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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历史时间为经线，以刘三姐的形象为纬线，将刘三姐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了详细梳理，揭示了

其从传说到上个世纪的彩调剧、歌舞剧、电影《刘三姐》再到本世纪初广西桂林的《印象·刘三姐》所代表

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形象意蕴，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刘三姐；形象；演变；建构；文化人类学

刘三姐形象的历史嬗变与现代建构

●平 锋

在中国南方的广大地区，由于气候温暖，山青

水秀，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自古就孕育出了一种

“诗言志”的诗性智慧与浪漫文化因子。为此，传说

中的“歌仙”刘三姐自幼就生长在这里。千百年来，

具有“以歌代言”习尚的壮、汉、苗、瑶、仫佬、毛南等

广西各族人民都将刘三姐奉为本民族的歌仙、歌祖

而深深爱戴之。时至今日，“刘三姐”不仅在全国范

围内家喻户晓，而且享誉海外，成为了广西壮族甚

至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和象征符号。
然而，如同任何其它文化事项一样，刘三姐的

形象并不是一个凝固的、静止的、内涵永恒不变的

固定符号或代码，而是一个随着时代背景与社会环

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不断被建构并被赋予新的内

涵与象征意蕴的过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两次较大的资本转换

性运作，刘三姐的形象在新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两次

根本性的质变与升华，不断从实体走向符号象征，声

名远播，享誉海内外。第一次是建国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基于对原生态民间口头传说的采

录、整理、改编而成的书面体民间传说、戏剧、电影、
小说、诗歌等形式和体裁作品的塑造，尤其是通过现

代电影荧幕的打造，使刘三姐从乡村走向了都市，从

广西和岭南走向了全国和世界，成为了广西文化和

壮族集体形象的象征和标志。第二次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通过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和《印象·
刘三姐》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运作，

刘三姐的形象符指进一步发生演变和重构，成为了

表征地域文化与族群意象的一种资本性符号形象。
一、建国前民间口头传说中的原生形象

刘三姐（又称刘三妹、刘三娘等）的传说，在我

国南方的广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江西、福建、
香港及台湾等地都有分布和流传，但其主要流传地

区还是在两广，尤其是在广西。而且，以广西宜州

市、贵县（今贵港市）与扶绥县这三个地方的民间口

头传说较具代表性。从族群身份上来说，刘三姐既

是壮族、汉族、仫佬族的歌仙、歌师，又是苗族的歌

祖，还是瑶族的“始祖”、“刘王”……总之，刘三姐是

广西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和毛南族民间

“家喻户晓的歌仙”、“有口皆碑的智慧女神”，“是富

有特色的广西各族民俗文化的典型意象”。
建国前，各地有关刘三姐的传说，除了记载于

南宋至晚清的各州府县地方志等古籍文献之外，主

要的是流传于各族民间的口碑传说。在民间口碑传

说中，刘三姐的基本形象特征是出身贫寒，勤劳善

良，聪慧过人，能歌善唱。如流传于广西扶绥县一带

的刘三姐传说：新安村姑娘刘三姐生得漂亮，又聪

明能干，但家里很穷，与哥哥种田打柴养活母亲。她

最爱唱歌，是歌唱能手，每天歌不离口，开口成歌，

远近男青年都来找她对歌，却唱不赢她。其兄恨她

唱歌太多，经常责骂、刁难她，要她插完一大块田的

秧，不给她空闲。她却每插一蔸秧，就唱一句歌，歌

声引来许多青年同她唱，替她插秧，于是很快就插

完了。三月的一天，左江上来了三只船，上乘桃、李、
罗、石四位秀才，看见在江边洗衣的刘三姐便开始

唱盘歌，三姐信口答唱，反诘秀才，四位秀才翻遍船

上歌书也答不上，秀才服输，把两船歌书抛下左江。
从此，刘三姐声名远扬。城里有一豪绅，听说刘三姐

生得漂亮，就托媒人携 21 两黄金来求婚，其母与兄

均答应了，三姐不愿，指媒唱骂，羞走媒人。其兄恼

了骗妹上山砍柴，冷不防将她推下悬崖，被藤萝托

住在崖间，唱歌三天三夜，其兄复来挥刀劈断藤条，

三姐坠落江中，随藤漂流，沿江歌唱，到邕宁扬美村

才沉江而死。刘三姐死后，人们走过崖边，总能听到

她的歌声。而在文献记载的文本中，强调了刘三姐

的学问，尤其是称赞了其书本知识，并改变了其家

世和出身，使得刘三姐成了通经史，解音律，才思敏

捷，能歌善唱，而又守礼教，具有贤淑风范和“高贵”
身份的大家闺秀。如明代孙芳桂《歌仙刘三妹传》所

述：“少女三妹，生于唐中宗神龙五年己酉，甫七岁

即好笔墨，聪明敏捷，时呼为‘女神童’。年十二，通

经史，善为歌。……十五艳姿初成，歌名益盛。千里之

内，闻风而来，或一日，或二日，率不能和而去。”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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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尽管在口碑传说与文献记载二者之间，刘三姐的

形象差异极大，但是故事的基本情节与刘三姐能歌

善唱、聪颖智慧这一基本形象内涵并没有变。
学界普遍认为，对于历史上是否真有刘三姐其

人其事的问题，已无从考证了，即使考查出来，其意

义也不大。以钟敬文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刘三姐

乃歌圩风俗之女儿”或者说，刘三姐“不是一个具体

的人，而是某个时代创造山歌群像的化身”，即千千

万万山歌歌手和歌师的化身。但是，对于刘三姐传

说产生的年代，还是大体可以考究推知的。历史上

有许多文献资料对于刘三姐生长的年代都有说明，

除了《苍梧县志》等个别文献说是明代外，《宜山县

志》、《浔州府志》、《粤述》等都说是在唐朝；但有关

刘三姐的传说，最早在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
（卷九十八：《三妹山》）中就有了记载，根据文献记

载要比口头流传滞后的规律，可以大体上断定刘三

姐传说产生于宋之前的唐代。从纵向来看，由于民

间文学的口头性与变异性，因此，在漫长的流传过

程中，有关刘三姐的叙述文本，尤其和主要是在口

头流传的传说文本中，受讲述场景、讲述时间和讲

述人的变化的影响，次要情节和细节部分每次都会

有所增减和变化。然而，民间文学的发展演变规律

表明，正是经过在流传过程中各族人民的不断加

工、创造与丰富，刘三姐传说的故事情节才渐渐地

由简到繁，日臻完善。因此可以认为，“歌仙刘三姐

的故事原是古代岭南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创造，是民

族文化交流的结晶”。但是，自刘三姐传说产生以

来，不管怎样流变，与当时社会的审美观相对应，刘

三姐一直都以善歌的歌仙形象被包括壮族在内的

南方各族人民传诵不已。
二、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的舞台化与银幕

化形象

随着历史的发展，刘三姐传说的口头讲述已不

能满足百姓的娱乐生活需求。于是，对传统口头传

说的搜集、整理、改编，将之以现代艺术媒介形式呈

现，以满足当代百姓生活的审美与娱乐需求，就成

了必然的历史过程。
1．刘三姐传说的采录与整理

1954 年秋在广西宜山县文化馆工作的覃桂清

到宜山中枧村采录了当地民间流传的刘三姐传说，

并将搜集到的传说寄到了报社，但却被退了回来。
恰在此时，覃桂清结识了刚由来宾初中调来宜山高

中任教的肖甘牛，而覃桂清本人却正要调离宜山，

于是，临走前覃桂清将搜集到的刘三姐传说交给了

刚刚结识的肖甘牛。后者经过到中枧村亲自访问采

风后，重新整理，在覃桂清所搜集的文本基础上，增

加了刘三姐的对象李示田和财主莫仁怀（诨名“莫

人坏”） 两个人物。肖甘牛的改编立马就收到了成

效，不久就在 1955 年 9 月的《新观察》上以《刘三

姐》之名刊出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一改

编内容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主流意识形态颇为

契合的。
2．刘三姐传说的戏剧化

1953 年，宜山业余剧作者邓昌伶根据民间传说

创作了剧本《刘三姐》，并于 1957 年寄给了广西省

戏改会，戏改会将剧本转给了柳州彩调团。据考证，

这个剧本是广西第一个关于歌仙刘三姐的戏剧文

学作品。该作品是他从 1948 年到 1953 年经过精心

构思，独创出来的。在该作品中，他创作了刘三姐传

歌、对歌、被抢亲及成仙等戏剧情节，剧中莫财主、
莫管家、刘二、渔翁、对歌秀才等人物形象基本成

型，人物性格已勾勒出雏形。1954 年，宜山县农民和

教师先后根据民间传说改编为彩调剧，搬上舞台，

在当地农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稍后，肖甘牛待其

整理的《刘三姐》在 1955 年 9 月的《新观察》上发表

后，又与宜山桂剧团的编导一起把它改编为桂剧。
接着，柳州市彩调团也将《刘三姐》改编为柳州彩调

剧，1957 年南宁会演后，引起了当时广西省委的重

视。1959 年 1 月，柳州市委宣传部选定民间传说“歌

仙刘三姐”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的创作题

材。3 月，彩调剧《刘三姐》第一稿由柳州市彩调团排

演，歌剧《白毛女》作者贺敬之看后给予了较高的评

价。市委遂抽调宣传部、文化局的“笔杆子”组成“刘

三姐创作组”，重点创作彩调剧《刘三姐》。1959 年 5
月底，创作组成员邓凡平、牛秀、龚邦榕、曾昭文、黄
勇刹等深入桂西、桂北采风。7 月下旬，写成《刘三

姐》第三方案。此稿公开发表后，广西各地争相演

出，剧中的山歌、曲调更是不胫而走，成了当时的流

行曲。民间有关刘三姐的传说“版本”众多，但从第

三方案起，刘三姐就被确定为“常常用山歌同财主

作斗争，用山歌讴歌生活和爱情”的具有反抗精神

的民间歌手。禁歌与反禁歌作为贯穿全剧的主线，

并加强了对歌情节。重新改编的彩调《刘三姐》一经

公演，即在柳州和广西各地造成轰动，引起了自治

区党委的重视。为了进一步提高剧本质量和演出水

平，1960 年 4 月，广西举行了各剧种《刘三姐》的专

题会演。会演后，会演大会组织人员在融合吸取各

剧本精华的基础上，将原先的《刘三姐》彩调剧改编

为民间歌舞剧。在该版本的传说故事中，莫怀仁改

作了莫海仁，莫管家收租逼债变成了霸占茶山，结

局则由三姐跳龙潭成仙改为逃往各地传歌。同年 10
月，刘三姐歌舞剧团赴北京向中央汇报演出，随后

到全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历时 15 个月，在 24 个

省市自治区共演出 500 多场，誉满全国。
3．刘三姐传说的电影化

1959 年 7 月下旬写成的彩调剧《刘三姐》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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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立马就引起了北京专家的极大关注。1960 年，

编剧乔羽在柳州市彩调剧《刘三姐》第五方案的基

础上，创作出了电影剧本，同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

将其拍成同名彩色故事片。影片署名为“根据广西

壮族民间传说改编”，主人公刘三姐的明确身份是

一位聪明、美丽、能歌善唱的壮族姑娘。故事的主线

就是刘三姐和财主莫海仁之间以山歌为中心和媒

介、以唱歌、对歌、禁歌为主题的斗争。影片将悦耳

动听的歌声与优美旖旎的自然风光完美地融合在

一起，在 1961 年公映后，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而

且登上世界影坛，伴随美丽的桂林山水一道，刘三

姐的故事广为天下知，刘三姐歌美人美的壮族“女

英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世人心中。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民间搜集整理到改

编成彩调剧搬上舞台再到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

幕，“歌仙”刘三姐一步步演变成了一个美丽善良、
聪明机智、能歌善唱、不畏权势的普通壮族少女的

人物形象，并随着同名彩调剧和电影风靡全国，扬

名海内外，成为了“歌海”广西的象征。事实上，刘三

姐传说的戏剧化和电影化演变过程，是与这一时期

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及民众审美观念紧密相关的，

可以说，正是这些时代背景因素造就了刘三姐的辉

煌，使其沿着宜山乡野－柳州－南宁－北京－海外的路

径，从农村走进大城市，从岭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从一个区域性的传说演变成了闻名海内外的民族

文化英雄像与广西文化的象征符。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本化符号形象

1960 年版的电影《刘三姐》热映大江南北和东

南亚等地以后，影片中美丽的桂林山水、美丽的刘

三姐、美丽的山歌迅速风靡了全国及东南亚，从此，

前来刘三姐的故乡，游览桂林山水、寻访刘三姐和

壮族山歌，便成了海内外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刘

三姐集团、刘三姐剧团、刘三姐香烟、刘三姐景观园

……有关刘三姐的企业、机构、产品、项目纷纷涌

现。而自 2004 年 3 月 20 日以来在桂林阳朔公演推

出的，以张艺谋、王潮歌、樊跃为总导演，梅帅元为

总策划、制作人的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

姐》，被誉为是刘三姐品牌形象与舞台文化、山水文

化、旅游文化等的成功结合，激活了文化产业，产生

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印象·刘三姐》作

为刘三姐传说与现代产业联姻的首创之作，已经成

为中国旅游文化产业的经典品牌。同时，2001 年 9
月，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在宜州召开的刘三姐文化品

牌研讨会上，将刘三姐定位为壮族民间歌手和“歌

仙”。2006 年 6 月，广西将“2006 北京·广西文化舟”
命名为“来自刘三姐家乡的文化报告”。这样，刘三

姐就成为了广西的文化标志与壮族的民族魂。
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成了各地政府和民

众的首要考虑，“民族文化资本化”成了各级政府招

商引资和社会大众发财致富的普遍选择。对于民族

民间文化资源丰厚而经济上欠发达的广西来说，将

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间文化元素转换为现代商业

资本和旅游资本以促进旅游，发展经济，繁荣商业，

在逻辑和现实上来说，无疑是必然的。因此，刘三姐

这一民族传统审美象征符号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就

不可避免地被作为一种资本符号与文化资源，被现

代商业挪用、开发成了供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如

今，“刘三姐”早已闻名海内外，既成了广西和壮族

的象征，也成为了广西的一个响当当的文化品牌。
四、结语

从民间口头传说到上个世纪的彩调剧、歌舞

剧、电影再到本世纪初桂林的《印象·刘三姐》，刘三

姐形象得以不断演变和重构。在此过程中，从古代

传说中的歌仙到聪明善歌的壮族少女到广西文化

与壮族集体的象征及至成为一种现代商业资本，刘

三姐从一个实体形象演变成了一种符号象征，从而

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新生与永恒。
当然，刘三姐的“成功”，依凭的并不是其原始

“朴素”形象，而主要是根据时代和社会需要而不断

被塑造与建构的结果，即不同时代的政治“征用”与
商业“挪用”共谋的结果。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戏剧

化和银幕化过程，是刘三姐传说的首次转型，也是

刘三姐形象的首次蜕变和公演。其身上的仙气已近

脱落，同时也使得刘三姐走出了她从小生长的那个

封闭小山村，走出了广西，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

界。表面上，刘三姐的“走红”靠的是舞台与银幕，但

在深层次上，却是与当时的社会氛围、民族政策及

刘三姐的少数民族和底层贫农身份所紧密相联的。
如此，得以成功“出位”的刘三姐的形象自然就深深

地烙上了时代与政治的印痕，成为了一个极富政治

意蕴的舞台与银幕形象。后来，凭借大型山水实景

演出《印象·刘三姐》，其得以成功转型，最终获得了

现在的身份与象征地位。可见，在这一切背后，蕴藏

的是时代与社会的呼唤。因此，历史造就了“刘三

姐”，“刘三姐”也书写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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