婉、耐心等候雖為傳統男子所期許，卻不能說

明這是得到寵愛的保證；實現著男性期待的溫柔女性仍舊可能以悲劇收場。  

  廣芝的抒情對象並非君王，而是同為後宮之女的雙月；在每一句廣芝的抒

情話語裡，都是一種情感模式的重新建構。廣芝對於雙月的情感是歲月積累下

來的相知相惜之情，對照著君王可能突如其來的眷顧也可能轉瞬之間又移戀他

人，這段女女之情反而更能透析情感的本質。後宮裡君王對於宮女的寵幸是一

種居高臨下的施捨，雙方的尊卑關係不會因為君王的寵愛而因此改變；然而廣

芝面對著雙月卻是在一種平等的關係之上發生情感、產生對話。也因為她的情

感是寄託在雙月身上，而非以等候君王寵愛為職志，後宮生活之於她反而是一

種存在著真實幸福的場所；於是在深宮幽靜的寂寞空間裡騰挪出一個平等對話

的多情世界，蔓延出同性之間的深情內涵，讓原本只存在被動等待的寂寥後宮

流動著女性之間主動性的抒情話語，不再空白：  

廣芝：人間情、世間愛、千種百般，未必相思才情牽。寂寂宮苑得相伴，互

訴寂寥、同享悲歡。不必比妝豔，何必盼天顏？貼心體己、問含暖，

千載難逢、今世緣。   

劇中有一唱段安排得極為巧妙，當雙月織縫征衣、想像著穿上征衣的遠方士兵

之身形與模樣，寄託著自己青春而寂寞的心情時，同樣織著衣服的廣芝卻是將

織衣這件事視為是為雙月而做；二人在裁縫衣裳的過程裡同感喜悅，唯雙月的

喜悅來自一種對於遠方未知的想望，廣芝則因守護在雙月身邊而滿足：  

雙月：我不是、誰人的妻，卻為他、裁製新衣。 

廣芝：我為她、費心掛意，樂見她、開懷笑微。 

雙月：不知他、肩寬袖長、幾多許？ 

廣芝：每人尖、細頸柳腰、玉香軀。 

雙月：不知他、容顏貌、身型氣息？ 

廣芝：親自她、玉精神、似雪冰肌。 

雙月：彷彿間、他身姿行影、在目歷歷， 

廣芝：難得見、他倚風凝睇、含情依依。 

                                                                                                                                      
Press,1979),P79-85. 

   《三個人兒兩盞燈》，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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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羞答答、我為他、親手披衣。 

情切切、我為她、親手披衣。 

（雙月做出替一個空氣人披衣的動作，她披上之時、廣芝為她做的衣服也恰

好披在她的身上。雙月一驚，將征衣揣入懷中，回頭看著廣芝） 

（因為靠得太近，雙月只見到廣芝的眼神、好像一個異性似的）   

廣芝凝望雙月，雙月卻遙想遠方，二人的抒情對象與內容雖不盡相同，但劇作

家刻意採用了文本並置的手法，讓這段唱曲與表演，從句式、聲情詞情、唱腔

與身段表現並行對應，凸顯出異性之戀與同性之情兩者情感對象的性別固然殊

異，嚮往所愛的真情卻是類近的。 

  雙月把濃稠的後宮寂寞心情揉入手邊織縫著的征衣，將對於情感的企盼寄

往未知的遠方，縱使此生無緣也可相約來世；這個心裡的虛幻對象固然全由自

己的想像，然而遠方的他卻得以觸摸感受她寄藏征衣中的溫度、咀嚼她以寂寞

為柴火燃出生命熱情後寫成的詩稿，較之近在咫尺卻遙不可及的皇上來得真實

許多。  

  何以宮女的情感都將理所當然地指向帶有權力象徵的君王一人？雙月與

廣芝否定了這番假設，前者不選擇壓抑自身的寂寞度過漫漫歲月，大膽地將個

人情感寄往遠方的未知與想像；後者從身邊惜情之人衍生出真實而深刻的依

戀。後宮之女在傳統文本中必須在獲得君王賞識之後，才能擺脫情感與生命的

空缺與匱乏，而廣芝與湘琪則是以自己作為情感能動者，主動向外尋找情意對

象的同時，證明自身生命與情感的主體意義，也說明了女性未必僅能被動等待

單一/男性對象才能成全生命的完滿。  

  對應著宮廷邊緣裡的宮女的，是另一個在地域位置與歷史內涵皆具備邊緣

意義的邊塞士兵。邊關塞外收到詩稿的士兵陳評經歷多年征戰戍守，身與心皆

已疲倦不堪，冽風雪日裡想到自己無山無水的未來不禁感慨抱怨：  

說什麼、報國志、英雄氣概，十年征戰、豪氣衰。胡虜已退、出北塞，將軍

早登、拜將台。又誰知，邊城猶有、戍卒在，長伴白骨與屍骸。   

士卒征戰之苦是古代文學可見的主題之一，然而古代詩人僅是要藉著他們來回

                                                 
   同上註，頁 150-151。 
   同上註，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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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時代社會動盪、民生疾苦的嚴肅家國議題；邊塞士兵同樣被簡化成一種象徵

符號。文人可以透過書寫為其遭遇抱持同情，但真正處於邊疆的位階低下的小

士兵從來不具備任何形式的發言權，自然也無從為自己的生命發聲。同於宮女

角色的處理，劇作家將邊疆塞外的十萬大軍之一提煉成擁有姓名的具體角色，

以戲劇形式賦予他成為具有主體性，並擁有為自己發聲的可能。劇中的陳評是

一個身子孱弱、滿腹愁苦的士兵，李文梁同情著陳評因此也批判起長期征戰對

於士兵帶來身心的折騰與磨難。邊塞軍營一幕，不見士兵呼應著帝國野心的豪

情壯志，只見個人對於生命的卑微價值感到無奈；士兵懊惱沮喪的話語同樣也

是不符合主流期待的邊緣話語，卻諷刺了大歷史論述裡所強調的勝利與榮耀。 

  原以為自己的人生已經淹沒在荒漠當中，卻收到一封慰問體貼的詩稿，孱

弱的陳評的因此找到了存活的意義。但他並未因此生發出更多保家衛國、鍛鍊

己志的決心，反而興起怎麼樣都想拖著病體回長安的念頭；存在於字裡行間的

多情女子，自然也成了他情感的寄託與想望。陳評的心情同於眾宮女一般孤

寂，將「男性」、「軍人」「保家衛國」等具有陽剛氣質的符號從陳評身上剝

除，他終究也就是一個「人」，也擁有一顆柔軟的心，當文本賦予他們這樣的

情感想像時，也說明了孱弱、溫柔、渴望情感同樣是男性所當擁有的權利，甚

至足以被視為是一種值得肯定的特質。  

  戲劇尾聲在唐明皇的自省與自責中，以旁觀者的角度檢視自己貴為皇帝的

幸運與無奈。最末君王言道：「男歡女愛、天經地義，何罪之有？『今生已過

也，相約來是緣』，人皆言道，無情最是帝王家，孤偏要做個多情天子。」  

皇帝雖為有情之人，然而他畢竟是以王/父/男權「決定」了這樁婚事，將雙月

許配給收到詩歌的士兵陳評。宮女或士兵終究還是只能被動地屈服皇帝看似恩

惠的賞賜，而再次走向另一個「未知」。於是劇本安排陳評病重亡故，雙月在

並未違背皇上旨意的前提下，卻得以自主地選擇與李文梁共伴此生，決定了自

己未來人生該如何開展；這段徹底擺脫了權力意義之下的互許終身，也才是真

正將人生掌握在自己手裡的開端。 

  《三個人兒兩盞燈》藉由「後宮」與「邊塞」兩個歷史舞台上最為邊緣的

場景鋪陳出古代宮女與遠征士兵的孤寂生命，透過戲劇將人物具名化的手法，

                                                 
   同上註，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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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從僅具象徵意義的符號功能，提煉成擁有主體性與存在感的個體；邊緣話

語現形文本，正是一種對於支配界線的抵抗與超越。而傳統戲曲中多以一生一

旦婚配為收尾，亦見一男對應兩妻妾的結局安排；  該劇結局卻安排了李文

梁與雙月等候出宮的廣芝，並邀她一起返家一同生活。這齣戲裡廣芝身為女

性，但個人情感實指向雙月，在這段女女關係裡廣芝更貼近以相對的陽性性別

面對雙月，故使得這個結尾安排走向一種「二男一女」的情感關係，  廣芝

與雙月之間也呈現出一種友情與愛情難辨的狀態。這個浪漫想像建立在廣芝、

雙月與李文梁皆為惜情之人，以一種相互扶持珍惜的態度共享走出宮廷與沙場

後的再度重生；戲劇並未交代返家之後三人如何共處的刻意留白，透過一個開

放的結尾打破了我們所熟悉以及預期的結局，三人情感所織構出的繁複多音，

預示著生命的各種可能內涵，  顛覆了傳統戲曲中的情節設計模式，同時也

鬆動了戲曲文本呼應著現實社會中既定的婚姻秩序關係所形成的刻板框架。  

四、女性神話的破繹－《青塚前的對話》 

  文學較之歷史擁有更大的虛構性與詮釋空間，擴充、詮釋並也彌補了主要

歷史論述的另一面空白，那些在朝代洪流裡擺盪的歷史人物在文人筆下得以成

為重新獲得關注的對象。文人提取歷史事件進行再創的過程裡，是充分具備作

者意識的；文學作品雖然可能偏離了所謂的「歷史真實」，卻又誠實地留下了

最符合文人意願的歷史想像；也因此文學書寫所傳遞出的內涵，往往是最貼近

作家意識層面的。  

  古代女性歷史人物成為文學題材者，蔡文姬與王昭君二人佔據了相當多的

篇幅；她們傳奇性的人生受到眾多文人的青睞，也透過各種傳播模式成為家喻

戶曉的人物。歷代文學中被反覆詠歎王昭君犧牲了個人情完成了民族使命，層

層堆疊出一個深具民族意義的愛國女子形象。而在據稱是蔡文姬所寫下的〈胡

笳十八拍〉裡，蔡文姬悠悠道訴出遭俘虜入胡地的悲憤無奈與思鄉之情，以及

                                                 
   如《琵琶記》、《金雀記》、《錦箋記》、《法門寺》等。 
   參見李惠綿：〈古典敘事文類與當代戲曲之觀照〉，收於《戲曲新視野》（台北：國家出版社，2008），頁 494-495。 
   西蘇認為陰性書寫特點之一在它沒有結局，而是不斷延續。開放式的結尾使女性文本跳脫出傳統男性作品裡慣

用的單－結局的直線思考。陰性書寫的延續性超出讀者的刻板預設，所以能夠涵容各種面向的發展。《女性

主義理論與流派》，頁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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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漢之後固然欣喜，卻得面臨拋離稚子的痛苦與掛念。後代文人藉著這些自傳

性文字以及相關史料進行再度書寫，或肯定蔡文姬的才華而同情其遭遇，或譏

諷其未能守節、縱有才氣也是枉然。   

  在這些相關題材的文本裡無論是歌頌、指責、或同情的理解，男性文人的

各種評價往往指向一個共同的自我提問：動盪時代裡個人生命當如何抉擇的艱

難課題。  書寫之於文人同時具備一種心靈救贖的作用，歷史人物在文本中

成為男性作家自我言說的載體，這些文學作品真正的用意不在爬梳這些女性的

生命內涵，充斥於文本中的是屬於男性的 /政治的理解、期待與觀看。長期在

男性的文本裡被表述的王昭君與蔡文姬，其個體生命的存在價值在重複獲得詮

釋的過程裡反而逐漸流失，隨著文字篇幅的堆疊我們對於文人心境更為熟悉，

反倒是文字中的主角越顯遙遠陌生；最後剩下的則是一種建立在男性認同意義

上的象徵符號。  

  傳說中當蔡文姬由胡地歸漢時途經王昭君之墓時特別對這位身負民族大

業的前輩拜上一拜；《青塚前的對話》這齣戲模仿了李開先《園林午夢》一劇

中漁父夢境裡崔鶯鶯與李娃的「對罵」橋段並又進一步敷演發展，設想了一個

虛構的時空場域：文姬正待從西域歸漢，駐足以中原為起點、以西域為歸宿的

昭君墓前，從墓中而出、在青塚前交會而開展對話，彰顯以旁觀姿態審視自我

人生的疏離作用。面對已成定局的文學書寫與歷史評價，長期被動獲得詮釋的

兩人也改以主動姿態為自己發聲，這也是對於歷代男性書寫的積極回應，並且

以女性觀點對於文學裡的創造力與矯飾性進行辯證。  

  文本中最主要的幾段對話場面都具備雙層次的文本意義，從內在結構而

論，每一場談話都可視為是一段漸序開展的情節段落；但在此過程中，兩位主

                                                 
   王昭君與蔡文姬的歷史論述與文學形象學界討論成果已相當豐碩，可參考郭沫若：〈歷史．史劇．現實〉，收

於《戲劇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43 年 4 月。梁容若：〈關於王昭君之歷史與文學〉，《大陸雜誌》第一卷第

九期，1950 年。鄔錫芬：《王昭君故事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81 年。金容雅：《昭君戲

曲之研究》，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88 年。陳盈妃：《王昭君戲曲研究－以雜劇、傳奇為範圍》，

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黃秀蘭，《宮素然《明妃出塞圖》與張瑀《文姬歸漢圖》析辨－金

元時期昭君故事畫研究》，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年。衣 若 芬 ： 〈「 出 塞 」 或 「 歸 漢 」

－王 昭 君 與 蔡 文 姬 圖 像 的 重 疊 與 交 錯  〉 ， 收 於 《 婦 研 縱 橫 》 74 期 ， 1995.04， 頁 1-16。  
蔡瑜，〈離亂經歷與身分認同-蔡琰的悲憤交響曲〉，《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台北︰里仁書局），1997
年。 

   相關討論可參黃衛總：〈國難與士人的性別焦慮〉，王璦玲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識與社會－文

學篇》，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 年。黃紋芳：〈蔡文姬文學形象與「歸漢」故事研究〉，中

興大學中文系碩士論文，20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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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分別營造出道訴衷情與傷感唱和，叨叨唸念及吐露真意，最後是針鋒相對與

喧嘩爭鬧三種截然差異的對話場，皆可分別獨立成章，隨著情境氛圍與角色話

語內涵的變化，結構上的弦外之音正是對於男性文學傳統由緩和漸而激烈的質

疑、控訴、諷刺與解構。兩女對話的開展，同時運用了京白、韻白、吟誦、唱

曲混合交織而成，因此形成多種話語層次，用以說明所謂女性聲音並非只是相

對男性思維的單調發言，源自女性內在的情感是豐富細緻、並足以構成繁複聲

響的。  

  二個靈魂初次相逢，兩人先後以女人/妻子/母親的位置思索自己的生命處

境與情感需求，提出了歷史文學中所忽略的視角。在對話中，兩人互訴人生遭

遇之下的個人情思，文姬唱道：  

妳輸我、及生前、得歸鄉井，我輸你、保骨肉、倖免凋零。   

王昭君道訴出嫁之時的茫然與憂愁，全無新嫁娘之喜悅，反倒如同遭到貶謫流

放：「萬里謫荒離故鄉」；臨行之際百般無奈，卻只能以動人美艷之姿爭得一

口氣：「丰容靚飾階前站，顧盼生春意態妍。目不轉睛群臣訝，君王張口竟垂

涎。」  只因身為女人，王昭君無可選擇自己服侍君王或出塞和番的命運，

女性的身體與容貌，氣質與才藝長期以來在男性文化裡被定位為一種「評價的

內容」與「可交換的商品」，她反將這些被利用的條件轉成自身擁有的利器，

在出塞之前以丰容靚飾、回眸一笑贏得了群臣的為其驚艷與君王的垂涎懊悔。

此刻的王昭君展現無聲的力量：女性無法改變權力尊卑關係既定的歷史情境，

亦無可能奪回實際的發言權，但卻能選擇以「身體話語」征服其他的發言主體，

讓自己在片刻之間登上歷史舞台成為主角，反而襯托出男性最高的權力象徵－

君王無奈、無能，並於此刻剝奪了他長久以來尊貴的話語權。即便這個勝利僅

是瞬間之事，步上車轎她也只能「車簾垂下淚始落，不教君王見淒然。」  

傲氣只是用來掩飾對於自身命運的悲嘆，美艷妝容只能回應諷刺男性的慾望，

終究未能說明女性生命的真正價值。  

  青塚前相遇那一刻蔡文姬已在大漠待上十二年，中原、胡地兩者既是家鄉

                                                 
   《青塚前的對話》，收於《絳唇珠袖兩寂寞》，頁 284-285。 
   同上註，頁 29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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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異鄉，十二年的漫長歲月足以讓文姬充分熟悉胡地，而放在心中掛掛念念

的原生家鄉，如今真要歸返，卻已是近鄉情怯、熟悉又陌生：「待到歸鄉日，

竟是離家時。是歸？是離？竟難分辨，一樣的死生永隔。」  歷代文人書寫

文姬故事往往以中原作為思考基點，因此言之為文姬「歸」漢，「大漠」與「漢

地」被定位成一種「邊陲」與「中心」的關係。然而這位生長於中原的女子當

她以母親身份在胡地生兒育女之後，「家」的意義之於她便足以構成「鄉」的

條件；女性正是以情意感經驗取代傳統男性文人的家國信仰與民族情懷。在她

們心裡並不設定絕對性的中心與邊緣，亦不信奉永恆的權力象徵，而是順著心

靈的感受依歸在親人情感所在之處。女性正是隨著生命的開展讓情意流動在每

一個有形與無形空間，並以柔軟之心包容移轉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差異。  

  從母體而出與成為孕育的母體是女性生命裡最無可取代的兩種經驗，  

當另一個生命從她的身體以及這塊土地滋長而出，女性將其視為生命的再度重

生，文姬的心也從此深植於大漠之地。反觀昭君留名青史卻是以孤寂的生命寫

成，再多詠歎都未能填補她情感上的空缺：  

我這一生終是飄零。分別之時，你還有人可以深深一拜，我竟不知一拜要拜

向何人？爹娘嗎？爹娘下世多時，入宮這麼些年，思親之念早已斷絕；兄姐

嗎？兄姐早已有了自己的家，有了自己的孩子，白日荷鋤南山上，夜歸兒女

笑燈前，佳節良辰、月圓之日，偶爾或許思及我這不在身邊的手足至親，但

就只有兩行清淚而已，待等兒女上前扯衣呼喚，一轉身便都忘了，有了孩子，

一顆心就像扎了根似的定了下來。   

王昭君的遺憾同樣不在於離家國遠漢王，而是生命源頭在她入宮之後便殘忍被

切斷；甚至她還來不及成為母親孕育下一段生命、揭示生命的重生時，人生就

再度被連根拔起，只能四處飄零了。  

  男性將自身的價值選擇視為一種理所當然的正確存在，忽略壓抑女性定位

自己生命情調的權利；文學上對於王昭君的歌詠讚頌正是將昭君扭曲成符合男

                                                 
   同上註，頁 286。 
   埃萊娜‧西蘇〈美杜莎的笑聲〉一文強調了女性作為「母親」的身份，並進一步將這種付出與給予的關係延伸

到所有女性之間：「婦女為婦女。在婦女身上一直保留著那種產生別人同時產自別人的力量（尤其是別的婦女）。

在她身上，有母體和撫育者；她自己既像母親又像孩子一樣，是給予者；她是她自己的姊妹加女兒。……」頁

91-92。 
   《青塚前的對話》，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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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期待的形象寫成文章，並附會以君王的思念作為最大的犒賞：  

世人都說漢王何等思念於我，說得來呦，竟跟真的似的，聽，來，我們一塊

兒聽，聽「我」的愛情，聽別人怎麼說「我」的愛情。   

劇中插入的一段漢元帝崑曲唱段，曲調溫雅，詞意深情悲淒；然而將之安置在

一齣以京劇為定位的演出裡，這段崑曲唱段的援引與挪用反而襯托出兩個殊異

的文本世界。也因此當王昭君以旁觀位置凝望另一個文本世界裡的「文人為她

打造的深情漢帝」，亦是帶著讀者與觀眾一併站在疏離位置透徹地看到其間的

荒謬之處：王昭君僅是存在於君王的想望裡，二人並非置身同一個文本；聲音

話語之間的差異，正是凸顯兩者存在於不同語境當中，雙方的對話關係不曾真

正存在。  

  女性唯有透過閱讀自己如何地在男性文本中匱乏、缺席，做一個「抗拒性

的讀者」，  並進而為自己書寫，也才可能從密實厚沈的男性文學史裡找到

為自己發聲的縫隙。劇中的昭君不認同男性作家筆下漢帝的深情溫柔，質疑起

漢帝如何可能深深掛念臨別方才一睹的王昭君？那一眼瞥見就能讓坐擁三千

佳麗的君王動了真情、從此朝夕思慕？而對於已被送至西域的昭君而言，生命

既然從來不曾真實交集就從此永久分離，漢帝的想念或不想念自然也不具備任

何真正的意義。此刻女性不僅否定男性所塑造漢帝深情形象，也拒絕在文本中

扮演那個掛念與被掛念的崇高女子；在王昭君真實的生命脈絡裡，漢帝從來也

都只是一個虛妄的存在。她提出的是另一套與傳統論述全異的價值系統：  

這般真情，真乃千古絕唱，文辭美，聲韻絕，這就叫做千古絕唱？……千古

絕唱，是那文人自作多情的千古絕唱，不是我的。那些騷人墨客，以我為題

材，寫了許多我的愛情，……我要的是一茶一飯、一几一坐，共同的生活。   

杜甫筆下的「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論」、「環珮空歸月夜魂」，  

這些詩詞寄予昭君哀傷、忠貞、思漢的各種期待，分明是男子寄託的想像，而

                                                 
   同上註，頁 292。 
   參見 Judith Fetterley,The Resisting Reader: A Feminist Approach to American Fiction (Bloomin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7)。 
   同上註，頁 293。 
   兩段詩句皆出自杜甫：〈詠嘆古蹟五首〉之三：「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連朔漠，獨留

青冢向黃昏。畫圖省識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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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昭君真實的話語。文人書寫竟成了對於王昭君命運的最大諷刺，劇中的王昭

君刻意模仿著老生聲口唸出這幾段詩詞，同樣說明了這些文字從來都是承載著

男性文人自私的想望，從來不是昭君的所欲言說。文學傳統在互相轉承、援引

的過程裡不斷複製男性中心的思維，也唯有在此刻，男性在女子的對話脈絡裡

反而成了「被書寫者」與「被評論者」，顛倒了文學傳統裡長期已定型的「男

子：主動詮釋 /女子：被詮釋」關係，這正是對於男性詮釋歷史的一種質疑與

抗拒。  

  第二段夢境裡，昭君與文姬則徹底跳脫出男性傳統書寫，不再與之對話，

而是選擇出走文本，將所有歷史與文學包袱拋開，架起一個女子對話的小閣

樓，放下拘謹身段話起家常：  

文姬：那我還真佩服妳，那麼酸的奶酪，妳怎麼能喝一輩子？ 

昭君：一開始喝不慣，懷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忽然覺得好喝極了，從此口味

就變了。妳呢？一直不愛喝啊？ 

文姬：喝了一口就吐出來了。 

昭君：瞧你瘦得…… 

文姬：想死了老家的桂花糕。真羨慕兩個孩子，生下來就不嫌酸的喝喔。欸，

孩子像誰？ 

昭君：阿哥們都像爹，阿姐都像我。妳呢？ 

文姬：正好相反，兒子像我，女兒像極了他爹！ 

昭君：真不幸！（摟著文姬，拍著她，安慰她的不幸）   

這一段劇情的顛覆性不僅在於對話內容上，也表現在行當意義與表演形式之

上。此時王昭君與蔡文姬徹底地擺脫了文學上的形象，亦卸下了戲曲行當的規

範，言談不再優雅從容，出現了一個彷彿是歷史上的漏網鏡頭，兩位婦女話起

家常來，談論尋常生活也談論兒女。從表現形式到話語內容的背離常態，隱藏

著劇作家的深意，亦重新思索長久以來寄託於戲曲文本中的男性意識與宏大歷

史論述；王昭君與蔡文姬不僅經常以一種符合男性期待的樣貌出現在文學裡，

在戲曲中亦進而被歸納進特定的行當規範裡，展現出特定行當該有的氣質典雅

                                                 
   《青塚前的對話》，頁 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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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容華貴，或是遠離家國的悲憤情懷，  此段改編正是將二人從傳統文學與

戲曲表演的雙重桎梏裡同時加以解放。  

  漁婦再度翻身之後的最後一場夢境，二人形象舉止劇烈改變；兩人翻臉相

對，用力拆穿彼此在文學書寫裡被塑造的美好形象，直指對行為上的缺失以及

歷史評價的荒唐，同時又不服輸地以各種扭曲的標準爭個優勝劣敗： 

昭君：好一個千秋大業、文化使命！ 

文姬：好一個文人想像、民族典範！ 

昭君：分明是掩飾妳拋夫別子的惡毒心腸！ 

文姬：分明是虛晃一招、遮蓋妳甘留胡地的醜陋事實！ 

昭君：你藉胡笳十八拍，自我開脫！ 

文姬：你藉歷代文人之筆，粉飾自身！……   

千秋大業是歷史與文學對於蔡文姬的定位，民族典範是王昭君在文人書寫所擁

有的至高評價；二人將分別指出彼此在文學傳統裡的崇高評論與完美形象卻進

一步加以破壞、解構，以一種戲擬的手法重新處理這些素材，並暗指書寫終究

是一種創作與詮釋，呈現於文字之上的不必然是真實，而文字所未言處亦未必

是空白。  

  在這場看似女性間相互攻擊的爭吵對話裡，所用的正是以文人書寫之矛攻

擊文人書寫之盾的書寫策略。這些斥責對罵內容擊潰了古代文本長久以來為她

們建構的美好意義，話語中的每一個責難、否定、諷刺、調侃，不僅是對著對

方而說，那些話語彷彿利刃一般，將一個獨尊的、看似端正實則專制的傳統一

一剪成碎片。從對於無奈屈服於歷史論述的溫柔控訴、擺脫期待的「愛國之女

形象」，接著將廚房後院裡才有的家常對話搬上舞台，最末則隨著她們潑辣、

諷刺的對話幾乎將文學所承載的歷史想像片片撕裂，顯得如此「擲地有聲」，

並破壞了長久以來存在於文學歷史裡的正確價值。   

                                                 
   京劇裡的王昭君或如《漢明妃》裡扮花衫呈現雍容華貴的典雅氣質，或如《昭君出塞》以刀馬旦應工，藉身段

舞姿象徵昭君前程的坎坷難測。《文姬歸漢》中的蔡文姬則為花衫。 
   《青塚前的對話》，頁 298-299。 
   埃萊娜‧西蘇：〈美杜莎的笑聲〉：「女性的文本必將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它像火山般暴烈，一旦寫成它就引

起舊性質的外殼的大動盪，那外殼就是男性投資的載體。別無他路可走。假如她不是一個他，就沒有她的位置。

假如她是她的她，那就是為了粉碎一切，為了擊碎慣例的框架，為了炸碎法律，為了用笑聲打破那『真理』。」

頁 95。 



．東海中文學報． 

 ．222．

  從無聲到有聲，再從優雅的溫柔控訴到放下身段後的閒話家常，直至這最

末如同潑婦一般的的嘈囔激辯、對陣叫囂，兩人雖然身著華麗端莊花衫裝扮，

此刻的蔡文姬與王昭君仿若「靈魂錯置」一般，將花衫的行當規範完全狠很掙

脫；她們從典雅氣質的仙女搖身一變成為極端的潑婦，也複製了劇首崔鶯鶯與

李亞仙、紅娘與銀箏的爭吵場面，前後六位女性角色皆以一種背離文學傳統的

形象出現，並說出不同以往的「女性話語」－她們率直潑辣、叫囂較勁，全然

不符合男性文人所期待與認同的溫柔敦厚。  

  女性劇作家自行將文學中的女子給「妖女化」了， 51  目的並非醜化這些

歷史上女性，而是以戲擬的手法諷刺了這些出現於男性作家文本中的女性長期

以來單一特定形象的虛偽與荒謬，透過扭曲熟悉事物的手法揭示其中的矛盾，

並表現出若有可能，女性反擊的力量將會撲天蓋地而來；她們在輕薄對方的話

語中隱藏著的正是對於經典的嘲弄。較之李亞仙崔鶯鶯等人，昭君與文姬所面

對的是自身的真實生命錯置在男性文本中，那些形塑與詮釋竟取代了自己生命

的存在價值與存在意義。於是在眾女性們剛烈撒潑的話語中，男性文本中的那

些嫻淑溫婉女子形象一一潰散，表露出不合期待的思想情感；傳統文本中的女

子形象一起遭到顛覆瓦解，正是對於文學傳統過於美化、一廂情願、單一價值

標準的抗議。隱藏在這一陣嘈囔激辯背後的是女性嘲弄男性傳統的微微笑意，

這正是她們回應自大男性傳統的一種新的話語形式，並用以打破男性文學傳統

長期所建構的慣例的框架，自以為是的真理。 

  該劇刻意將《園林午夢》中的「漁父」改成「漁婦」，女性身份的漁婦所

象徵著後來每個觀看閱讀古代文學歷史、並提出質疑與反省的女性，讓歷史與

文學書寫在女性的想像與詮釋中重新演繹。然而當漁婦夢醒之後，一切都歸於

                                                 
 51   西方女性主義者認為，在男性作家作品中，女性總是刻板地被歸類為兩個極端：天真、可愛、美麗、無私、奉

獻的天使，或是複雜、自私、具有威脅性、危險的、如同祈禱的螳螂或吃人的女妖。（參見西蒙‧波娃《第二

性》第十章〈五位作家筆下的女人神話〉（台北：貓頭鷹出版社，1999），頁 249；《女性主義文學理論》，

頁 54-55。)此外，吉爾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則借用了艾布拉姆斯(M.H.Abrams)《鏡與燈》

（The Mirror and the Lamp）的理論，發展出「妖婦（the vamp）」式的批評。她們指出傳統文學中所捕捉的真

實是「性別觀點的真實」，這面鏡子所反映的，其實是文化歷史裡的男性偏見；於是她們選擇以一種「反理性」

的姿態展示一種叛逆性的文學閱讀與批評。（Gilbert & Gubar, TheMirror and the Vamp” in William E. Cain ed., 
Making Feminist History: The Literary Scholorship of Sandra M. Gilbert and Susan Guber (New York:Garland, 
1994),pp.3-36.中西文學發展脈絡與內涵不盡相同，但在戲曲中，以行當制約的角色人物也經常容易被歸納到不

同的性格極端，例如青衣所含括的內涵必然是工整典雅，情操高潔的良家婦女，而花旦則往往活潑外放，不受

拘束。在這裡劇作家便是一種嘗試突破行當規範所賦予角色的性別形象與內涵，即是一種對於傳統脈絡之下的

女性角色進行顛覆性地讀解以及再創造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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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這彷彿是一件未曾發生過的事，僅是漁婦個人的夢境而已；歷史還是歷

史，文學的烙印依舊深刻。這幾段以夢境呈現的青塚前的對話，顯然不可能也

無意發揮重新書寫歷史文學的顛覆力量。然而，此段夢境若非為真、而僅是漁

婦的想像，歷史文學的書寫又何嘗不可能也只是男性的夢境而已？如同漁婦所

言「虛實真假總成空」，所有書寫的皆可視為是一種建構與辯證的過程，文本

自然也具備被解構的特質。拆解了所有文學以文字搭建起來的七寶樓台之後，

沒有文字、沒有話語，漁婦言道「此時無聲勝有聲」，此刻留下的空白可以填

充任何一段論述、但也可以不是任何一段書寫，期待著不再是獨斷單一的男性

觀點，也可以讓每一個歷史人物在後人的各種想像裡開展更多詮釋的空間，甚

至是柔軟的傾聽。  

五、性別/族類/情感的多元想像－《狐仙故事》 

  「狐仙」是中國古典文學一個歷史久遠並深具豐富文化意涵的角色，其形

象可正可邪，亦人亦妖；凡人與狐仙之間所發生的婚姻戀愛故事更是中國傳統

小說常見的題材之一。在文學形式上，狐仙創造了一個奇幻並滿足想像的空間

與情節；狐仙性格的塑造所投射出的，經常就是人類內在最原始的本心與慾

望。因此狐仙題材反覆出現在文學裡並引起讀者共鳴的理由，往往不在於他們

的異類身份與特殊慣習、法力武功，反而是因為這些角色一方面擁有同於人類

一般的情性，卻又能跳脫出常人世界裡現實倫理的約束，情感的抒發更為大膽

自由。這一類的狐仙故事裡，許多時候反映出的是人們對於兼顧人情並且突破

框架的情感期待。 52   

  2009 年的國光新編京劇《狐仙故事》可以說是對於古代文學中「狐仙傳

統」的一種繼承，然而劇作家並非援引或改編某一個既已存在的狐仙傳奇作為

場上搬演，而是透過對於戲曲敘事結構的重新編製，用以賦予該劇全新的抒情

內涵。該劇將以狐仙為中心所開展出的三世情緣，作為貫串全劇的主要情節脈

                                                 
 52   唐人傳奇《任氏傳》的作者沈既濟便是塑造出一個謹守貞潔，持家有道的狐仙形象，並因此嘆：「異物之情也，

有人道焉！遇暴不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不如者矣。」此類善良狐仙與凡人相戀的故事到了蒲松齡《聊

齋誌異》裡有更多的相關作品，魯迅針對相關書寫有著這樣的評論：「《聊齋志異》雖亦如當時同類之書，不

外記神仙狐鬼精魅故事，然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獨於詳盡之處，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是人情，和易

可親，忘為異類，而又偶見鶻突，知復非人。」魯迅：《中國小說史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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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一個關鍵性的設計在於，狐仙得以自由選擇以男或女的容貌身型出現。在

情節結構的安排上，《狐仙故事》運用頻繁的插敘、倒敘手法呈現這一段歷經

三生三世的情緣，其中包括時空的跳躍轉換、狐仙忽男忽女的性別變化，以及

真實人生與虛幻夢境的相互照應；「時空」、「性別」與「虛實」三者的穿插

呈現，織構成一個繁複的敘事脈絡，並透過一個首尾呼應的圓形結構將所有曲

折情節包覆其中，傳遞出狐仙與人類之間跨越前世今生延續不絕的緣分。  

  複雜的情節結構初步看似翻轉了傳統戲曲以敘事為輔的抒情本質， 53  事

實上貫串全劇的最終主旨，仍舊訴諸於真情一事。然而隨著敘事複雜度的開

展，自然使得這齣戲所提出的情感內涵，與傳統戲曲中常見的一生一旦的愛情

模式有所不同。但劇作家的企圖心並不僅止於簡單地提出相對於異性戀的同性

情愛，而是將抒情對象與範疇擴充至不同性別、族類，甚至試著將各種情感關

係之間的界線模糊，進而擴大了戲曲傳統對於情感的詮釋。  

  可自由變化身體性別的狐仙，以一種流動的方式轉換自己在情感關係中所

扮演的性別角色；他不僅外在形貌是遊走在兩種性別之間，其內在性格與情感

意向較之外表所擁有的自由度更大。之於狐仙而言，永遠只有如何表達情感的

課題，至於他表現情感的形式與內容，是沒有特定性別傾向的。 54  人狐之間

多樣的情意內涵以及性別關係的複雜性，動搖了主流世界裡以男 /女關係建立

起來的刻板性別定義單一情感模式，甚至是超越愛情的意義；這個巧妙的跨性

別角色設計令人聯想到西方女性作家吳爾芙所寫的《歐蘭朵》，小說中的主角

歐蘭朵跨越三個世紀的人生，經歷過性別的變化與各種身份與轉換；吳爾芙試

圖打破了性別、階級的界線以及愛情的固定模式，並由此並引出了「雌雄同體」

（Androgynous）的性別概念。歐蘭朵如此定義自己的生理變化：「她仍舊是

她，什麼都沒變，只是性別不同了。」 55   

  狐仙身上包容了不同性別的氣質形象與情感內涵儼然是一個「雌雄同體」

                                                 
 53   張庚：〈關於劇詩〉，《張庚戲曲論文集》（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頁 164-184。傅謹：《中國戲

劇藝術論》（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頁 113。王安祈：《傳統戲曲的現代表現》（台北：里仁書局，1996），

頁 185。 
 54   陰性書寫的理論家們首先希望打破的正是二元對立的思考模式，這其中自然包括截然二分、絕對對立的男性/

女性，或者進一步延伸出的情感關係，同性戀/異性戀。她們企求的是可以接受混沌(chaos)存在的可能性，並尊

崇、頌揚各種差異。她們甚至認為，女性因其不具備單一固定的情感價值標準，因此在某種意義上，女性亦可

謂是「雙性的」。參見露西‧伊瑞葛來：《此性非一》，頁 6-8。《女性主義理論》，頁 183。《女性主義文

學批評》，頁 69-72。埃萊娜‧西蘇：〈美杜莎的笑聲〉，頁 93。 
 55   維吉妮亞．吳爾芙：《歐蘭朵》（台北：遊目族出版社，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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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然而較之歐蘭朵一夜醒來即轉換了生理性別，狐仙以其仙怪神力得以

自主選擇性別。狐仙改變外在性別的憑據是什麼？第一世中獵戶問道女狐：「娘

子既可化作男身，又為何要做女子，女子多拘束，只有這山林之中，稍得些寬

鬆。」女狐回道：「你說我是為了哪一個呀。」 56  以及在劇終之時，狐仙以

男狐形象伴隨在老去的也娜身邊，企圖喚起並延續她前世以封三娘的身份深愛

著男狐時的記憶；顯而易見的，狐仙轉換性別所依據的，就是為了能以相對應

的身份守候在心愛的人身邊，在忽男忽女的自由變化中表明了對於自己容貌性

別的毫不在意，除卻了身體的外殼，感情世界裡永遠只有真情才是唯一值得關

照的事。若歐蘭朵是在意外的轉性之後，仔細觀察生命如何流變與自身情慾的

擺盪，狐仙則是投射出人們心中深層的想像與渴望：不該是為外在可見的形體

容貌決定了相愛的理由，而是愛的意志足以讓我們以最能表達情感的方式展現

形貌。倘若可以任意決定性別特徵，便能夠自在地任由情感流向任何一個生命

客體，在確定對方性別之前我們只需要傾聽彼此心意以決定是否相愛，這無疑

是對於性別差異與情感模式的一種解放。人們的性別一旦失去確定性，也自然

鬆動其間的差別與界線，這或許是對應於性別印象依舊刻板的當代社會一種極

其浪漫的解決之道。  

  狐仙一角出現在戲曲舞台上，必然面對超脫文字想像而需將角色性別具體

化的課題；該劇在性別一事上表現出的自由與模糊狀態，於舞台上亦有著實驗

性的嘗試。傳統戲曲可謂是各種表演裡將性別意義詮釋發揮得最為豐富的一門

藝術，演員性別與角色性別不一定是相同的，演員以其本工的「腳色行當」進

行「反串」在戲曲表演史上早已形成。 57  演員的生理身份並不影響他們對於

角色性別的詮釋，亦不至於混淆觀眾的理解；倘若在此充分運用戲曲跨行當的

反串演出，或許更能製造模糊性別界限的審美趣味。以這樣的觀點設想《狐仙

故事》在場上的行當分派，從劇中狐仙的心理性別、生理性別、到劇外的演員

專攻行當與實際性別，不同的性別內涵交織出的複雜層次，其實是更有利於將

性別的固定意義混淆稀釋；例如由同一演員透過不同腳色行當的表演體現穿梭

三世的狐仙。  

                                                 
 56   趙雪君：《狐仙故事》，《戲劇學刊》14 期，2011 年 7 月，頁 206。 
 57   參見王安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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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璦玲主編：《明清戲曲國際研討會論文集》（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8 年）。王

安祈：《當代戲曲》（台北：三民書局，2002），頁 53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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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齣劇在演出時則是選擇藉由兩位不同生理性別與行當的演員分別扮

演男狐和女狐，生旦殊異的外表形象是得以清楚判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

/她們的表演同樣運用了戲曲不受限於生理性別的表演特質，演出裡的女狐與

男狐皆貼近所謂的「陰性角色」，特別是以生角出現的男狐絲毫不見雄性的陽

剛姿態，較之傳統京劇裡小生的斯文儒雅，更進一步在扮飾、妝容、身段、唱

腔展現出更為雌雄莫辨的濃厚陰柔氣質。因此三世的狐仙在外型性別上雖有所

區分，但情緒與氣質上則展現出一種一貫性，使得原本應當存在的性別轉換模

式，幾近完全消融在文本脈絡當中，不同性別在氣質上的差異性遭到模糊，從

而建立起一種跨越戲曲行當與性別意義的新文學語言。 58  而這樣的語言內涵

意義不僅停留在形式層次之上，同時也是透過一種新手法鬆動長久安置在戲曲

傳統裡對於性別與情感的認知與想像，擴展了戲曲主題的可能性，也豐富了戲

曲所能承載的情感內容。  

  除了在情節內涵與表演形式上表現出性別越界的意義，這齣戲也對於我們

所熟知的情感關係提出新的詮釋。狐仙與凡人三世中分別建立起女男（夫妻）

/男女（情侶）/女女（姨女）三種關係；有別於前兩世女狐與獵戶、男狐與封

三娘以夫妻或情侶關係出現，第三世的晶晶與也娜也娜以「姨」稱呼晶晶，存

在於二人之間的深厚情感依照傳統定義，當定位為一種母女之情或姊妹之情。

戲劇尾聲當也娜年華老去、刻意離開獨居山林，已發現也娜即是前世封三娘的

晶晶則又轉換成也娜夢中曾經出現過的男形，陪伴在老去的也娜身旁，二人之

間的情感至此已難辨親情抑或愛情。從晶晶轉變成男狐，即便外在形貌有異，

但狐仙的情感卻始終是延續連貫的，正是透露著這世上即便情感的形式與內涵

或有殊異，但回歸到人與人之間相待的真心是無有差別的。狐仙與也娜這段情

感關係的難以界定，或者可以說是以一種「不界定」的方式，取代了任何既已

存在的各種區分與定義。  

  狐仙牢記著第一世裡因為非我族類的偏見使得獵戶為其犧牲身亡的憂傷

記憶，深刻地體悟到狐仙與人類之間的差異，也使得他在轉世之後失去了忠於

自身情感的勇氣。當他以男狐之身面對封三娘的天真浪漫以及也娜親娘前來尋

                                                 
 58   張小虹：《性別越界－女性主義文學理論與批評》：「當性別由一端擺盪向另一端時，文學語言也由一種轉換

為另一種。此種性別/文本政治的緊密結合，不僅打破了傳統將政治/美學（politics/poetics）對立之理論架構，

更成功地串連語言與性別認同。……」（台北：聯合文學出版社，1995 年），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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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時，言語中屢次透露出他的顧忌以及難以跨越的，正在於人與狐分屬不同群

類，以及人類社會對於不同族類的顧忌防備與排斥之情。「人妖有別」是劇中

狐仙很常說的一句話，他情感上的猶豫來自於一般人類總將狐仙異化、視為他

者，不符合人類秩序的存在，其中除了有對於具備神力的仙怪一類的畏懼之

情，更多情緒是一種對於非我族類的無法認同。男狐與封三娘道別時言道：「我

願來生與你一同，妳做個人，我便做個人；妳做白狐，我也與妳做白狐。到那

時、若還能相逢，我是再也不與妳分開。」 59  女狐晶晶對眾妖怪亦言：「她

該要回到她的族類之中，該要嚐盡人間的種種情味、看遍人生的各色風光，不

是這樣跟著咱們廝混。」 60  可貴的是劇中幾位主要的人類角色：獵戶、封三

娘、也娜，他們都有無畏無懼的情感堅持：  

封三娘：誰在乎你是人是妖？找個無人認識我們的地方，好好地過我二人的

日子，難道不成嗎？ 

男狐：縱然妳不在乎我是白狐所變，還有別的人在乎。 

封三娘：別人是別人，我們是我們，與他人何干？ 61   

劇中的凡人主角正是在有限的生命裡展現追求情感的莫大勇氣與無所畏懼。相

較於封三娘的浪漫執著，狐仙對於人世的侷限與羈絆有更深刻的體悟。年輕的

封三娘未能顧及（不願侷限在）愛情之外的親情倫理與社會規範，但這段天真

的話語不也正是對主流社會所提出的一種卑微請求？偌大的世界竟無其他族

類與不同情感傾向者的容身之處，所謂的道德倫理架構起一個充滿排斥性的社

會結構，這是如何殘酷的一件事。此刻狐仙的心境與話語也是一面鏡子，但折

射出的並非俗人的心願，他的顧忌與恐懼正照映出這個看似擁有和諧秩序的世

界之刻板與無情。  

  狐仙表現情感的方式，是這齣戲另一個耐人尋味之處。狐仙用情深刻，但

在面對情感對象時卻非以佔據與擁有對方作為唯一目的。一世的女狐面對與自

己身份不同的獵戶多所顧慮亦慎思靦腆，「莫不是夫君反悔了？（獵戶不答，

女狐神色凝斂）我知曉了。我這就離去。」 62  二世裡的男狐唯恐悲劇再度發

                                                 
 59   同上註，頁 222。 
 60   同上註，頁 227。 
 61   同上註，頁 220。 
 62   同上註，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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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只願保護三娘，寧可犧牲自己對於三娘的戀慕，選擇從對方生命中離開。三

世的晶晶在也娜與生母重逢之後，萬般不捨卻終究選擇了將也娜送還至凡人的

世界。狐仙與人類互動的過程裡總是傾聽多於訴說，情感關係裡她們呈現更多

被動、謙卑、退讓的姿態；狐仙並非致力於佔奪對方的情感、身軀、生命、歲

月，緊緊地將這段情感僅僅握於手中，而是以寬容、割捨、給予來成全對方的

人生課題，也因此消融物我兩方的絕對差異。 

  這個主題並且在也娜生母中再度得到深化，也娜母親對於親生女兒最至愛

的表現，竟是選擇讓她離開自己身邊。也娜身邊的這兩位女性都選擇以成全及

割捨表達了愛的另一種可能形式，相對於也娜的父親陷入一種倫理包袱定位父

女關係卻未能領會情感的真諦，這些女性 /異類揭示了情感的另一種氣度與內

涵，也同時提出了以團圓聚合為人生美滿象徵的傳統戲曲一個未曾思考過的生

命情境。這其中同時透露出的，是從情感內涵到情節安排所揭示的形式意義雙

重的顛覆，放棄了對於客體絕對性的佔奪，說明了對於人生或文本可能開展的

各種形式給予最多的尊重。 63   

  凡人的勇敢執著與狐仙的委曲求全，一進一退之間終究無法成全一個美好

的結局，未免叫人遺憾。以至於在結尾裡，年華老去的也娜不捨眾妖與女狐為

她尋求長生百草而悄然離開，歷經歲月逐漸成熟的也娜也領會了表達愛的方式

之一，竟也包含成全與割捨。此刻不願放手的反而是狐仙了，在也娜最孤寂而

蒼老的生命尾聲，狐仙再度出現在她眼前。此時狐仙再度以男狐形象現身，他

問道也娜是否知道他、認得出他是昔日的狐仙？也娜回道：「你的身上有一種

我熟悉了一輩子的氣息。」 64  氣味成了他們記憶彼此的方式。無論男、女、

凡人或狐仙，所有的樣貌形象都變得不重要了；也娜依舊只能擁有一輩子的生

命與記憶，但在有限的人生裡，她卻能總是被完整的愛給包覆，未嘗不是一種

幸福。  

  這 一 齣 以 中 國 傳 統 文 學 裡 存 在 已 久 的 狐 仙 作 為 主 角 所 開 展 出 的 新 編 戲

曲，在敘事結構及時空設定上較之戲曲傳統都顯得複雜多變，卻也因此帶出一

個全新的主題旨趣，突破性別界線、族類差異與情感模式的繁複對話，賦予了

                                                 
 63   西蘇指出陰性書寫所遵循的正是一種「施予」的法度，是一種沒有主體對於客體的佔奪、以去除自我、用給予

取代佔有、尊重客體的空間，以形成物我相忘的境界。參見《女性主義文學理論》，頁 184-185。 
 64   《狐仙故事》，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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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文學一種新的語言內涵及表演模式。除了這些形式上的新意與變化引人注

目，也說明了不同的敘事模式未必對於戲曲的傳統抒情精神是一種破壞，反而

在相對曲折繁複的劇情架構裡，承載了加倍細緻豐富的情感內涵；而從來在戲

曲傳統裡被反覆歌詠的抒情精神，它依舊在這齣戲裡得到延續，卻也進一步照

應出當代人對於情感的理解充滿著更多元的想像與期待。 

六、結語 

我寫婦女。婦女必須寫婦女。……從前這裡只能看到男人們偏頗的考慮，他

們的男性和女性意識何在，都由他說了算。只有當男人們睜開了眼睛看清了

他們自己的時候，才會聯繫到我們。 65   

                                   －埃萊娜‧西蘇：〈美杜莎的笑聲〉 

唯有當女性開始回顧自身的歷史，並從女性角度觀看世界、為自己的情感思想

發聲，男性和女性之間才可能在雙方的文字中照見彼此，屬於性別之間「真正

的」對話才能開啟。這也是當代女性書寫戲曲創作的珍貴理由之一，讓歷史與

文學中的女性從一種被談論與被表述的失語狀態，轉而成為發言的主體，並用

以構成另一種戲曲的文法。  

  這幾部新編京劇不僅提出了一個屬於女性的詮釋角度，也同時試著打破、

鬆動傳統戲曲在表演形式、文本體製與主題情旨上的既有規範；《王有道休妻》

以青衣及花旦同飾孟月華，道訴女性潛意識裡的另一種聲音、《三個人兒兩盞

燈》以後宮裡不同的情感流向織構出新的抒情內涵，溫柔地破壞了權力性的話

語秩序，並捨棄傳統團圓結局，以舞台上的兩盞燈暗示三人同處屋簷下的微妙

組合；《青塚前的對話》以「靈魂錯置」的手法對於女性神話進行破繹，而《狐

仙故事》採用繁複跳躍的敘事節奏取代線性結構，鋪陳一種跨越性別/族類的

多元情感，這都可視為是對於戲曲結構慣例的破壞。它們顛覆經典、向文學歷

史重新提問、，並文本的細縫中延展出新的書寫意義，將邊緣與中心的相對位

置加以對換，甚至模糊了原本存在於性別、身份、族類與情感模式之間的嚴苛

界線，這一切在傳統標準裡看似是一種「失序」、「不理性」的寫作手法，其

                                                 
 65   埃萊娜‧西蘇：〈美杜莎的笑聲〉，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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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試著提出更為多元的書寫可能與情意內涵。  

  幾部新編戲在詮釋既已存在的文本時，將熟悉的戲曲角色人物與情節進行

陌生化的處理，提出不同觀看角度的可能性，使得歷史或文學中的女性與邊緣

人物，跳脫原本被動接受觀看的位置，對於自己在文學傳統裡如何被詮釋進行

檢視與反省，也因此形成了戲劇中的疏離效果。疏離效果同時發生在劇中角色

與觀眾兩種層面之上：一方面保留了純熟的表演技巧延續傳統原有的扮演，但

這些角色同時對於自身在文本中的存在具備一種清醒的批評意識，跳離文本脈

絡而對於自我進行釐清、質疑，批判了自身的「角色意義」，進而開展出殊異

於傳統角色定位與行當意義的表演模式，而使得觀眾也在這個重新觀看的過程

裡，解構了從文學傳統中建立起的刻板印象。 

  但我們仍須清楚地知道，這些劇作所提出的並非從來不存在的歷史，而是

被歷史書寫給忽略的「無聲歷史」。 66  陰性書寫的目的在於諦聽沈默，讓被

排斥、壓抑的其他聲音得以浮現紙面；然而這並非為了建立一個獨立於男性言

說之外的話語系統，而是希望能修正男權中心式的單一話語系統與文法秩序，

讓不同的話語形式與價值情感成為可能。  

  這些劇作雖是從對於女性生命情調作為一個創作的起點，但它們的目的並

非為了擊垮男性秩序、重建一個新的女性話語權威，在鬆動傳統文本秩序的同

時，一併獲得解放的也是男性。面對思想價值與真實情感而產生猶豫矛盾的王

有道，孱弱、厭戰卻深情柔軟的邊疆塞外士兵，擁有陰柔氣質與綿長情感的男

狐，得到了劇中女性角色與劇外女性讀者/觀眾最多的認同與傾心。 67  傳統文

本中的男性以雄心壯志與世俗成就為自己生命定位，亦認為這樣的男子應當也

為女性所鍾情，這終究是男性依照自己的思維想像著「女性心目中的理想男子

形象」。女性從來沒有為男性建構起一個什麼樣的固定標準，藉由這幾個創作

同時也對文本外的男性進行一個溫柔呼喚，提醒他們也可以擁有不扮演「傳統

定義下的男性」這樣的自由。當女性劇作家同時為女性與男性騰挪出一個允許

各種發聲的自由性別空間，我們也期待在開啟這段對話之後，也能看見不同性

                                                 
 66   孟悅、戴錦華：《浮出歷史地表─中國現代女性文學研究》：「女性所能書寫的並不是另外一種歷史，而是一

切已然成文的歷史的無意識。」（台北：時報出版社，1993），頁 4。 
 67   陳芳英：〈深雪初融：論世紀新編京劇的女性書寫〉文中亦將《狐仙故事》裡的男狐及《孟小冬》裡的杜月笙

視為是「女性劇作家為觀眾描繪的理想男性」，「白狐身是翩翩佳公子，多情、欲進還卻，甚至善於守候等待，

這或許是女性心中某種『理想』的男子。」收於《戲劇學刊》第十三期(2011)，頁 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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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更多元包容的心態、甚至是藉由創作給予感性答覆，讓性別對話得以不斷

蔓延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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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criture féminine and Gender 
Dialogue in Contemporary Beijing 

Opera 
Kao,Chen-Lin∗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Beijing opera aesthetic standards and sentiment have long bee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en, such that women play a passive and subsidiary 

role, with their sentiments being expressed through male characters. The dearth of 

female voic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has given rise to a number of questions: 

Just what were the sentiments and views of Chinese women in past ages? How can 

traditional drama be reinterpreted in such a way as to make it more accessible and 

acceptable to modern audiences?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Beijing operas giving explicit expression to the 

views and sentiments of women have been produced in Taiwan. In addition to 

attempting to recover the long-absent voice of women, such productions strive to 

relax the gender-opposition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enriching the 

dramatic themes by using the feminine perspective to deconstruct the original 
symbolic order of the text. Such productions can be seen as a type of “Écriture 

féminine. ＂  In subverting the precise and rigid conven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these innovative productions create a variety of connotations by 

employing a wide range of literary devices, including subversion, parody, 

deconstruction, and abandon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a number of the experimental Beijing operas produced in 

recent years by the Guoguang Opera Company. 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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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style and aesthetic content used in these productions to create an 

open-minded and fluid space for engaging in gender dialogue. 

 

Key words: Contemporary Beijing Opera Écriture feminine Gender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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