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牡丹亭〉之藝術成就
一以戲劇結構和人物形象塑造為主

彭壽綺

【摘要】

湯顯租的《牡丹亭〉為有明一代的偉大戲劇創作，其藝術結構宏大複雜，
跳脫－－~投rijJy,!j傳奇「私訂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奉旨完婚大圓圓」的戲
劇公式，劇末雖仍以圓滿的團圓作收場，但卻別開生面的末以男主角金榜題名作
為解決問題的戲劇高潮，結局令人有「柳暗花明」之感。另外，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此亦得到相當高的成就，尤其對女主角形象的塑造，作者適應戲劇衝突的特殊

性，著重對其豐宮、流動的內心世界作剖析和刻劃，使人物的形象更加地鮮明、
飽滿口所以本文欲通過〈牡丹亭〉在戲劇性的結構及人物形象的塑造，探討其在

藝術上取得的輝煙成就。

關鍵詞：牡丹亭、李漁、杜麗娘、柳夢梅、杜寶、結構、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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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湯顯祖（

1550~ 1617

）是我國明代晚期傑出的戲曲作家。明代中菜，戲曲的

發展邁向新的里程，而當時以沈璟為首的格律派，谷fJ專門講求宮調音韻，對戲劇

之結構、思想內容毫不注意。湯氏則挺身而出，以自己創作的輝煌的藝術成就和

豐富的思想內容一 〈牡丹亭﹜一劇，來反對形式主義的格律派，並為戲劇的發展

做出了傑出的民獻。
I封於〈牡丹亭〉反映了現質問題，塑造了鮮明的藝術形象，表達了先進的思

想，如此同的贅術成就，使它 －－ －－ i:U現就震驚了幣，個文標。沈德符〈膨j 1!11 科！：訂〉說：

湯義仍〈牡丹亭〉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 l

0

致使與他為對立的格律派，也不得不承認他的成功。如玉騏德在〈曲律〉中稅：

布格既新，遣詞復俊。其撮拾本色，參錯麗語，境往神來，巧湊妙合，

又視元人別一豁徑，技出天縱，匪由人造．．．．．．可令前無作者，後鮮來哲，

二百年來，一人而已2 ~
湯顯祖的戲曲作品除早年的﹛紫簫記〉外，主要是〈牡丹亭〉、〈紫釵記〉、﹛南

柯記﹜、〈問：那記﹜，合稱“臨川四夢”。而「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 1 。
〈牡丹亭〉代表了作者的最高成就，它是明代傳奇最優秀的作品，也是我國戲 1H1
史上的一部浪漫主義傑作。
中國戲曲丈學的藝術特徵，大部份是通過結構的穿插變化、人物的形象塑

造、曲詞的優美以及對白的活潑等綜合藝術的形式因素體現出來的 。

〈牡丹’？﹜

撲朔迷離的語言風格，歷來不乏學者解釋、傳誦，而優美出色的曲詞賓白，雖是
〈牡丹亭〉的語言成就及特色，但這些描寫仍是為劇中所創造的典型人物服務 i
且李漁於其戲曲理論著作〈閒情偶寄﹒詞曲部〉中，亦將結構置於首位，司兒也

結槽之重要性。故本文茲就〈牡丹亭﹜之戲劇結構及人物形象的藝術形式因素，
將優美生動的曲丈賓白融於其中，來探討〈牡丹亭〉的藝術成就。

貳、〈牡丹亭〉之藝術成就
一、〈 牡丹亭〉之戲劇結構

l 楊家駱主 為

〈歷代詩史長為二轉〉第 4 冊，頁 206

z 同土註，頁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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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結構的問題，在清初著名的戲曲理論家李漁之戲曲理論中，佔有突出地

位。在《閑俏偶寄〉中，他提出了“結構第一”的觀點：「填詞首重音律，而予
獨先結構。 j 他以為戲曲發展到清初，音律已不再是曲論的主要內容：

至於『結構』二字，則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韻抽毫之始3 。

〈牡丹亭〉在多樣而統一 A的結構上，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劇中發揮浪漫主義的手
法，不僅山生活事們二的進展揭示人物性格的變化，而且以人物心靈上的結合及其
相互作用為拉礎所形成的夢幻生死的變化，寫出形象之間的內部聯繫’ rJr 是而形
成和諧統一的完整結構。

（一）、以虛運質的情節描寫

《牡丹亭〉一齣’是強調“情”的作用，而“夢”為其戲的表現手法。所有
發展都山此“夢”而來，此正所謂「鹿娘一夢，〈還魂〉皆活」（〈衡曲塵譚〉）。

故陳繼儒〈牡丹亭題詞〉指出：

臨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於夢4 。

並說湯顯祖運用夢境宣揚「情至」思想，此即王聽德〈曲律〉所說：

戲劇之道，出之實實而用之貴虛 0

••••••

（還魂〉、〈二夢〉，以虛而

用實者也。以實而用實也易，以虛而用實也難E

0

〈牡丹亭》的開場（標目〉，沿用傳奇的家門6 ，說明全劇的故事模概。而（言
懷） rj1 ，全劇的男主角（即生角柳夢梅）首次出場，並藉一首曲子和開場詩來表

達情感，此為「沖場＿） 7 。（言懷〉加上〈訓女〉兩齣，分別介紹男女主角的家

3 李漁〈閒情偶寄﹒詞曲部﹒結構第一〉’頁 4 。

4 蔡毅〈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第 2 冊：卷 10 ，頁 1227 °
5 同註 1 ，頁 154 °
6 李潑、〈間情 偶寄﹒詞曲部﹒格局第六〉
及傳奇的五 個結構單位：

（相當於西方文評中的「結 構 .J ），曾論

l 、家門（序言）﹔ 2 、沖場（通常為開 場 第二齣）

3 、出腳色 （人物出場序列）﹔ 4 、小收煞﹔ 5 、大收煞 o 頁 59 。
7 在 I 家門」 與「沖場」兩個問竑部份，不僅情節摘要與男主角的情 感 狀態必須以

精確的說明 先透露 ， 主要的演員 如 生 、 旦以及他們的雙親（外與老旦 ）還必須儘早

出場以迅速樹立其舞金中心人物的形象。至於那些在第十齣以後才首次出場的人物
則「如遇行路之人！﹔他們的名字典具體表現通常容易被觀軍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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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及其教養。以下劇情分三大段向前演進﹔第一段寫杜麗娘之情感變化，由（間

學〉、〈肅苑〉而至〈驚夢〉、〈尋夢〉’（驚夢）是全劇的“主腦”島，全劇
的許多矛盾皆由它派生出來。正如湯氏在作者題詞中所說的：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
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漠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

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9 。

杜鹿娘是因夢而亡，叉因夢而復生的，她生生死死的戀情都和這個夢有關。之後，

現實人物杜麗娘從夢境中找到她夢寐以求的理想人物柳夢悔，遂「細繆顧盼，女［］
遇平生」。而全劇之主要人物至此亦全部出場。所以說〈驚夢）為全劇的關白，
貫穿全劇始終。此後，（尋夢〉、（寫真〉、〈詰病〉而至（鬧獨〉等 一系列情

節，寫杜麗娘不甘心愛情的幻滅，特用「自手生描」她的二八春容，使「精神出

現留與後人標」。達到劇中第一個高潮。
第二段主要描寫柳夢梅，由〈旅寄〉、（拾畫〉、（玩具〉、（幽購〉而至

〈冥誓），杜麗娘問明冥府判官，得知和柳夢梅有「姻緣之分」’遂到紅梅閩中，
「趁此良宵，完其前夢」’並言「勿負奴心」’雙方突破生死幽明的界線。劇情
到此達到第二個高潮。

第三段由（回生〉、〈婚走〉、（遇母）直至（閔喜〉、（圓駕〉，則寫人
物之間的相互作用 一柳夢梅、杜麗娘正式與杜寶展開面對面的衝突，一個回合又
一個回合，愈來愈激烈而至高潮頂點，然後全劇結束。

《牡丹亭〉的劇情描寫固然精彩絕倫，但並非毫無缺失。總結全劇來看，（回
生〉之前，結構緊湊，富有戲劇性﹔（回生〉之後，亦有精華，如（鬧宴〉、（硬

拷〉、（︱圓駕〉等齣，突出柳夢梅的戲，進一步深化了反禮教、封建的主題，但
其結惜，則顯得有些拖背了。

（二）、主副兩線的情節進行

由於明傳奇篇幅較長，展現生活的天地比較廣闊，所以，一本戲往往安排兩
條情節線索，主線與副線，兩相結合，融為整體。（牡丹亭〉亦是如此。主線是
杜鹿娘 fil 生到死、 EB 死而復生及與柳夢悔的戀愛過程，自首貫申到底﹔副線是 寫
杜質抗金報園，南征北戰，最後升任宰相。副線共有九駒，即（處諜）、〈忱！！如、

8 李漁〈閑 情偶記﹒詞曲部﹒立主腦〉：「主腦非他， J?p 作者立言之 本意。．．．．．．一
本戲中， 有無數人名．．．．．．只為一人而設﹔ J?p 此一人之身，自去台至 終 ，離合悲歡，
中具無限 情白，．．．．．．比一人一事，即作傳奇之主腦也。」頁 8 。

9湯顯祖

〈牡丹亭﹒作者題詞〉，頁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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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備）、（河上警〉、（移鎮〉、（禦准〉、（寇問〉、（折寇〉、（閱釋〉

ijiJ K絲4日聯繫，交抖出現。這兩條線素雖也有聯繫交悍的現（如 ti﹔麗娘遊 ~l 足足金
杜寶不在家出去“勸農”之機），但基本上是平行的。
作者為什麼要安排這條副線？一是作為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襯托現實，以

宋金戰爭交代時代背罩，亦藉以諷刺當時朝政﹔二是基於沒有所謂絕對的正反面

人物，對i各守封建禪教的杜寶，亦肯定其抗金行動﹔三是為情節的發展，提供合
理性。比如，杜費恭命前往准錫鎮守，才能有柳夢梅與杜鹿娘鬼魂在杜府後花園

浪漫的相逢﹔四是增入武場，調劑丈武場的變換。如在（歡撓〉、〈冥誓〉之間
加上武場（申請你的，在高潮送起的（回生〉、〈婚走〉和漸趨收場的（遇母）、

〈榜下〉、〈硬拷〉、（圓駕〉等幾戲中加上（准警〉、（移鎮〉、（禦准〉、
（寇口的、（折寇〉、（間釋〉等幾前武場戲。可見，這條副線的安排，是有：兵，

作用不［［恁義的。
明清傳奇長篇體制的宏大結構，長處在於能夠比較廣闊地再現生活，但相對

的就出現了排場較為鬆散的缺失。〈牡丹亭〉亦不例外。湯顯祖依南戲每個角色
必為其佈置一到數駒戲的慣例，為杜寶和陳最良各特寫專場戲八齣，亦為杜母特
寫四場戲。其它如梅才子、苗舜賓、郭駝、老道姑以及李全、楊婆夫婦等各有專
塌戲﹔三至五帥，這些游離在主線外的枝節關目，應可附帶提及，盡量做到「立主

腦 J 之外「滅頂緒 l 10的要求，如此集中經煉，才能寫成完整精粹的作品。雖然
有這些啄磨末蠢的瑕疵，但仍掩不住主副線所發出的光彩，〈牡丹亭〉終不失為
一代輝煌的傑作。

（ 三 ）、水到渠成、不落俗套的團圓收場
〈牡丹亭〉的喜劇結構事實上是環繞著全劇所有主要角色的逐漸團聚而產生

的。在此劇中，我們似乎看到了喜劇結構的真正藝術’它達到一種自然的結尾而
毋須設計一種手段來讓人物團聚，亦即李漁所謂的「水到渠成」 II 。
就開闊角度而 言 ，﹛牡丹亭〉中發生的小收煞（即第二十八齣中柳夢，梅與杜
間做鬼魂的闇聚）的事件，是柏拉細膩的設計，亦達到了李漁“小收煞”所謂「宜

緊、忌寬、宜熱、忌、冷 J 的要求 12 。第三十五配j杜麗娘的復活與第三十六齣中年
輕愛的的完蹄，並未立即把全劇帶向結局。因為這對新人還有義務找回杜家二老

10 李漁

〈閑情偶寄﹒詞曲部﹒減頭緒〉：「頭緒繁多，傳奇之大病也。」頁 12 。

II 李漁

〈閑 情偶寄﹒詞曲部﹒大收煞〉：「全本收場名為『大收煞」 。此折之難，

在無包括之 痕，而有周圍之趣。 1 頁的。

12 李漁

〈閑 情偶寄﹒詞曲部﹒小收煞〉：「土半部之末此，暫撮情 形 ，略收鑼鼓，

名為『小收煞』」

0 頁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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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二老在杜寶出任將領的內戰期間，被不可抗拒之外力給拆散了），而此時
的杜、柳二人，亦開始在劇中慢慢走往社會認同的道路。

李漁所謂「大收煞」（圓圓場面）的理想形式正足以形容《牡丹亭〉喜劇結
構的成就：
先驚而後喜，或始提而終信，或喜極、信極而反致驚疑．．．．．．所謂有圓

圓之趣者也 13 。

《牡丹亭〉的l期間過程主要是基於一系列杜質與其女婿柳夢悔之間的誤解而復雜

化。其趣味是凶被躍升為宰相的老丈人對立峙的羞辱而捉界的作為啊 i £J!l'!'L 」
的人，杜買不能不把柳夢梅這個荒唐地6'.f'.稱是他死去問女之丈夫的傢伙視j叫品F
、盜墓者，而柳夢，梅擁有杜麗娘白畫像的事實更是他罪行的最好證明巴結果，對
柳夢梅而言是合法性的最佳證物，卻變成讓杜寶告他的最有力證據。即使後來連
皇帝都開始維護柳夢梅的正直，而且強調他是當今科舉的狀元，杜寶仍然堅持己

見。此時杜寶懷疑的不是柳生的正直與否，而是死去女兒復活一事之頁．偽。只干﹞．

在證實女兒是一活人而非鬼魂後，他才願意認杜麗娘。
截至此時，所有其他主要角色都以重新齊聚在第五︱五齣。早．些時，當柳莎

梅考完秋試前往揚州、︱尋找杜寶時，杜麗娘與母親及侍女春香終在京城相遇（第四

十八齣與第四十九齣），而只有在聽到柳夢梅終於找到杜寶一未得一番道賀反而
被痛毆一頓的消息之後，杜麗娘與母親才由春香陪同趕去與杜寶相聚。
所有這些有趣而複雜的場景，都使得結尾的團圓顯得較具說服力而不覺突兀
。湯顯祖用其高超的技巧將精密的人際關係（劇情線索）做一完整的組絨 14 ，早

在〈沖場〉（第二齣）柳夢梅就被刻畫為一個敏感、浪漫、好作白日夢的年輕人，
正是此種浪漫本質使柳生面對嚴酷現實時，心理基礎顯得不足，而終使圓圓的過

程變得日趨複雜。重要的是，所有在全劇開場出現的重要人物（即杜麗娘、柳步，
梅、杜寶、老夫人、陳最良以及待女春香）都順暢而毫不牽強地被帶到結局相聚
一堂。也就是說，所有細節都經過精心設計，與操控，使整部戲顯得「－分臼然。李
漁的戲劇結構原理確可視為是﹛牡丹亭〉結構的詮釋。

另外，〈牡丹亭〉的結局，是很有特點的。明代傳奇大都是以中狀元→解決

問題→大罔聞這一模式作為結局，但在《牡丹亭〉裹，中狀元並非柳夢梅與杜麗
娘結合的條件，即使柳夢梅後來中了狀元，杜寶亦未承認他為女婿，

而遭了一

頓拷打。可是柳夢梅只有中狀元，才能有與杜寶抗衡的地位。所以到（圓駕〉時，
杜寶、柳夢梅、杜麗娘仍各有其堅持，互不相讓。雖經皇帝一詔公斷，但杜寶仍

的李漁
14

〈閑 情偶寄﹒詞曲部﹒大收煞〉，頁的。

!?p 李漁所 謂 「密針線 J

0 李漁〈閑情偶記﹒詞曲部﹒密針線｝

: r 一節偶玩，全

篇之破綻出 矣。······！！«.映、埋伏，不只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 此劇中有名之
人，關涉之事，與前此、彼此所說之話，節節俱要想到。 J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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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確表態，因此這並未真正解決僵局。喊懋循評曰：

傳奇至底板，其間情意以竭盡無餘矣，獨此折夫妻父女，俱不認識，
又做一番公案，當是千古絕調 15 。

吳吳山三婦評曰：

傳奇收場，多是結了前案。此獨夫妻、父女，各不相認，另起無限
端倪 16 0

〈牡丹亭〉末齣名日（圓駕〉，其實就是大團圓作結。但它的大團圓卻別開生面，
不落俗套。同方戲劇理論 rj1 著名的金字塔公式把戲劇結構分為五大部份並連成一
個金字塔型 17 ，如︱、問：

高潮

/

\

下降

上升

/

\

介紹

結局

若依此園，則〈牡丹亭〉在應該是下降到結局的部份，卻出人意表的向上揚起，
「另起無限端倪 J 一〈硬拷〉，柳夢梅金榜題名時緊跟而來的不是洞房花燭，而

是挨一頓桃條，如此既是為了進一步強調「情 .J

（杜、柳的自由戀愛）與「理」

（封建禪教的尖銳街突）的相對，也是為了更好的突出杜寶和柳生的性格特徵。
若依金字塔公式，則〈牡丹亭〉的戲劇結構是：

〈回生〉

高潮

/
〈驚夢）

〈圓駕〉

\
〈如抗〉～〈遇母〉

/

下降

上升

/

/
〈硬拷〉

\
（榜下〉

（標目〉

／（另起無限端倪）

結局／

介紹

的徐扶明〈 湯擷祖與牡丹亭〉，頁 84 。
l前

〈晶晶吳吳 山三婦合評本〈牡丹亭〉及其評語〉，轉引自王永健〈湯 顯祖與明清傳
奇研究〉，頁 96

°

17 弗萊泰格〈戲劇的技巧〉，轉引自郭英德〈明清文人傳奇研究〉，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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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的戲劇衝突為何？歷來有不同的理解。西方戲劇家把街突視為戲劇的

核心，甚至往往認為戲劇的審美價值就在於衝突。若依此理論，則〈牡丹亭〉的
戲劇衝突是杜麗娘、柳夢梅和以杜寶為代表的封建勢力的對立、矛盾與抗爭。但
劇作的藝術實際是，杜、柳與杜寶發生正面衝突時，戲已過去了一大半，接近高
潮和結局了。但湯顯祖的著眼點並不在此，他強調的是“情至”觀念與封建制度

的不合理的抗爭，因而杜麗娘與封建禮教的衝突，主要表現在於她內心的矛盾掙

扎，構成了〈牡丹亭〉的戲劇衝突一〈回生〉。

從〈標目〉到（回生〉’三十五齣戲過去了，但男女主角與代表封建勢力的
杜寶，卻仍未發生正面的衝突。杜寶得知麗娘因遊圍而傷春成病，雖然隱約知道

女兒之病起因於兒女之惰，但女兒在夢中談情說愛，他卻無法干預、施壓。從表
面上看似乎並不存在“情至”與封建禮教的矛盾衝突，其實，在社麗娘因夢而亡，
為情而生的過程內，她的內心充滿著“情至”與封建禮教的抗爭。所以自始

至終，她從未放棄追求愛情，最後，她得到她想要的，獲得了勝利一復活，此構
成了前半部份纏綿感人、意蘊深刻的戲文，而（回生〉遂成為〈牡丹亭〉一劇的
高潮。至於杜、柳與杜寶面對面衝突，直到最後在皇帝面前才正式展開，故（圓
駕〉是高潮部份的高潮，當杜、柳這對“生生死死為情多”的情痴，終於突破封

建主義的桂桔時，矛盾解決，全劇便結束了。
．對於〈牡丹亭〉的精彩收場，三婦在批語中作了精闊的解說：

無數層次疊峰，，以一詔為結斷，莫敢或達。設使﹔水玉早自怡然，則杜

公為狀元動也，柳生為平章屁也，一世俗事矣！必如此而杜之「執古」、
柳之「不屈」’始兩得之 18

p

〈牡丹亭〉的結尾是別開生面，跳脫大團圓的俗套。湯顯祖精湛的藝術性結局，
可謂有掉尾一振之力，而無強弩之末通病。

二、﹛牡丹亭﹜人物形象之塑造

〈牡丹亭〉的藝術成就，首先表現在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牡丹亭〉

裹，大約有三十多個人物，其中杜麗娘、柳夢梅、社寶、陳最良、老夫人、春香
等，個性鮮明，翔翔如生，富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概括來說，此劇的人物塑造，
主要有五個特點：

（一）、 集中刻畫，塑造典型性格

﹛牡丹亭〉中一些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各有鮮明的性格特徵。這一點前人

』S同室主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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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提出。王思任在〈批點玉茗堂牡丹亭敘〉中有一段精彩、貼切的描述：

杜麗娘之娘也，柳夢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軟也，杜安撫之古執也，陳

最良之霧也，春香之賊牢也，無不從筋節竄髓，以探其七情生動之微也 19

0

沈際飛〈牡丹亭題詞〉亦云：

柳生呆絕，杜女妖絕，社翁方絕，陳老迂絕，甄母愁絕，春香韻絕．．．．．．，

非臨川飛神吹氣為之，而其人過矣WO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說杜麗娘之「妖」。這個「妖」字，可從兩方面來理解：一
方面是說她的「豔麗」’即「沈魚落雁鳥驚喧」、「羞花閉月花愁顫」的儀態和

美好的青春﹔另一方面是說她的叛逆性，即一靈咬住「梅」、「柳」二字，衝決

生與死、人與鬼、世間與冥府的種種界線，追求人的自然嚮往的美好境界。當然，
人物個性並不是靜止的，而是隨著生活的變化而有所改變。比如，作為大家閏秀
的杜麗娘，賢淑端莊’“嫩臉嬌羞”

（（肅苑〉）﹔待她作了鬼，擺脫了一切世

俗禮法的拘束，大膽熱情的追尋自己的夢中情人柳夢梅，與之結合。及至金殿論
爭時，面對頑固父親所堅持的門當戶對，她笑著說：

爹娘，人家白日裡高結彩樓，招不出個官婿。你女兒睡夢裡‘鬼窟裡
選著個狀元郎 p 還說門當戶對！

一〈圓駕〉
這一段表白是多麼辛辣犀利，表現出對婚姻制度的不滿的和嘲諷。所以，杜麗娘

這個人物顯得血肉豐滿，多采多姿，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外，如玉思任所說杜寶之「古執」、老夫人之「軟」、陳最良之「霧」、
春香之「賊牢」，也都很有啟發性。特別是一個「霧」字，把「滿口塾書，一身
襯氣」的老儒生的迂腐、糊塗、缺少個人情感的特點表達出來了。〈牡丹亭〉對

陳最良的描寫幾乎是定型的，這個人物沒有什麼發展。他在戲曲中不是重要人
物，沒有太多詳盡的描寫。但是，關於他的幾個片段，如〈腐歎〉〈閏塾〉〈旅

寄〉（駭變〉，都是很生動的。在那個時代的現實社會裡，〈牡丹亭〉真的人物
最常常出現的就屬陳最良了。他炫耀自己：

靠天 也 六十來歲，從不曉得傷個春，從不曾遊個花園。
一〈肅苑〉

19 同註 4 ，頁 1228
20 同註 4 ，頁 12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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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信奉封建禮教不及杜寶那樣頑固，他之所以如此，不過是除封主動禮教外，確實

一無所知而已。
（二）、從生活出發，按人性的複雜面描艙

湯顯祖寫﹛牡丹亭〉’並非簡單地把人物劃分為正反兩面，而是從生活出發，
按照人物本來的複雜面貌描繪。杜麗娘敢於觸犯封燈禮教，執著追求愛情，但她
卻叉不忘“人須實禮”，在還魂後當柳夢梅正式向她提出成親的要求時，仍搬出
古老的教條一必待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說：「待成親少個官媒，結盞的要高堂
人在。」這樣的說詞與之前那個“為情而死，因情而生”的杜麗娘似乎前後矛盾，
但湯顯而且在作者題詞中曾明確表明：

如麗娘者，乃可為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

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21 。

顯而易見杜麗娘的由生而死，叉由死而復生，是〈牡丹亭〉全部藝術構思的完整
的組成部份，共同顯示著作者對生活的認識與評價。如果說作為“鬼”的杜麗娘

主要表現了作者張揚感性生命力，張揚個體的存在意識，表現生命的其實性的一
面的話，那麼，作為“人”的杜麗娘則更多地體現了另一種真實一歷史環境的其
實。因為只要一回到現實生活中，她就不得不戴起面具，表現出「老成尊重」的

樣子，以便重新得到社會的承認，使自己的婚姻取得「名正言IITu 的地位。這種
情形，在湯顯祖的時代可以說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因此，杜麗娘矛盾、複雜的
的性格，正是作者在主體與環境的深刻矛盾之中，寫出了一個深刻的、豐富的杜

麗娘，而不是一個淺薄的、虛偽的杜麗娘。
柳夢梅，一個藐玩兒禮法、滿腔熱情的年輕人，這從（硬拷〉〈圓駕〉兩齣中

他對丈人的態度可以看得出來。杜寶因女兒回答「母喪尸恥、「女夜叉」保親送
親而罵女兒胡為時，他便頂撞道：「這是陰陽配合正理。 J 他對愛情是忠誠的，

在第三十二齣〈冥誓〉中，當杜麗娘的鬼魂道出了自己的真面目時，雖明知她「是

小鬼頭人半截」’竟無絲毫害怕，且積極使杜麗娘還魂，使「死去三年」的杜麗
娘「為鍾情一點，幽契重生」（〈婚走〉），所以王思任評他以「痴」’一則表

現為對所愛的「痴心」﹔二則表現對科舉功名的「痴迷不誤」。這位來自現實世
界的熱衷功名的書生，和富有理想的杜麗娘是不相同的。而見科舉為唯一出路、達

到“夫榮妻貴”的願望，仍寓存在他的頭腦中，為了自己的前途，不惜出之於走
江湖打秋風 ，甚至自誇到像個賣膏藥耍武藝的。這樣的刻畫， 卻仍然沒有貶低柳

夢梅之作為才子的聲譽，湯氏筆下的才子，不是一般傳奇中所謂 「潘安般貌，子
建般才，宋玉般情」的「無疵可摘」的才子，而是如實地描出具有一般傻勁的封

21

同註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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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會的窮書生。

杜寶，是禮教的代表，當時士大夫間的所謂正派人物。封建思想並不是外加

在他身上的東西，他本能地反對與此相抵觸的事物。他一出場就責怪女兒杜麗娘
：「妳白日眠陸是何道理？」為了把女兒養成「古今賢淑」’「我請陳齋長教書，
要她拘束身心」（〈詰病〉）。他深信只有一個安身立命的標準，絲毫沒有不安

的感覺。
由太守到安撫使以至同平章軍國大事，杜寶的性格在不斷改變。如果當初還
殘留著比較迂腐的書獸子的味道，後來就逐漸由世故的官僚習氣所代替了。他只

有「做官」兩字，效忠愛國、精於吏治﹔但不能從人情出發，靈活地對待獨生女

兒的戀愛和婚姻問題，不僅因而出現了兩代人之間的「代溝」，而且導致了愛女
的因情而亡，造成了自己的家庭悲劇。作者對這個人物不是一般地、浮面地刻畫

描寫。作者筆下的杜實是一個當時所謂「耳統」的人物，所以他做官是「清廉忠、
直」的。也正是這樣，對他的揭露和批評，更具有普遍的意義。

人是複雜、多樣的。〈牡丹亭〉中杜麗娘、柳夢梅成為肯定人物，杜寶、陳
最良為被批判人物，並不是因為他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行動都合於
肯定或被批判的涵義，而是基於他們性格最基本的特徵。

（三）、運用對照手法，突顯人物性格

湯顯祖對〈牡丹亭〉中各色人物性格的刻畫，還運用了各種藝術手法，如：
對照、映襯、褒貶、譏諷等，而對照為其中使用最出色之處。在〈牡丹亭〉宴，

杜麗娘作為官宜人家小姐，自然有個丫鬢春香，但這個丫鬢並非紅娘型一為顯示
崔鶯鶯的軟弱的，而是與〈西廂記〉的情形恰恰相反。春香天真的心中飄過一點
思想，杜麗娘瞭如指掌﹔而杜麗娘自己的秘密，卻一點見沒有讓春香知道。春香

對小姐的牡丹亭一夢，直到（寫真〉時才知道，但對於只是個“夢”的小姐的愛

情，是無能為力的，起不了“紅娘”的橋樑作用。
從藝術表現的角度看，春香雖然也起到促進戲劇情節發展的作用，但更主要
的作用，還在於提供形象和性格的對照或襯托，即所謂“明寫春香，暗寫麗娘”。

如春香鬧學受杜麗娘責，罵，正是天大冤枉，杜麗娘並不比春香循規蹈矩，不過她
內心深沈’她的社會地位不允許她像春香一樣無拘無束，同樣不滿意陳最良教書
的陳腐，春香以嘲笑出之，杜麗娘卻只冷冷的說得一句：「依註解書，學生自會。」

（（閏塾〉）彬彬有禮，含而不露地透出一絲不滿。她不是要春香跪下責認一遭

嗎？她要春香「手不許把轍隨索拿，腳不許把花園路踏。」然而接著陪她遊園的
卻正是春香。 可見她的責備是違心之論，是為了照顧老師陳最良的面子和禮貌而
不得不來這一套的。她們各自的個性對照鮮明、相映成趣。如果說遊園前春香還

有比杜麗娘大膽的一面，而杜麗娘的整個思想卻遠遠超出春香之上。她是自己的

思想和行動的主宰。因此，在（鬧學〉、〈遊園〉之後，春香在戲 曲中是越來越
不受重視了。
如果說杜寶是享有高官厚祿的上層知識份子，陳最良則是非常可憐的一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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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一個“而且父行醫，自幼習儒，一十五次觀場不中”的落魄秀才﹔一個精神
空虛、頑固不化，只知“詩云、子曰”的的老學究，他書讀得很少，對現實生活

一竅不通。〈牡丹亭〉說白的運用在陳最良身上顯出了自己的特色，如：

昨日聽見本府杜太守，有笛小姐，要請先生﹒好些奔競的鑽去﹒他可

為甚的？鄉邦好說話，一也﹔通關節，二也：撞大歲 22 ，三也﹔穿他鬥于
管家，改竄文卷，四也：別處吹噓進身，五也﹔下頭官兒怕他，六也﹔家

里騙人，七也。為此七事，沒了頭要去。
一〈腐歎〉

又如：
（生）救人！救人！（宋）我陳最良，為求館衝寒到此，彩頭兒恰遇著

弔水之人，且由他去﹒
一〈旅寄〉

（腐歎〉、〈閩塾〉、（旅寄〉等描寫陳最良的幾段說白，語言通俗精鍊，將他

窮酸、迂腐、鑽營的個性表露無遺。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但加重了杜麗娘孤

寂無聊的生活氛圍，且貫穿全劇，有著穿針引線的媒介作用﹔而陳最良的遭遇及

性格特徵，突出的反映了封建科舉制度腐蝕人心和封牽動禮教的窒息人性，因而增
加了作品思想內容的深度和廣度。

另外，杜麗娘生前死後的兩個世界，是完全迴異的。生前的杜麗娘，在封建

l禮教、父母、私塾教師的重重壓力與拘束下，她是一個壓抑自我、老成持重的大
家閏秀﹔而在她為了追尋夢中情人而香消玉頑後，雖然來到了現實的陽世街門和

封建社會的縮影一地府，見了陰司，卻因胡判官和花神對她的同情及幫助，使她
得以和柳夢梅這對有情人終成眷屬。難怪（圓駕〉中死後復生的杜麗娘將上金鑒
寶殿時說：「似這般掙摔漢（指近衛將軍），叫噴噴，在閻浮殿見了些青面額牙，
也不似今番怕。 J 鬼哭神號的地府還不及朝廷及封建社會那樣令人臆顫心驚呢！
在此，作家以陰司對照陽世的手法，意味深長地寫出對封建社會的不滿和憤怒。

（四）、人物塑造賦以浪漫主義色彩

湯顯祖對〈牡丹亭〉中有些人物的塑造，乃是在生活基礎上馳騁想像，賦以
浪漫主義的色彩。比如，作為太守之女的杜麗娘，竟因遊園傷春 ，一病而亡。但

在她死後卻更為大膽的追求其生前沒有得到的愛情，在（魂遊〉 、〈幽購〉、〈冥
誓〉過程中 ，宛如活著一般，青春煥發，容貌豔麗，為了追求 自 由的愛情，表現

22 「依託官府’，最人錢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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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無拘無束，更為積極、主動且熱情，進而還魂、重生，與柳夢梅成為堂堂正

正的夫妻。這一連串的行動，不但使「生生死死為情多」的杜麗娘所一心追求的

愛情有了結果，而且在思想J性格上，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和提昇。顯然，這是作者
的奇妙創造。

另外，〈牡丹亭﹜中的花神與胡判官，都是湯顯祖筆下想、像的馳騁。尤其
判官”可算是﹛牡丹亭〉襄最獨特的一個人物，更是藝術想像的創造。他和杜寶、
陳最良有著同樣的迂腐和固執，被玉帝看作「正直聰明 J 的他也照樣「要潤筆，

十綻金，十貫鈔，紙陌錢財。」但他卻比杜寶乏流坦率，他有更多的風趣。他一
見杜麗娘鬼魂來到地獄，才看了一眼就暗地裡對自己說：「這女鬼倒有幾分顏
色！」接著他唱道：

〔天下樂〕猛見了蕩地驚天女俊才，啥也麼啥，來俺襄來。（杜麗娘
叫苦介）（判官）血盆中叫苦觀自在。（小鬼耳語介）判爺權收做個後房
夫人。（判官）嚷，有天條 p 擅用囚婦者斬。則你那小鬼頭胡亂篩，俺判
官頭何處買？

一〈冥判〉

因為他對杜麗娘的同情，所以對她不加任何拘束，任她隨風遊戲，尋找夢中情人，

因此杜麗娘感激地說：「喜遇老判，哀憐放假」’稱他為「重生父母」（（冥判〉）。
這個陰間判官，是個個性複雜的喜劇人物。作者塑造這個人物，既馳騁想像，叉
賦以人的個性，並寄託著作者對世惰的嘲諷。這個從想像中創造出來的超現實的
角色，或許是只有在對封建社會的不滿和憤怒達到無法以一般描寫來表達時，才

有可能使作家採取這種光怪陸離的手法。
（五）、於情節發展中揭示人物性格（形象）
〈牡丹亭〉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有特別值得注意的。首先，不是靜止的描寫，

而是在發展中揭示的。人物性格和情節事件密切結合，情節的變化促使了性格的
發展﹔性格的變化，叉促成新的情節的產生。這樣一步步地把人物塑成一個完美

的形象。如杜麗娘，從（訓女〉、〈閏塾〉到（驚夢〉、（尋夢〉到（圓駕〉的
過程，即是從閏秀到品禮教的經歷。這種層層深入、步步提高的方法，使得人物

真實而生動，也使得她反禮教的挑戰堅實而有力。在這方面，即使在細節上作者
都是堅持了這種方法的。如（驚夢〉一折敘述深閩中的杜麗娘讀了（詩經﹒關雄〉
後動情憑欄遠眺、準備遊園的心裡描寫就十分細膩：

（旦）裊晴絲吹來閑庭院，括漾春如線。停半 H肉、整 花鉤。沒揣菱花，

偷人 半苗，逼迫的彩雲偏。（行介）步香閏怎便把全身現 ！

一〔步步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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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中“偷”字最為傳神。從這一“偷”字，見出她是在無意中發覺了自我才引起
她意外的驚奇，從而熱愛起自己的青春也就溢於言外。叉如：

（旦）你道單生生出萃的裙衫兒茜，豔品晶花替八寶填’可知我常一生兒

愛好是天然。恰三春好處無人見。不提防沈魚落雁鳥驚誼，則怕的羞花閏月
花愁顫。

一〔醉扶歸〕

這支 rt11 把一個懷眷少女那微妙複雜的心理寫得活靈活現，也申述她由自我覺醒而

至於自我欣賞熱愛的過程。她為自己的美貌自負，卻有著少女的羞澀與千金閏秀
的矜持，經過一番矛盾掙扎，她才步出閩閣，來到春色如許的園林：

（唱）原來他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爺和奶奶，再不提起﹒）（合）朝飛暮繕，

雪覆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一錦屏人或看的這韶光賤！

一〔皂羅袍〕

丈字的絢爛多彩和它所描寫的客觀世界是一致的，而對心理上泊刻畫更是深入，
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當杜麗娘驚覺於自己青春被埋沒時，她開始渴望並追求

愛情，而當愛情在現實中無法實現時，她便（尋夢〉去了：
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麼能就高來粉畫垣 P 元來春心無處不飛懸＠
（絆介）唉，睡茶.抓住裙杖線，恰便是花似人心好處牽。
一〔懶畫眉〕

杜麗娘對愛情的渴望是和她周闊的景色一起傳達出來了。寫封是為了寫惰，依靠

崇色的烘托，作家揭示出杜麗娘內心深處的秘密，而叉無損於她的身份，可見這
些描寫是出色地為創造典型服務的。

由以上所舉（驚夢〉〈尋夢〉之曲文描述，見出杜麗娘先是對自然美的贊頌，
繼而聯想到自己的處境，便感嘆青春，不滿自己囚徒的生活，接著是私自地、大

膽地反抗行動，性格的發展是循序漸進且清清楚楚的。所以杜麗娘經歷了現實一

夢幻一幽冥一現實四個階段，在情節的進展中先後描寫了杜麗娘個人的思想的掙
扎和封建思想的壓迫、挑戰，刻畫了她思想性格的發展。另外，在描寫人物性格
的發展時，作者極其注意社會畫面的展開。人物的一言一行與環境的描寫是相稱

的。如杜麗娘遊園驚夢竟引起了她青春的覺醒，在一般的情況下似乎不好理解，
但是在作者的環境中是合情合理的。只有這樣，才愈加顯得杜麗娘性格的光輝，
當時禮教的不合理。

由於形象描寫的成功，所以王思任評〈牡丹亭〉中的各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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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者真笑，笑 l!f ﹔有聲﹔啼者真啼，啼 1?17 ﹔有淚﹔嘆者真嘆，嘆 1?17 ﹔有氣23 。

活靈活現，各有靈魂。湯顯祖對〈牡丹亭〉中人物的感情與動作描寫都很生動，

讀來如聞其聲，如見其淚，如覺其氣，達到作者、劇中角色、讀者息息相通的境

界。

參、結語
吳人吳山曾說：

明之工南曲，猶元之工北曲也。元曲傳者無不工，而獨推〈西廂記〉

為第一。明曲有工有不工，〈牡丹亭〉自在無雙之目失24 !
明末張琦在他的〈衡曲塵譚〉裹，盛讚杜麗娘一劇，說：

土薄〈風〉

〈騷〉，下奪屈、束，可與實甫西廂交勝25 。

他們都認為〈牡丹亭〉「自在無雙之目 i ’可見〈牡丹亭〉不僅在當時受到推崇
和喜愛，它在戲劇上的成功，使得後來孟稱舜、吳炳、洪昇、孔尚任等人的劇作
在思想、情節、語言方面都力求學習〈牡丹亭〉，足以說明批評家、劇作家對此
劇的喜愛。

〈牡丹亭〉是湯顯祖戲劇創作的最高成就，湯氏運用各階層觀眾所熟悉、喜愛
的素材一〈杜麗娘慕色還魂〉故事框架，重新注入了時代思潮的心血，賦予了新

的藝術生命，使〈牡丹亭〉一劇成為明代中晚期追求脫離人性的桂桔和敘寫人間
情愛的文學融匯的結晶。〈牡丹亭〉的藝術成就更是遠遠超出同時代其它傳奇之
上。其情節構思曲折離奇，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其結構錯綜複雜，依層次向前

進展，卻多樣而統一，且兼顧文武場的穿插，使其更適合舞臺演出。尤其不落俗

套的團圓結局，在一波既平時，另生一次波瀾，不但出人意表，驚奇無限，且進
一步地強調了「情」與「理」的衝突，使其反應時代思潮的目的更加突顯﹔其次，

23 同註 4 。

24 同誰 4 ， 頁 1245 。
2~ 同註一，頁 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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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人物形象的刻劃更加細緻、豐滿，有力地促使形象鮮明，而作者以詩的語言、

抒情的筆觸刻劃人物，描寫景緻，點染氣氛，且對人物微妙複雜的內心世界，描

繪得更加細膩、深入。如（驚夢〉一折中的〔步步嬌〕、〔醉扶歸〕、〔皂羅袍〕
幾曲，藉著景的不斷展開、變動，使情也不斷隨之變化，一步步的揭開女主角杜

麗娘的內心世界。江山如畫的描寫，人物心裡曲折變化的刻畫，已達到了情景交
融、爐火純青的地步了。

明人呂天成在〈曲品〉中說：
社麗娘事，甚奇。而著意發揮，懷春幕色之情，驚心動魄。且巧妙疊

出，無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而吳梅也說：
此劇肯帶在死生之際。記中〈驚夢〉、〈尋夢〉、〈診辜〉、〈寫真〉、

〈悼揚〉五折，自生而之死﹔〈魂遊〉、〈幽蜻〉、〈歡撓〉、〈冥誓〉、
〈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口其中搜抉靈根，掀翻情窟，為從來填詞家屐

齒所未及，還能確驛詞壇，歷千古不朽也27 。

他們對〈牡丹亭〉的高度評價是恰當的。〈牡丹亭〉之所以具有這樣激動人心的

藝術力量，不僅是由於富有反抗性的主題思想，而且更由於它深刻地反映了那一
個時代的青年婦女的苦悶。尤其劇中女主角杜麗娘的形象一熱情、勇敢而堅定不

移的個性，更成了典型的文學形象。直到今天，幾百年過去了，〈牡丹亭〉的（驚
夢〉、（拾畫〉等齣仍在舞臺上演出、傳唱。我們可以說，〈牡丹亭〉所具有的
藝術成就及魅力，是永遠不朽的 σ

26 楊家駱主為

〈歷代詩史長為二輯〉第 6 冊，頁 230 。

27 同註 4 ，頁 1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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