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9卷第 3期 中国戏曲学院学报 V o.l 29. N o. 3

2008年 8月 Journal ofN ationa lA cademy of Chinese Theatre A rts Augus,t 2008

论岳飞题材戏曲剧作的核心价值追求

伏涤修

摘 要:岳飞题材戏曲虽然产生时期不同,剧作内容、体式及风格有异,但还是体现出一些共同的价

值特征。岳飞题材戏曲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颂忠谴奸的精神诉求,都体现了善恶有报的伦理道德

追求,都包含有以曲述史、以曲写心的寄寓特征。这些价值特征是中华民族崇尚正义精神的体现, 是

民族道德评判标准与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折射与积淀,是人们不忘历史同时又关注现实的曲史意识

的流露与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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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岳飞题材戏曲剧目今知者多达二十几种,

虽然这些剧作的产生时期不同、剧体及剧作风格有

异, 各位作家创作每部剧作时具体的创作追求、表

现重点各有区别 ,不过它们还是体现出一些共同的

价值特征。岳飞题材戏曲所表现出的颂忠谴奸的

政治诉求是中华民族崇尚正义精神的表现, 所表现

出的善恶有报的结局安排是我们民族道德评判标

准和审美文化心理的折射和积淀,所表现出的历史

化与超历史化的双重特征是人们既不忘历史同时

又关注现实的曲史意识的流露, 本文即对此进行

论评。

一、岳飞题材戏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表现出

颂忠谴奸的精神诉求

岳飞生活的南北宋之交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

盾十分尖锐、南北战争频繁不断的时期, 宋金对峙

久持不息, 北宋被金所亡后南宋依然时常为金所

扰, 岳飞本人即是在抗金斗争中成长为杰出的军事

将领和誉满天下的英雄的, 他的最终被害屈死也与

他极力坚持抗金主张有关。岳飞经历了当时许多

重要的历史事件 ,岳飞无论是生前戎马倥偬所经历

的一切,还是他自身惨死的经过, 都与政治具有极

大的关系,他的身上凝聚了很强的政治性色彩, 以

岳飞生平为题材的戏曲也打上了政治的深深烙印。

朱权 太和正音谱 杂剧十二科 列有神仙道

化、忠臣烈士、孝义廉节、叱奸骂谗、风花雪月、悲欢

离合等十二类内容 ,所列虽然并不很精当 ,但还是

反映出元杂剧的主要取材类型, 这些科类不仅是元

杂剧也是整个古代戏曲创作常见的取材范围。不

过若就剧作数量而言, 这十二科类内容所占的比例

具有很大的不同, 写忠臣烈士、叱奸骂谗内容的戏

曲其数量远少于写风花雪月、悲欢离合内容的戏

曲 ,到了明清时期, 传奇十部九相思 (李渔 怜香

伴 传奇卷末收场诗 ) ,婚恋题材尤其是才子佳人爱

情题材成为古代戏曲最常表现的内容, 即使是一些

非专门表现男女相思相恋内容的剧作, 其中也会以

爱情作为调料。古代虽然历史题材、战争题材剧作

不少,但是由于封建社会文网森严 ,政治是个高压

线 ,作家们在戏曲中集中、强烈地表现政治主题的

作品井不多 ,时事剧、政治剧在古代戏曲中的比例

非常少。而岳飞题材系列戏曲在古代戏曲中显得

很耀眼,其政治性特别强,岳飞戏对于婚姻、恋爱内

容表现得非常少 ,它们属于典型的政治题材剧。

顾颉刚先生在谈孟姜女故事时说: 故事像动

物一样,是有生命的, 它会传代 ,会走路, 它只要传

一传、走一走,马上会有增入的新材料, 也必然会有

削除的旧材料。 中国古代的故事作品包括历史题

材的戏曲作品, 往往在长时期的传播中融入越来越

多的传说性内容 ,故事往往像滚雪球一样越变越丰

富 ,不少作品甚至会逐渐脱离原来故事的主旨而产

生别样的新主题 ,有些故事则会逐渐减少历史内容

而增加虚构性内容。如包公题材文艺作品, 有的是

仅有一点历史因由而被夸大渲染,而有的则没有史

实依据,包公戏多数属于借历史人物包拯之名而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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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公案戏 ,由于包公不畏强权、执法如山的刚烈

个性符合人民的社会心理期待, 因此包公的清官形

象不断地得到神圣化的塑造,而包公故事也就越来

越丰富,这些故事距离历史人物包拯的真实形象则

越来越远。再如刘知己题材戏曲 白兔记 , 刘虽为

历史人物,经历了不少重要政治历史事件,但是 白

兔记 并不严格关注刘知己所历事件的政治历史意

义, 而是从发迹、婚恋上去表现他,剧作甚至减少刘

知己的戏份而以其妻李三娘为主角, 着重表现李三

娘所受之苦,历史人物题材戏曲变成为家庭婚恋题

材戏曲。岳飞题材戏曲 (岳飞题材小说、说唱文学

作品也是如此 )与此有同有不同, 一方面,岳飞题材

戏曲与其它流传己久的故事作品一样,也含有许多

虚构的成分 , 如岳飞戏曲中的阴府讯奸 ( 东窗事

犯 、精忠记 等 )、胜利班师 ( 如是观 等 )、岳飞

后代擒诛秦桧养子秦嬉 ( 续精忠 )等,但是另一方

面我们也看到, 岳飞题材戏曲, 虽然内容演变得很

丰富 ,描写方式、故事结局各有不同, 但是它们仍然

紧紧围绕重大的政治事件, 强烈的政治诉求、颂忠

谴奸的主流基调贯穿于几乎每一部岳飞题材戏

曲中。

岳飞抗击金兵、大败金兀术是岳飞一生的重要

功绩, 这成为许多岳飞戏浓笔重彩渲染的重点关

目。岳飞以功被宋高宗亲授 精忠 旗 , 绍兴三年

( 1133年 ) 秋。入见 ,帝手书 精忠岳飞 字, 制旗

以赐之 (卷 365 岳飞传 )。这是岳飞破敌有功

的最好证明, 此事为戏曲家们看重而被写入戏曲

中。岳飞与秦桧等投降派的战和之争, 正史有载,

正当岳飞积极用兵之时, 秦桧向高宗进谗言, 命令

岳飞班师撤兵,岳飞 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

下, 东向再拜曰: 十年之力 ,废于一旦。飞班师, 民

遮马恸哭,诉曰: 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 金

人悉知之。相公去, 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 取

诏示之曰: 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 (同

前 )功亏一篑的班师撤兵既是北方人民的悲剧, 也

是岳飞本人悲剧的开始,这段史实包含着令人肝肠

欲断的悲离色彩, 极有戏份, 因此许多种岳飞戏对

此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岳飞受害坐狱过程中, 御

史中丞何铸审讯他, 飞裂裳以背示铸 ,有 尽忠报

国 四大字,深入肤理。 (同前 ) 尽忠报国 是岳

飞忠心可鉴的显示, 岳飞戏对此也作了发挥与渲

染。秦桧对岳飞的陷害, 是导致岳飞冤死的直接原

因, 秦桧指使另一个奸邪小人万侯卨严刑审讯岳

飞, 以 莫须有 之名杀害岳飞及其子岳云、部将张

宪, 天下冤之 ,闻者流涕 (卷 473 秦桧传 )。

岳飞被害致死、南宋对金屈膝求和对宋代国运、对

中国历史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岳飞受构陷遭迫害

在岳飞戏中得到了充分、深刻的反映。又高宗绍兴

十二年正月, 桧趋朝, 殿司小校施全刺桧不中, 磔

于市。 (同前 )施全刺秦也成为部分岳飞戏中的

重要一环,戏曲家们写此以表达对窃国奸佞的切齿

痛恨。此外, 岳飞曾上书高宗批评投降派黄潜善、

汪伯彦, 并因此而丢官, 飞上书数千言 , 大略谓:

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 奉车驾日

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 一书闻 ,以越职夺

官职 (卷 365 岳飞传 )。黄、汪均为臭名昭著的

奸臣,他俩与秦桧俱列 宋史 卷 473 奸臣二 中,

李玉 牛头山 即是把黄、汪作为批判谴责的对象。

应该说,岳飞一生中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多数都

在戏曲中得到了表现 ,有些政治性很强的事件, 虽

然正史中无载, 在戏曲中也得到了叙写反映。如东

窗设计陷害岳飞事, 正史中无而野史笔记中有, 宋

无名氏 朝野遗记 、元无名氏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

卷二 欺君误国 条、元刘一清 钱塘遗事 卷二 东

窗事犯 条、明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余 卷四 佞幸盘

荒 条有秦桧妻王氏劝秦桧下决心置岳飞于死地的

记载,岳飞戏对此多有采用与发挥。

岳飞戏在歌颂岳飞忠勇、叹惋岳飞冤死的同时

对秦桧的奸诈阴险也作了揭露与丑化描写, 秦桧作

为中国历史上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巨奸大蠧, 天

良丧尽坏事做绝 , 桧两据相位, 凡十九年, 动制君

父 ,包藏祸心 , 倡和误国, 忘雠斁伦。一时忠臣良

将 ,诛锄略尽 (卷 473 秦桧传 )。 桧阴险如崖

宑 ,深阻竟叵测。 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 而

又喜谀佞,不避形迹 (同前 )。这样的大奸之人,

死后竟获赠中王、谥忠献,直至宁宗开禧二年 ( 1206

年 ) ,才被 追夺王爵, 改谥谬丑 , 但是宁宗嘉定元

年 ( 1208年 ) 史弥远奏复王爵、赠谥 (同前 )。

对于后世之人来讲, 这是难以容忍的 ,于是作家们

便通过戏曲等文艺样式来反映这一段是非颠倒的

政治历史, 在戏曲中对秦桧加以鞭挞和揭露, 岳飞

戏中东窗设计、疯僧骂秦、阴府讯奸等情节就是人

们此种心理的反映。

二、岳飞题材戏曲体现了善恶有报的伦理道

德追求,折射出鲜明的民族道德评判标准, 反映了

民族文化审美心理

历史上的岳飞, 是冤屈而死的悲剧英雄, 他的

死具有冤断九天、人神共泣的悲剧色彩。岳飞题材

戏曲除了少数几种只写岳飞片断生活、未写及岳飞

之死的剧作外, 其它剧作没有一部仅仅停留在岳飞

被害死就结束上的,剧作必定要让现实中屈死的岳

飞死后在天界得到昭雪、得到褒彰 ,有些剧作甚至

把岳飞被害几十年后的平反前移至岳飞死后不久,

把平反者由孝宗改为岳飞悲剧的决策制造者高宗。

岳飞事件无疑是历史悲剧, 岳飞戏也均含有悲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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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许多岳飞戏从戏剧性质上讲也属于悲剧, 但是

各种岳飞戏在写岳飞惨死后都继续用笔 ,都以岳飞

得昭雪受彰表、秦桧遭鞭挞被惩处而结束, 以光明

的亮色给人以安慰。

岳飞戏对岳飞的结局安排, 大致为两类: 一是

岳飞冤屈致死, 死后升入天界, 审判秦桧等奸臣的

阴魂 ,有的剧作同时写岳飞死后被皇帝平反, 多数

岳飞戏均属此类; 二是岳飞根本就没有死, 岳飞识

破秦桧的奸计, 除奸复国,如张彝宣 如是观 等少

数翻案戏即是如此设计。岳飞戏对秦桧的结局安

排, 都是写他没有得到善终, 秦桧害死岳飞后或是

遇到地藏王的化身疯僧, 遭骂惊吓而死, 如孔文卿

东窗事犯 等; 或是湖中遇鬼, 惊吓而死, 如李梅

实、冯梦龙 精忠记 ; 张彝宣 如是观 等翻案戏则

写秦桧奸计被识破,他被岳飞处死。岳飞戏不仅写

秦桧没能善终, 而且写他死后在阴间披枷带锁, 倍

受煎熬,受到审讯。若从历史上的政治斗争而言,

秦桧无疑是个斗胜者 ,他害死了岳飞, 控制着朝廷

舆论 ,虽然他死几十年之后被削夺赠谥, 但他生前

权倾朝野倍极荣宠, 死后一段时间内依然淫威尚

存; 若从道德、文化而言, 秦桧则是个彻底的失败

者, 他成为千夫同指万民共恨的巨奸大 , 他一直

为天下人所唾弃, 始终受到道义的审判, 他被永远

地钉在了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岳飞戏曲以其鲜

明的爱憎彰显了道德正义, 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对

秦桧丑恶灵魂的拷问审判过程,透过岳飞戏曲, 我

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所奉行的善恶有报道德理念

的应验不爽。

孔文卿 东窗事犯 典型地表现了颂忠斥奸的

道德诉求,剧写岳飞屡胜金兵, 为定国安邦立下盖

世功勋,然而由于秦桧的通敌、陷害, 岳飞齐天大功

却蒙冤屈死, 岳飞定家邦功己休, 秦桧反朝廷事己

知。你两家冤雠有似檐间水。则为奸谗宰相千般

恨, 送了慷慨将军八面威,你所事违天理 ,休言神明

不报 ,只争来早来迟 (第二折 三煞 曲 )。由于秦

桧所作所为有违天理, 因此秦桧遭报应受惩处就是

情理发展的必然。岳飞、岳云、张宪三人鬼魂托梦

给高宗,告知冤死实情, 高宗令人诛杀秦桧于市曹。

不仅如此,秦桧死后还在阴间受审 ,秦桧 当初祸临

岳飞今日灾临己 ,抵多少远在儿孙近在身 (第四折

滚绣球 曲 ), 剧作最后写秦桧被灭族毁尸, 将秦

桧三宗九族家族坏, 每家冤仇人。将秦桧剖槨剉

尸。恁的呵恩和仇报的明白 (第四折 柳叶儿

曲 ) ,人民疾恶扬善的愿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和

实现。

六十种曲 本 精忠记 (一说为姚茂良作 )中

施全行刺秦桧未果,被执后痛骂奸臣: 今汝为叛逆

凶邪 ,不仁不义, 不忠不孝, 虽斩汝万段, 不足以雪

国家之耻;诛夷九族 ,不足以报主人之仇 (第三十

出 行刺 )。韩世忠向高宗奏知岳飞二人的冤情,

皇帝下旨, 礼葬岳飞父子, 立忠臣庙宇, 追封武穆

王 ,秦桧、万俟卨则交衙司捉拿问罪。岳飞等人在

天曹都受旌封, 秦桧、万俟卨等则被岳飞审判,打下

鄷都地狱, 再不许轮回。第三十二出 同毙 下场

诗 : 人生切莫使奸心, 若使奸心祸必侵。莫道阴阳

无报应,冤冤相报自来寻。全剧终第三十五出 表

忠 下场诗: 秦桧无端害岳侯, 致令宋柞一时休。

如今地狱遭枷锁, 万劫千回不出头。岳飞虽然冤

死 ,但剧作最后让人们看到忠良被褒颂祭奠, 奸佞

被打入地狱苦熬。这样人们心理上终于如释重负,

心里的愤懑一时可以得到发泄, 心理重压暂时可以

得到缓解,从道义上讲,岳飞赢了,是胜利者。

李梅实草创、冯梦龙改定的 精忠记 虽标榜崇

尚史实,但为了表达良好心愿也虚构了一些情节,

秦桧、张俊、万俟卨西湖游玩时遇到岳飞的鬼魂, 秦

桧惊恐而死, 即是无稽的迷信写法。第三十六折

阴府讯奸 玉帝下诏彰表岳飞一门及张宪、施全等

忠义之人,秦桧则受到冥王的审讯和众鬼的严刑拷

打 ,甚至被叉上铁床和刀山剑树。秦桧之妻王氏由

于 助夫为恶,阳世号为长舌妇 ,被冥王下令 押下

拔舌地狱,拔去其舌, 用犁耕之,以后再有施行 , 其

他奸臣也被 打入阿鼻地狱, 他万劫不得脱离苦

趣 。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心理要求, 剧作只好用

与史不合的令人宽慰的戏剧结局来弥补历史遗憾。

用道德评判来代替历史评判,也是翻案剧的核

心价值所在,张彝宣 如是观 第三十出 (最后一出 )

山花子 : 论传奇可拘假真? 借此聊将冤愤伸。

剧写岳飞识破秦桧奸计并掌握秦桧夫妇通敌的证

据 ,剧作最后岳飞审判秦桧与王氏时,秦、王这对奸

邪之人彼此互揭其奸, 丑相毕露,这虽然与史不合,

但以戏谑化方式来处理历史题材内容, 毕竟大快人

心 ,人们观至此处, 暂时忘却历史留给人们的心头

之痛,心中涌起一种快意 ,这正是戏曲作家所要达

到的目的。

焦循 剧说 卷六转述记载了四则演员因扮演

秦桧而被人殴打甚至击毙的事例,其中转自 极斋

杂录 的一则云: 吴中一富翁宴客, 演 精忠记 。

客某见秦桧出 , 不胜愤恨, 起而捶打, 中其要害而

毙。众鸣之官,官憐其义, 得从末减。客人将扮演

秦桧的演员打死了, 到了官府那里 ,官员考虑他是

出于对秦桧的义愤才这样做的, 就减轻了对他的惩

治。转自 团乡赘笔 的一则云: 一日,演秦桧击杀

岳武穆父子 ,曲尽其态。忽一人从众中跃登台, 挟

利刃直前,刺桧流血满地。 演员由于扮演秦桧都

会受到人们的殴击乃至被毙命, 于此可见人们对恶

贯满盈的秦桧是痛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岳飞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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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秦桧被惩处受阴讯,正是表达了人们的愿望和

要求。

胡适、鲁迅曾对我国古代戏曲小说的虚幻的美

满结局或者说是大团圆结局有过严厉的批评 ,他们

认为这是民族性格浅俗的表现,如胡适在 1918年所

写的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中批评中国小说

戏曲的大团圆结局道: 这种 团圆的迷信 乃是中

国人思想薄弱的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 不耐

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 鲁迅也说 : 中国人的精

神, 是很喜欢团圆的, 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

的, 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 没有报应的, 给他报

应, 互相骗骗。 这实在是国民性问题。 岳飞

题材戏曲的结尾虽然不能叫做美满结局或者说是

大团圆结局,但也是一种虚幻的带有光明尾巴的结

局。对于这种结局, 笔者认为不应一概否定, 我们

应当注意胡适、鲁迅发表这些议论的背景与语境,

胡适、鲁迅对大团圆结局的批判主要是从社会与国

民性改造层面加以展开的, 他们对国人缺乏忧患意

识感到不满,认为深刻的悲剧意识有助于人们反省

现实、反省自身, 进而推动社会改革与进步, 他们在

这里主要不是进行学术探讨而是进行思想批判。

中国戏曲虚幻的美满结局或者说是大团圆结局与

民族审美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有关, 从思想性上来

讲这种结局方式虽有不足, 但它反映了人们的善良

愿望 ,表达了人们的好恶爱憎, 从岳飞戏曲来看, 它

们以虚幻的形式来表现人们对忠臣屈死的悲愤和

对奸佞恶行的谴责,认为一时的政治斗争的胜负并

不能凌驾于道德、文化的胜负之上 ,从而彰显公平

正义、对世人进行警醒劝惩, 对其道德警醒、文化薰

陶作用我们应该予以肯定。

三、岳飞题材戏曲虽然对待史实的态度不同,

有的崇史尊史,有的则杂采野史及任意虚构, 但它

们都具有以曲述史、以曲写心的寄寓特征, 流露出

浓厚的曲史曲教意识

岳飞题材戏曲在对待史实上具有标举史实、虚

实相伴、以心统史的三种倾向,李、冯 精忠记 对俚

而不实的事件舍弃较多, 对于史实采用较多, 冯

叙 言 : 旧有 精忠记 , 俚而失实,识者恨之。从

正史本传,参以汤阴庙记事实, 编成新剧, 名曰 精

忠记 。 编中长舌私情, 及森罗殿勘问事,微有

妆点。然夫妇同席、及东窗事发等事, 史传与别记

俱有可据, 非杜撰不根者比。方之旧本, 不迳庭

乎? (卷九 精忠记 条 )孔文卿 东窗事犯 、

佚名撰 精忠记 (一说为姚茂良撰 )、李玉 牛头

山 等剧则杂采野史笔记较多,真幻虚实参半;汤子

垂 续精忠 、张彝宣 如是观 、周乐清 碎金牌 则

主干情节出于虚构。 续精忠 写秦桧害死岳飞后

终于受审被诛杀, 其子秦嬉叛国勾引金人, 后也被

岳飞之子、牛皋及牛皋之子擒杀, 这些全都于史无

徵 ; 如是观 、碎金牌 等剧写秦桧奸计泄露、岳飞

大败金兵取得完全胜利,采取与史实相反的结局来

安排剧作,以心统史的色彩非常明显。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戏曲创作与正史记载是两

种根本不同的书写方式 ,戏曲创作属于文艺创作,

注重艺术构思, 正史记载属于历史科学, 注重如实

反映,两者的思维方式、表现特点具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是历史剧创作,也只能追求历史感的真实而无

法追求历史事实的绝对真实。被人们认为是中国

古典戏曲中最符合历史剧标准的 桃花扇 ,为创作

此剧作者孔尚任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访察 ,用了十多

年的时间三易其稿, 作者宣称 朝政得失 , 文人聚

散 ,皆确考时地 ,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 宾客解

嘲 ,虽稍有点染 ,亦非乌有子虚之比。 , 作者还专

立 桃花扇考据 ,以尽可能地在剧中反映出历史的

本来面目,以至于吴陈琰在 桃花扇 题辞 中称说

桃 剧 谱成抵得南朝史 。虽然如此,为了主题

表达、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 , 桃花扇 中仍有一些

于史不合的细节, 如侯方域、李香君初次相识的时

间剧中所写就与侯方域 李姬传 所言不一致,剧中

所写的阮大铖给李香君赠送妆奁之事历史上也不

曾有,侯、李在南明亡后并未见面,而剧中却写两人

劫后意外相逢。由此可见, 评价历史剧是否符合历

史真实不仅要看剧作所反映的主干情节是否真实,

而且还要看剧作给观众留下的历史感是否真实; 而

评价作家创作剧作是否具有曲史用心, 也就不能完

全依据剧作中史实因素的多少。连非常注重历史

事实、历史感最强的 桃花扇 都有于史不合的地

方 ,岳飞题材戏曲中含有虚构因素也就容易理解

了。岳飞题材戏曲中, 即使是标举纪实的李、冯 精

忠记 也含有不少的与史不符的情节, 至于出于补

憾心理创作的岳飞戏, 其中随意点染的虚构成分更

多。虽然如此 ,我们仍然要说, 岳飞题戏曲都具有

以曲述史或以曲评史的寄寓性, 剧作家在剧作中或

隐或显地表达着各自的历史观, 他们的心中都有程

度不同的曲史曲教意识。岳飞戏与 琵琶记 、荆

钗记 不同,后两种戏只能算是借名戏, 作家们以历

史人物蔡伯喈、王十朋为主角只是借他们的盛名,

从剧作题材内容上讲 , 琵琶记 、荆钗记 是属于

婚姻伦理戏。岳飞题材戏曲不属于借名戏, 作家们

的眼光始终是在历史人物岳飞的政治、军事行为及

他的最后命运上 ,作家们是围绕岳飞的遭遇而酝酿

而起笔,作家们对岳飞所蒙受的冤屈感到不平, 他

们通过或真实或虚构的情节内容对历史抒发感慨,

表达他们对历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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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史,词亦有史 ,小说亦有史 , 偏记、小

说, 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 其所从来尚矣

(卷十 杂述第二十四 ) ,戏剧亦有史, 戏剧之所以

被附会于史学,是因为戏剧与史学著作在功能上有

共同性,即都有惩劝作用,也就是史鉴作用。 李调

元 剧话 序 云: 古今一戏场也; 开辟以来 ,其为

戏也 ,多矣。 孔子曰, 诗可以兴,可以观 ,可以

群, 可以怨。今举贤奸忠佞, 理乱兴亡,搬演于笙歌

鼓吹之场,男男妇妇,善善恶恶, 使人触目而惩戒生

焉, 岂不亦可兴、可观、可群、可怨乎? 夫人生,无日

不在戏中, 今日为古人写照,他年看我辈登场。

戏也 ,非戏也;非戏也, 戏也。尤西堂之言曰: 二十

一史 ,一部大传奇也。岂不信哉! 由于戏曲与诗

歌一样具有兴观群怨的作用,因此写戏观戏并不仅

仅是吟风弄月的末技小道、玩物丧志的娱乐形式,

戏曲中也包蕴天地社会、贯穿历史古今, 戏曲与史

学具有共通性,这样作家们就可以通过戏曲尤其是

历史剧创作来表达他们对历史的看法,观众们也通

过戏曲尤其是历史剧来了解和评价历史。

孔文卿 东窗事犯 第一折写岳飞虽然忠心可

鉴、立下盖世功勋 ,依然被诬以谋反罪入狱, 岳飞对

于自己功高 只落的满身枷锁跪厅前 的不幸遭遇,

不禁慨然长叹, 仰面将高天问, 英雄气怨上苍

( 寄生草 曲 )。岳飞征战南北平敌安邦, 却无辜受

害, 岳飞对自己以前的作为进行了反省, 他甚至对

自己拥立高宗表达了悔意, 我不合扶立一人为帝,

教万民失望。我不合于家为国, 无明夜, 将烟尘扫

荡。我不合仗手策 ,凭英勇, 占得山河雄壮, 镇得四

海宁、帝业昌、民心良 ( 村里迓鼓 曲 )。 我不合

破金国扶立的高宗旺 ( 赚煞 曲 ), 这里岳飞抒发

的怨气实际上是作者对那段历史感到郁闷和不满

的内心情怀的反映,作者借岳飞之口对高宗及投降

派进行了控诉和抨击, 作者以曲唱的形式对历史作

了总结和评论。 六十种曲 本 精忠记 第十二出

班师 在十二道金牌召岳飞班师之际 ,岳飞痛感十

年之功, 毁于一旦, 怀忠尽 ,珠泪弹, 圣上, 竟不念

二圣蒙尘何日返。全信着误国奸臣, 怎做得卧薪尝

胆。金酋望风皆逃窜, 朝廷屡诏催军转, 枉费我十

载功劳一旦间 ( 啄木儿 曲 )。这里对宋高宗也有

微词 ,指责他只顾自己皇位而不念及徽宗、钦宗能

否回返。封建社会讲求为尊者讳,尤其是对皇帝更

不允许有批评, 岳飞以忠著称, 而这里岳飞对皇帝

发出抱怨之言, 正是作者反思历史、借岳飞之口表

达对历史看法的流露与反映。此剧第三十一出 伏

阙 下场诗: 忠臣为国死衔冤, 天道昭昭自可憐。

留得青青二三册 ,是非千载在人间。抒发了作者对

岳飞屈死的痛惜和对岳飞青史留名的赞颂。标榜

纪实的 精忠记 以曲述史评史的意味更浓, 剧作明

白宣称编创此剧的目的是 不忍精忠冤到底 、为

他聊出英雄气 (第一折 蝶恋花 曲 ) , 全剧最后第

二十七折 存段恩光 滚绣球 曲: 贤奸今古同芳

臭 ,愤慈心头借笔头, 好教千古开笑口。作者借用

戏曲样式对历史作了叙述和评判。李玉 牛头山

虽然基本情节子虚乌有,历史上并无高宗受困于牛

头山的记载,但是剧中的主要历史人物则是依据各

人的历史本来面目来塑造的,黄潜善、汪伯彦、杜充

在历史上即是权奸、投降派, 剧作对他们的批判完

全符合历史逻辑, 此外, 此剧借史喻今的史鉴意识

很强, 此剧借古申今, 抒发爱国情怀, 抨击权奸误

国 ,乃有感于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大动荡而作。 对

历史上投降派的批判正寄寓了作者对当时现实中

权奸误国的愤怒和谴责。即使是 如是观 等改写

历史结局的岳飞题材戏曲, 表面上看来似乎荒诞无

稽 ,实则同样寄寓了剧作家的曲史用心, 作家们认

为历史不应如已然, 而应如应然, 应当按照剧作设

计安排的方式来发展, 这实际上是作家对历史感到

遗憾而希望历史能够重写的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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