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升历史剧爱情观的进步性及男权色彩

刘丽文

(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 , 北京 100024)

摘 　要 : 洪升的《长生殿》歌颂了李杨最终脱却帝妃桂冠的至真爱情 ,《四婵娟》则强调合理的婚姻应是

才貌相当、以知音式的互爱为基础 ,这说明作者的婚恋观念已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性爱色彩和平等意识。

但《回文锦》肯定纳妾、抨击妇“妒”。综合三部剧作以及作者自身的婚姻生活说明 ,洪升前两剧所设计的

“新型”夫妻关系 ,归根结蒂是从男性希望提高自身爱情质量角度提出的要求 ,带有相当浓厚的男权自私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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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长生殿》:强调至情真情的爱情观

李杨故事自中晚唐始一直是人们乐道的话题 ,

历代文人以他们为主人公的作品迭见不息 ,其中较

著名的诗如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李商隐的《马

嵬》,文如唐代陈鸿的《长恨歌传》、五代王仁裕的

《开元天宝遗事》、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杂剧如

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唐明皇游月宫》,关汉

卿的《唐明皇哭香囊》、庾天锡的《杨太真霓裳怨》,

明传奇有吴世美的《惊鸿记》、屠隆的《彩毫记》等。

洪升“荟萃唐人诸说部中事及李、杜、元、白、温、李

数家诗句 ,又刺取古今剧部中繁丽色段以润色之”,

写成了“为近代曲家第一”的《长生殿》。〔1〕(P154) 抛开

《长生殿》主题复杂性不说 ,单就这部剧对李杨间坚

贞不渝、至死不变的爱情的描叙而言 ,笔者认为已

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具有现代性爱色彩的爱情观。

在《长生殿》第一出《传概》中①
,作者开宗明义

地说 :

　　今古情场 ,问谁个真心到底 ? 但果有精诚不散 ,终

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 ,两心那论生和死。笑人间

儿女怅缘悭 ,无情耳。　　感金石 ,回天地。昭白日 ,

垂青史。看臣忠子孝 ,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 ,吾

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 ,情而已。

全剧共五十出。上本写李杨生前的爱情 ,下本

写他们死后的相思。为了表现爱情主题 ,作者净化

了李杨感情 ,有意回避了杨妃历史上与寿王的一段

姻缘纠葛及传说中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 ,而把她说

成是一个普通宫女 ,因“德性温和 ,丰姿秀丽”而被

册封为贵妃 ,受到唐玄宗的万般宠爱。她精通音

乐 ,爱好艺术 ,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与才能 ,与李隆基

志趣相投 ;她对玄宗忠贞不渝 ,期望得到玄宗真心

专一的爱情。她深知后宫三千佳丽对她的威胁 ,常

常怀有忧惧之心 ,惟恐君心无定 ,一朝被弃。为此 ,

她不顾玄宗贵为天子的特殊身份 ,不许玄宗与她人

亲近 ,曾因争恩擅宠而触怒玄宗被撵出宫去。她采

用种种手段 ,巩固自己的专宠地位 ,千方百计地笼

络君心 ,排斥异己。经过种种斗争 ,最后才逐渐得

到了李隆基对她“纯洁”、“专一”的爱。

剧中的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爱情 —开始远不如

杨玉环对他专一。作者对李隆基的感情作了合乎

逻辑的叙述。李贵为天子 ,后宫有三千宫女供他享

受。他爱杨妃 ,同时还与虢国夫人勾搭 ,与梅妃往

来 ,这在一夫多妻制的古代社会是天经地义的。这

也说明他对杨妃之爱尚属浮浅 ,作者没有脱离实际

地去美化他。他曾对杨妃的嫉妒恼恨发怒 ,把杨妃

赶出皇宫。但杨妃去后 ,他又内心烦躁 ,不思茶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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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总是生憎 ,对景无非惹恨”,连打两个小臣 ,被

无尽的相思愁苦折磨。这一番分离之后 ,他才感到

自己对杨妃依恋之深 ,便从此“恩情更添十倍”(第

九出“复召”) 。尔后他又曾密会梅妃 ,杨妃直去“絮

阁”查问 ,他感到杨妃“情深妒亦真”,非但没有指

责 ,反而极力掩饰 ,表白心情 ,自认其错 ,安慰杨妃

说“朕和你两人”“纵百岁犹嫌少”,“总朕错 ,请莫

恼”(第十九出“絮阁”) 。最后 ,七月七日 ,双星之

下 ,长生殿中 ,二人立下了“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

愿做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誓绵绵无绝期”的

誓言 ,“愿世世生生 ,共为夫妇 ,永不相离”(第二十

二出“密誓”) 。从此 ,玄宗对杨妃之爱方走向专一 ,

达到了他们生前爱情的极致与巅峰。

马嵬之变是李杨的帝妃之爱向人间普遍意义

的夫妻之爱转化的标志。作者让李杨的爱情经受

了生死巨变的考验 ,极力渲染了他们痛苦的分别 :

在大难临头之际 ,他们彼此体贴 ,为对方着想 ,面对

群情激奋的羽林军 ,玄宗尽最大能力弹压 :“妃子在

深宫自随驾 ,有何干六军疑讶”,让陈玄礼“作速晓

谕他 ,恁狂言没些高下”;他与杨妃抱头痛哭 ,难舍

难分 :“魂飞颤 ,泪交加”,“难道把恩和义 ,霎时抛

下 ?”杨妃要求“今事势危急 ,望赐自尽 ,以定军心。

陛下得安稳至蜀 ,妾虽死犹生”;玄宗则说 :“你若捐

生 ,朕虽有九重之尊 ,四海之富。要他则甚 ! 宁可

国破家亡 ,决不肯抛舍你也 !”杨妃临死前 ,牵挂的

仍是玄宗“春秋已高”,要高力士“小心奉侍”(第二

十五出“埋玉”) 。可以说 ,李杨间真正的、纯洁的爱

情从杨妃死的“埋玉”开始才真正体现、展开。

作者用第二十六到第五十出的半本篇幅 ,侧重

写杨妃死后李杨间彼此无尽的相思。杨妃死后 ,一

缕孤魂不散 ,追踪玄宗 ,她“对星月发心至诚”,对玄

宗要“拼向九泉待等”,说“敢仍望做蓬莱座的仙班 ,

只愿还杨玉环旧日的匹聘”(第三十出“情悔”) 。玄

宗则朝朝暮暮痛悔自责 :“只悔仓皇负了卿”,“我独

在人间 ,委实的不愿生”(第二十九出“闻铃”) ;“羞

煞咱掩面悲伤 ,救不得月貌花庞。是寡人全无主

张 ,不合呵将他轻放。”“我当时若肯将身去抵搪 ,未

必他直犯君王 ;纵然犯了又何妨 ,泉台上 ,倒博得永

成双。”(第三十二出“哭像”)最后 ,他们 —片真情感

动了天孙织女 ,使他们在月宫中获得了永久团圆。

　　剧作成功地描写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情从

不专一到专 —,从附有多种社会因素的帝妃之爱 ,

到脱却了帝妃桂冠、不附加任何功利目的的、达到

理想的最高层次的纯粹的爱情的过程。即李杨之

爱 ,已不同于普通的帝妃关系 ,而是建立在志趣相

投、情真意切的基础上的男女夫妻之爱。这种歌颂

至情真情的爱情观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现代性

爱色彩。它对反对明代以来社会上呈现的两个不

良的极端 ———把情看成罪恶的渊薮的扼杀人性的

程朱理学 ,和狎妓纳妾肉欲横流的淫靡之风 ,都具

有重要意义。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作者让李杨

这对“罪孽深重”的情侣 ,精诚悔过后 ,以真情感动

天帝 ,得以最后天界团圆 ,用以说明只要“精诚不

散”,就会“终成连理”,赞扬真情的超越生死的巨大

力量。可以说 ,这种观念是对汤显祖《牡丹亭》所阐

发的情爱观的发展和延伸。

二、《四婵娟》:才具相当、志同道合是婚姻基础

洪升的《四婵娟》杂剧 ,包括《咏雪》《簪花》《斗

茗》《画竹》四出短剧①
,其中四位女主人公都是历

史人物 ,因此算得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历史剧。剧

作没有生动曲折的情节 ,主要是借剧中人物抒写作

者的心曲。

首先 ,《四婵娟》肯定了妇女之“才”。这其中有

两种含义 :一是作者认为有才华的女性才是完美的

女性 ;二是承认妇女有超乎男人之上的才华。在中

国古代 ,为封建统治者提倡的传统的女性审美标准

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2〕(P687)“妇德谓贞顺 ,妇

言谓辞令 ,妇容谓婉娩 ,妇功谓丝　”。〔2〕(P687) 由此可

见 ,根本没有“妇才”的份儿 ,因为“女子无才便是

德”。如同“天尊地卑”是万古不变的“宇宙规律”一

样 ,“男尊女卑”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至理”,妇女

只是男人的奴婢。即使男人中的“多情”者 ,也大都

是把女人等同花鸟看待 ,女人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人

格。在《西厢记》杂剧等具有反封建进步意义的剧

作中 ,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式的婚姻 ,固然是对传统

门当户对婚姻观的一种反叛、一种进步 ,但究实质

说 ,对女子的要求还只是貌 ,对男子则要求的是才 ,

仍是女性以貌取悦于人的观念的延伸。而在《四婵

娟》中 ,作者高度赞美了富有才华的女性。谢道韫

　　①本文的《四婵娟》依据的是郑振铎 1934 年编辑出版的《清人杂剧二集》长乐郑氏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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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清风玉不如 ,绿窗深掩小春初。朝来懒把蛾

眉画 ,只爱牙　插架书”,她“虽是个女子 ,却只耽情

笔墨”;卫茂漪“闺阁名姝 ,独精书法 ,簪花妙楷 ,擅

绝古今”(《咏雪》) ;李清照是名传千古的女词人 ;管

仲姬以善画竹而闻名。她们不仅秉绝世芳姿 ,而且

擅超群才华。作者认为她们这样的女性才是完美

的。这种不仅把外在的美貌、而且将内蕴的才华作

为衡量女性流品高下的标准的观念 ,显然是对传统

的女性审美标准的更新。

在《咏雪》中 ,作者借谢安之口说 ,道韫“若论她

锦心绣口 ,端的不减男儿 ,就是他诸兄弟每也都要

让她一筹”。第二折《簪花》中 ,作者写“一代风流、

千古才子”,“绝时流”的大书法家王羲之“降心投

纳”于卫夫人之门下 ,心悦诚服地求教。在卫夫人

的点化下 ,他的书法才最终入绝妙境地。从历史上

看 ,这些描写都有一定事实为本 ,但作者单单把他

们提取出来使之成为艺术作品 ,满腔热忱地大肆渲

染歌赞 ,显然是有其深意的。

其次 ,《四婵娟》表现了作者新型的婚恋观。这

种观点主要体现在《斗茗》中。作者借李清照、赵明

诚夫妇之口对往古以来的婚姻进行了评论指出 ,合

理的夫妻、美满的夫妻 ,应是才貌相当、以知音式的

互爱作为基础 ;但现实中的夫妻则大都根本不具备

这一点 :“虽则是唤一双 ,问谁能两愿偿。大古来婚

姻簿里甚荒唐。数美郎、配艳娘 ,有几个一般才貌

恰相当 ,可不道多半是参商 ?”为此 ,作者把以往的

婚姻分成夫妻与“不成夫妻”两大类。又把夫妻分

为美满、恩爱、生死、离合四等。划分的标准是真情

的有无与深浅程度。而对那些没有真情 ,只是由

“父母之命”捏合到一起的“夫妻”,作者对他们的悲

剧为之下泪。最理想的夫妻是弄玉、萧史之类的美

满夫妻 ,他们以对音乐的共同爱好而缔结姻缘 ,志

趣相投使他们互爱终身厮守。恩爱、生死、离合夫

妻 ,虽然够不上美满 ,但都有真情存在。他们或“恩

爱虽深 ,或享年不永 ,或中道分离”;或“都生难遂 ,

死要偿 ,噙住了一点真情 ,历尽千魔障 ,纵到九地轮

回也永不忘 ,博得个终随唱 ,尽占断人间天上”(《斗

茗》) 。恩爱、生死、离合夫妻 ,虽然与美满夫妻有差

别 ,但他们夫妻间都有真情 ,故而也称得上是真夫

妻。反之. 如果没有真情 ,即使是才子佳人两相当 ,

也会遗恨千古 ,如李益之于霍小玉 ,张生之于崔莺

莺。但同时作者还指出 ,霍小玉、崔莺莺虽然不幸 ,

但毕竟曾经领略过纯情的欢乐 ,虽然很短暂 ,比起

“负绝代之姿容终身未得伉俪之乐者”,如西施、蔡文

姬、王嫱等还要算是幸运。这些见解 ,可以说十分深刻。

基于以上思想 ,作者又把笔触深入到了家庭生

活的内部。他描写了以情投意合、志趣一致、相互

倾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家庭的和谐幸福。这种幸

福不是以往才子佳人爱情小说戏曲所歌赞的模式

———有情人终成眷属后便夫贵妻荣、多子多福 ,而

是赵明诚与李清照对坐品茗共论古今 ,是赵孟　与

管仲姬同盟鸥鹭诗歌唱和。这是夫妻在才能、修

养、素质、情趣等方面处于对等地位、存在共同语

言、爱好所形成的新型家庭关系。在这个家庭中 ,

妻子有自己独立的个性 ,他们由于自己出众的才能

和高尚的品格而使自身具有一般容貌体态美所不

具备的魅力。丈夫对她们的爱是出于敬重、爱慕而

不是玩弄和居高临下的“恩赐”。作者称这样的夫

妻为“人世夫妻榜样”。《四婵娟》所设计的这种具

有男女平等色彩的新型夫妻关系 ,在“夫为妻纲”、

封建伦常窒息着人的灵魂的时代 ,是有意义的。

洪升的这种具有近代意义的婚恋观 ,反映了明

末清初的时代思潮。明末清初的一些才子佳人小

说 ,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 ,都一反只重门第而

不顾忌恋爱双方个人意愿以及“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观念 ,表现了一种以男女双方的才貌相当和感情

融通为爱情婚姻基础的观念 ,对女性在“色”、“貌”

之外 ,又突出对才华的强调 ;表现出一种对高雅超

俗的爱情理想的追求。

三、《回文锦》:肯定纳妾、抨击妇“妒”

不过 ,当我们再看洪升另外的剧作以及他自身

的婚姻生活 ,就可以知道 ,他所设计的具有男女平

等色彩的新型夫妻关系 ,实际上带有相当浓厚的男

权色彩。这种男权色彩最明显地表现在他认同纳

妾 ,将“妒”作为女性的恶德加以抨击的问题上。据

研究资料 ,与夫人黄兰次是中表联姻 ,黄兰次的祖

父是洪升的外祖父。洪升与黄兰次二人青梅竹马。

黄兰次有很好的教养 ,通晓诗书琴画 ,婚后他们常

常联吟赋诗 ,感情一直很好。他的《寄内三首》对妻

子 :“尔我非一身 ,安得无别离 ? 念当赋归宁 ,恨恨

叙我思。屏营寂无语 ,徙倚恒如痴。长叹卧空室 ,

恍惚睹容辉。咫尺不可见 ,何况隔天涯。一日怀百

忧 ,踟蹰当告谁 ?”〔3〕言即短暂的分别也给他带来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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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痛苦。他在《征途见游女寄内》还向妻子表示 :

“玉鞭驱马急 ,绣履踏春迟。看遍如云女 ,谁能动我

思 ?”〔3〕似乎对妻子的爱情十分专一。但是 ,洪升在

尽情享受这种美好和谐、旨趣相投的爱情的同时 ,

仍然在因遭“家难”而拮据贫困、家境萧条之时 ,用

意外地得到江苏抚巡余国柱馈赠的一笔厚礼娶了

一妾邓氏。据洪升的友人蒋景祁说 ,洪升将妾邓氏

带回北京后 ,洪升着实很是享乐 ,一夫一妻一妾有

善制曲者 (洪升) ,有精音律者 (黄兰次) ,有歌喉婉

转者 (妾邓氏) ,三人配合巧妙 ,“相得益彰”:“丈夫

工顾曲 ,霓裳按图新。大妇和冰弦 ,小妇调朱唇。

不道曲更苦 ,斯乐诚天真。”(《出留都·别洪布衣

思》)这种描述显然带有男性一厢情愿的理想色彩。

沉溺于娇妻美妾其乐融融境界中的洪升 ,根本没有

考虑此时此刻他夫人的感受 ,他也不屑于考虑这种

感受。因为他认为 ,男人纳妾是天经地义的 ,嫉妒

是女人最大的恶德 ———这在他写的现今已经佚失

了的传奇《回文锦》(又名《织锦记》) 中可以得到充

分的印证。据《小说考证》卷六《见山楼丛录》介绍 ,

此剧的内容是写前秦秦州刺史窦滔有妻苏惠字若

兰 ,又在外娶妾赵阳台。苏惠侦知后 ,率众婢将赵

阳台劫回 ,幽拘别室 ,加以欺凌。后窦滔改守襄阳 ,

携赵阳台一同赴任 ,将苏惠遗弃在家。苏惠幽怨 ,

织回文锦寄给窦滔。窦滔念及夫妻情义 ,便接苏惠

至襄阳 ,而让赵阳台剃度出家。后来乱兵包围窦

滔 ,危急之中 ,得赵阳台之助解围平贼。苏惠终于

与赵阳台释怨 ,二人自此和睦相处。〔4〕洪升的《织锦

记自序》认为 ,苏惠的“妒”是“大乖妇道”的 ,而“妒

而得弃”乃“道之正也”。自序说 :“古今女子有才如

若兰者乎 ? 于其妒也 ,君子无恕词。怨不敢怒 ,悔

深次骨 ,而后曰可原之矣。则或于阃教有小补与 ?”

(诸匡鼎辑《今文短篇》) 洪升写《回文锦》的目的是

为了有补于阃教 (妇教) ,是教导妻子容忍丈夫纳妾

而不嫉妒。

结合洪升的这些作为 ,再来看前边洪升在《长

生殿》《四婵娟》中的观点 ,我们只能说洪升追求真

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进步的婚恋观很不彻底 ,他

对爱情对象所要求的“真情”,他所设计的具有男女

“平等”色彩的新型夫妻关系 ,归根结蒂不是从男女

平等角度 ,而是从男性希望提高自身爱情质量角度

提出的要求 ,是一种带有相当浓厚的男权自私色彩

的“平等”爱情观。洪升对待婚恋问题的这种态度 ,

也是当时许多具有进步女性观的文人士大夫共有

的倾向 ,与洪升同时而稍微年长几岁蒲松龄的《聊

斋志异》,在热烈赞美女性的美好的同时 ,不也是向

往着“双美共一夫”吗 ? 晚于他们五十多年的吴敬

梓借杜少卿之口在《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中说 :

“取妾的事 ,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

人 ,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 ,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

小弟为朝廷立法 ,人生四十无子 ,方许娶一妾 ,此妾

如不生子 ,便谴别嫁。”今天看来仍不彻底 ,但已经

是石破天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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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gressive Vision of Love and Male Chauvinism in
Hong Sheng’s Historical Plays

LIU Liwen
(Literature College ,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024 ,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analyses different visions of love in Hong Sheng’s historical plays. In Chang Sheng Dian ,
Hong Sheng paid a tribute to Li and Yang’s true love ; in Si Chan J uan , he emphasized the basis of marriage to be
equal in talent and appearance ,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love ; in Hui Wen Jin , he he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concubinage but deprecated the jealousy of the wiv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in Hong
Sheng’s mind was just designed to improve men’s love with strong color of male chauvinism.
Key words : Hong Sheng ;vision of love ;equality ;male chauv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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