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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更有“論文者崇孔，言律者草草洪.. [泊的說法。然而，

論〈長生殿〉

(長生殿}

除了音律堪稱外，其他部分也是不容忽視的。以下我會對{長生殿〉
的悲劇結構、悲劇元素和人物性格作出探討。

劉素華

第一章悲劇結構
{長生殿}全劇共有五十齣'是具有一定分重的劇作，而故事

前言:

是以順序方式發展。劇作家洪昇對於全劇的結構鋪排花盡心思，處
{長生殿 )[1] 是劇作家洪昇(1 645

-

1703) 的作品。洪昇字助

思，出身於士大夫家庭，出生在明朝滅亡後的第二年，此乃兵荒馬
亂的時期。而洪昇的成長階段，都是充滿漢族反抗清朝的鬥亭，長
大後，他面對外族統治的政權，這個漠、滿民族矛盾尖銳的清代，
就深深影響著洪昇對〈長生殿}的創作。正如雅斯培(Kar1

Jaspers)

處留下伏線，層層遞進，一步一步地為主角締造悲劇，務要牽引觀
眾的情緒和感情，有遇喜時歡，遇悲時泣的帶動力。而能夠產生這

樣的效果，精密完善的情節結構安排實在功不可沒。

至於情節結構的學說，是起源於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 322B. C.

所說:

384B. C.

)的戲劇理論。亞氏認為:

“悲劇的好壞取決於此六者一一(即情節、人物、言詞、
“希臘和現代的偉大悲劇卻在年代的轉換之際孕生﹒"

思想、形象與歌曲) ......六個成分里，最重要的情節，即事件
[2]

根據徐靈昭{長生殿﹒序}說:“歲戊辰(1 688 )先生(洪昇)
皇取而更定之"。而第三年就發生了終皇后喪期期間內演唱{長生殿}

之繭，所以，
洪昇自言:

(長生殿}大約完成於康熙二十七年。就創作過程，
“蓋經十餘年，三易稿而始成.. ((長生殿﹒例言))。其

的安排﹒"[4)

除此之外，亞氏更提出 7 “複雜結構"的理論。他首先指出:

“所謂‘完整I (的情節) ，指事之有頭( beginning) ，有身 (rnidd1e) ,
有尾( ending)"

, [S】繼而主張:

中，第一稿是洪昇偶感李白之遇，而作{沉香亭)第二稿{舞霓
“所謂‘被雜的行動指通過﹒發現，或‘突轉或通

裳〉則省去李白部分，而加入李泌輔肅宗中興;直至第三稿，洪昇
“念情之所種，在帝主家罕有.. ((長生殿﹒例言)) ，而創作了{長生

殿}。
除此之外，在洪昇的{長生殿〉之前，已經有不少以李、楊的
愛情故事為內容的作品。尤為重要的有唐代白居易《長恨歌〉元代

白樸{梧桐雨〉明代吳世美《驚鴻記}及屠隆{穌毫記}。

而{長生殿}面世後，隨即受到廣大觀眾所愛戴。有“一時朱
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鐘頭為之增價.. (徐麟{長生殿﹒

序))。其後更與{桃花扇}的劇作家孔尚任，並稱“南洪北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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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二者而到達結果的行動。 "[61

此外，德國劇論家弗萊塔 (Gustav
劇技巧)

(Technique of

Freytag, 1816 -

1895) 在{戲

Drama) 中，亦把情節分為“展示部分 ..

( exposition) 、“上升部分.. (rising action) 、“高潮.. (clim位)和“下
降部分.. (falling action)
[7] 以下我便會嘗試利用亞氏和弗氏的情節
0

理論作為基礎，將二者作一配合，繼而引入其他學者的理論，以對
〈長生殿}的情節結構作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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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短短的展示部分中，劇作家已對日後悲劇的發生埋下了

(一)展示部分(第一齣〈傳聞〉至第三齣賄權))

多方面的伏線，起了預示( foreshadow )以後情節的作用。
〈長生殿〉是清初的傳奇，傳奇劇本的第一齣是“副末開場
屬於規定格式，作用在於介紹“創作緣起"及“劇情提要..

,

[8]

(長

(二)上升行動(第四齣〈春睡〉至第廿四齣〈驚變))

生殿}也不例外，以(傳概)作全劇之綱領。率先帶出全劇的訊

上升行動是緊接上一部分繼續發展，不過，同時多加插了另一

息，一是愛情;二是君臣之惰。此外，還替日後玄宗及貴妃的遭遇
作一介紹，帶出馬鬼驛之變及兩人登仙之內容。

第二齣及第三齣就正式揭開全劇之序幕，不但是重要的人物相
繼出場，而且其中還對人物的性格、事件的發生和唐室的國勢作出

條線索，主要將劇情分為三線發展，其中有隱有顯，情況較為複
雜。

第一線是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道路，由於兩人沉溺於愛情，

玄宗亦隨之而日棄政事，間接有助第二線的發展，驅使楊國忠及安

扼要的描寫。

人物性格方面:展示了君是昏、相是庸、臣是奸的圖畫。唐玄

祿山有機可乘，尤其安祿山更能進一步發展他在邊塞的勢力。然

宗貴為一國之君，不甘寂寞，貪戀女色，說出“顧此生終老溫柔"

而，正由於楊、安二人的弄權，卻又引發了民間正義勢力的掘起，

((定情))的說話，不以治理國家為念，無疑這就使朝中奸臣有機可

是為第三線，郭子儀就成為這股正義力量的代表人物，以對日後收

乘。而楊國忠宮居右相，身居要職，可惜他並沒有盡一己的職責以

復唐室動亂作為伏線。故此，這部分是由一連串錯綜複雜的事件所

輔助君主，反而藉著自己的權勢，而想“及時行樂"和“納賄招權"

組成，而彼此之間又是互為因果的。

((賄權)) .以滿足個人的私慾，一副狡詐的嘴臉表露無遇。此外，

此外，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複雜結槽"理論，此部分出現了

安祿山的亂臣形象，亦在這部分埋下伏線。他直言“異志十分難屈

“逆轉.. (即是“突轉"或“急轉.. )及“發現使劇中氣氛不斷上

伏，悍氣千尋怎蔽遮?權時寧耐些.. ((賄權)) .已充分流露出他有

升，成為推展至高潮之阻釀期。亞氏指出:

志不能伸的面貌，他充滿野心的性格為日後悲劇的產生作了先聲。
.件畫畫生方面:共展示了兩件事情。一是唐玄宗遇到宮女楊玉

環，兩人從始定下愛盟，

“惟顧取情似金堅，釵不單分盒永完"

“悲劇所是能使人驚心動魄，主要靠‘突轉. (pevipety)
及‘發現. ( recognition) .比二者是情節的成分。"叫

((定情)) .這亦促使玄宗寄情聲色，不理國政;二是奸臣楊國忠收

受安綠山的賄路，使失職的祿山被玄宗赦免死罪，這實為放虎歸山

至於根據亞氏所言“逆轉"之定義是:

之舉，促成唐室險遭傾覆之危機。這兩件事件繼而獨立發展，在適
當的時候又互相結合，構成了日後悲劇發展的伏線。
磨室國~方面:表面上寫出一派昇平之世，從唐玄宗口中就道

出:

“戲劇中從事件的一種狀態變到相反的狀態，這種轉變就
是我們所說的事件的發展中構成可能的或必然的關係。"

(1 0]

“真個太平致治，庶幾貞觀之年;而措成風，不減文王之世"

((定情))。然而，這卻是出於玄宗的過於自信，實際上，唐室隱隱

劇中的“逆轉便發生於玄宗與貴妃沐浴於愛河之際，突然鼓

存在著內憂的嚴重問題。正如剛才所霄，君是昏、相是庸和臣是

聲鍍發，楊國忠上奏“安祿山起兵造反，殺過適闕，不日就到長安

奸，這豈能說是昇平之世呢?而且宰相楊國忠就更成為唐室中央政

了((驚變) ) .這成為全國目l化喜為悲的轉換點，而李、楊兩人的美夢

府的隱憂，從他樂意接受安祿山賄路一事，就顯而易見，唐室的國

亦遭受到重大打擊，悲慘的氣氛便逐漸逼近。事實上，安祿山作亂

勢是笈度可危的。

216

217

亦非玄宗所能預料，故此，玄宗亦自言:

“正爾歡娛，不想忽有此

變.. ((驚變))。可見，這對他來說是個突如其來的重創。就正切合
利斯克(C.R.Re過ske) 所言的“急轉"是:

而劇中之高潮就發生在玄宗、貴妃和楊國忠等人逃至馬鬼驛的
時候，楊氏兄妹被殺的一刻。初時，眾軍只是要求殺“專權召亂，

又與吐蕃私通.. ((埋玉))之楊國忠，他本乃誤國誤民之權相，實在

是死有餘辜，他的死亡倒令觀眾感到大快人心。
“1'1 中英雄面臨一個突如其來，自身又毫無心理準備的大變
局，令他措手不及，遂跌落萬劫不復的深淵 0"[11)

但是，眾軍卻進一步要求搏殺貴妃，多次喊出“不殺貴妃，死
不凰駕.. ((埋玉))之說話。陳元禮更指:

“貴妃雖則無罪，圈，忠實

其親兄，今在陸下左右，軍心不安.. ((埋玉))。此時此刻，唐玄宗

“急轉所緊接著的必定是發現"。【叫而亞里士多德認為“發現"
是:

正面臨“江山與美人..的重大抉擇，劇中呈現了難分難解的局面，
深深吸引著觀眾的注意力。然而，最終卻是由貴妃作自$益的決定，

她的死亡是一種甘廠的犧牲，所以觀眾的反應肯定是大異於其兄，
“指從無知到知識的轉變，使那些處於順境或逆境的人物
發現他們和對方有親屬關係或仇敵闖係。" [叫

她的捨命能夠勾起觀眾的憐憫和同情。而且，最諷刺的是竟然抉擇

者非玄宗，而乃是一介女流的楊貴妃，她一句“望陸下捨妾之身，
以保宗社.. ((埋玉)) ，以顯示她甘願捨身報國的精神，不但益顯了

玄宗在兵變之前都是身處順境的人物，他一直陶醉在聲色犬馬
當中，這時，玄宗對於身邊的事物都是無知的。然而，

“突轉"之

後，他發現本來與安祿山之君臣關係忽然、轉變為仇敵關係，深知乃
“邊廷造反.. ((驚變)) ，這是相當於“人與人之關係的發現"。【叫

另外，玄宗對自己的處境亦有所發現，他一直誤以為身邊皆是

賢相良臣，即使臣下多次上奏安綠山圖謀作亂，他仍然不甚重視，
及叛亂成稱之際，他才省悟亂臣逆子的禍國殃民，從歡樂的假象中
得到醒悟，以及意識到一己為君之重任。不過此時，玄宗亦只好與

玄宗之懦弱無能，更一洗貴妃“紅顏繭水"的形象。
若果與自樸〈梧桐雨〉中的貴妃形象相比，就更能看出洪昇對
〈長生殿}中的貴妃形象塑造之用心。在{梧桐雨}中，當貴妃遇到

要被陳元禮及其部下所殺之時，她顯得貪生怕死，只會對玄宗說:

“降下，怎生救妾身一救" , 1171 並沒有絲毫捨身為國的精神。反之，
〈長生殿〉中，貴妃則說:

“望燭自盞，以定君心.. ((理玉)) ，可見

二者是大異其趣，更不可同日而語。

此外，在高潮部分中，也是劇中人物“受難.. (suffering) 和死

貴妃及陳元禮等人速離長安，幸蜀免禍。此時的悲劇氣氛就愈是逼

亡的時刻。亞里士多德認為除了“逆轉"和“發現"之外，

近。

是第三個悲劇結構元素:

(三)高潮(第廿五齣〈埋玉))

“受難"

“苦難(受難)是毀滅或痛串串的行動，例如死亡、劇烈的
痛苦、傷害和這類的事件，這些都是有彤的。" [18]

及高潮部分，將劇力推展至巔峰。就高潮的定義，利斯克認為
“高潮為上升行動的終點"。叫不但如此，利氏更指出:

另外，姚一葦在解釋亞氏的“受難"時，還補充說:

“受難是

悲劇所獨有。" [19] 而(埋玉〉一幕，便刻創 7 貴妃受難的時刻。她

“戲劇出現了最是難分難解的局面，這個動作突出於其他
事件之土，這就是一輛戲的高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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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在一株梨樹下，“作腰間解出白線再作“哭繼介..後。就此，貴
妃命喪於白練之下。然而，

“死"並非代表著終結和絕望，反而

219

“‘死在中國悲劇中常常是希望和理想的代名詞，是自我犧牲精神

會，魂兒可以離合，死亦可以復生，二者終能團殼。洪昇便是安排

和倫理美德的昇華。" [叫而貴妃的犧牲精神在高潮部分便得到體

一個超現實的地方一一仙宮，作為兩人重寶康之處。

其實，對於“大團圓"的看法，歷來毀譽參半，姑勿論其優

現。

劣，只是究其原因，是與中國人的審美和社會心理有闕，王國維在

(四)下降行動(第廿六齣〈獻飯〉至第五十齣〈重圍))

〈紅樓夢評論〉中曾說:

“吾國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精神之戲曲

下降行動是在高潮過渡後作為一種舒緩的作用。利斯克指出:

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
“這階段的動作難免有樞強烈的悲憫的感情成分，所以劇

作家有時加入一點‘喜劇的暫施， (∞mic

relief

成分，以稍調和過分的感情張力( tension)

0

"

;即“喜劇舒緩"

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

)

[211

而且，觀眾本身已經是身處於不瀚的現實世界之中，當走進戲
棚時，就更是不顧看到悲劇的收場。皮之，是期望從戲劇欣賞當

這裡所言“喜劇的暫施在國自j 中透過玄宗和貴妃的重買賣而得到

體現。朱承樸、曾慶全指出:

“傳奇劇本的結尾，絕大多數是生、

旦團團。"【221 由此而見，生、旦重圍之結局乃是傳奇中常見的。

中，能給予他們一點的安慰和盼望，正所謂“傳奇原為消愁沒"

0

(25]

可見，大國團結局的背後是包含著觀眾欣賞心理之一大因素。所
以，中國悲劇請求“團圍之趣叫而《長生殿}亦不例外。

而在劇中的下降部分，玄宗與貴妃因情梅和情癡，最終能夠在

在此部分，還對其他人物下場作一交代。在〈刺逆〉一齣，交

“八月十五夜，月中大會" ((寄情))重違於蓬萊仙宮，而且更是得

代 7 叛賊安祿山之下場，終被其長子安慶緒所使之李豬兒所殺;而

到玉帝敕諭而結合，從織女口中道出:

郭子儀亦能成其心志，

“玉帝敕諭唐皇李隆基、貴

“再造唐家社稜

“且喜祿山授首" ((收

妃楊玉環:咨爾二人......鑑爾情深、永為夫婦" ((重圓))。在兩人

京)) ，大敗敵軍。在這些善人必令其終，惡人必罹其罪的情節交代

重寶貴的大團團結局下，就能舒緩觀眾的情緒張力。如李春林所指:

下，無疑亦能起了舒緩觀眾感情張力的作用。

“‘六團團結局，使人的‘張力系統，鬆她那是確切的。"叫
此外，若果根據李春林將“大團圓"歸納為七類的方式去探討

小結:

{長生殿}的話，叫那麼〈長生殿}是屬於“仙化式"的大團圈，
皆因玄宗“本係元始孔昇真人" ((軍團))

;貴妃乃是蓬萊仙子，兩

布萊希特 (Brecht，

Bertolt, 1898 - 1956) 認為: “布局是戲劇的

人既是仙人，又是重司法於蓬萊仙宮，固然是屬於被仙化 7 的團團結

靈魂>>

局。

理。的確，洪昇對{長生殿}的結構鋪排極為用心。首先從展示部
然而，劇作家以一個超現實的情況作結，實在是別有用心。正

,

[27]透過對〈長生殿〉的結構分析，我們就能明白筒中的道

分入手，處處留下伏線，繼而是上升部分，用以加強氣氛，使節奏

好是表示對現實不滿的一種投射，由於在現實世界中不能尋找到出

緊湊，再進入高潮，令觀眾情緒達至巔峰，最後的下降行動，就使

路，且未能如願以償，這股強烈的顧望只有依靠浪漫主義的手法，

觀眾情緒得以舒緩。可見，由於劇中結構緊密，而通過悲喜交錯的

以一個超現實世界去代替現實世界，反映在戲劇之中，以對劇作家

情節(附團一) ，能對觀眾的情緒帶動起了重大的作用。

自己的顧望有所寄托。故此，在戲劇中往往生、且都是夢中可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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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角色都有其特定的權利與美務......身分地位愈

第二章悲劇元素

高，其勢力愈大，但其責任與義務也至巨......l!p 社會對他的要

(一)悲劇衝突( tragic
雅斯培認為:

求特別高，需要他壓抑的情況也比較多。"，叫

conflict)

“當兩個互不相涉而又真實的潛力彼此衝突的時

候，悲劇就發生了。"【叫拉斐爾 (D.

從此便可得知地位愈是高尚的人，更是容易發生慾望與責任的

衝突，也就是個人與社會的衝突。唐玄宗擁有高尚的地位，對於愛

D. Raphea1)也說:

情追求的慾望是熱烈的，但，他同樣需要遵行自己在社會上的職
“悲劇經常展示一個街突......我認為，這是與一種不可規避

之力量( inevi包ble

power)

，或可稱為自然律(0<前臨ity )的街突

......它的勝利永遠屬於自然律，而 .1 中主角就會被擊例。"

>

[29

責，安邦治國則是為人君者所不可逃避的。

除此之外，享樂原則 (p1easure pr凶.cp1e) 正代表著玄宗內心的慾
望，他希冀能夠藉著一己至高無上的地位去盡情的享受，望“此生
終老溫柔" ((定情)) ，又以為“行樂何妨" ((定情)) ，個人的原始

劇中的男主角就正面對著兩種同樣具有合理性的力量E所產生的

,

rea1i ty

“這些

，叫例如愛情與對國

能為力，玄宗所負擔的責任與現實的積境畢竟成為了“不可規避的

衝突，就是國家與愛情。黑格爾 (Hege1， 1770 一 183 1)指出:
矛盾的力量，本身雖皆屬有道理的 (rightful)"

慾望就支配了玄宗的內心世界。另一方面，現實原則(

prinicp1e) 郤把他重重地擊倒，或許個人在社會力量的掙扎中顯得無

家忠誠一樣值得讀揚，但，它們卻互相排斥對方的合理性。即使兩
者都應該具有本身的價值，不過，它們在衝突中卻存有排他性，成

力量"。最終，享樂的慾望被擊倒。換言之，他的愛情遭受到毀滅和

犧牲。這一如德國哲學家希勒( Max Sche1er,

1874 - 1928) 所說:

了兩般不協調的力量，而產生衝突。

其實，愛情是一種慾望，柏拉圖 (P1ato，
出:

427B. C. - 347B. C.

“在悲劇中兩種絕對價值的對象產生街突，必有一種絕對

)指

“關於愛情，總結起來說，它是一種慾望，想凡是好的東西永

的價值遭到毀滅﹒" b(]

遠歸自己所有。"口l 】國家則是一種責任，每個人在社會上都各自具

有不同的責任和限制，玄宗雖然是一國之君，但亦難以逃脫。而限

制亦可以說是一種禁忌。李緒鑑指出:

“祭思是人們為了避免某種

臘想的超自然力量或危險事物所帶來的災繭，從而對某種人、物、
言、行的限制或自我迴遜。" ，叫無論是社會責任，或是社會上既有

的價值觀等等都是限制了個人的言行，這亦成為了玄宗追求愛情的

而且，若果根據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 - 1939) 心理學

說，將人的心理內在本質劃分為“原我" (id) 、
“超我"

(superego)

“自我" (ego) 和

，那唐玄宗的原始慾望便是來自原我，當玄宗被

原我完全主宰內心世界之時，就不會顧及客觀或現實所賦予的限
制，而只值要求無條件的慾望滿足。這時候，玄宗可以說是完全接

受享樂原則的支配。然而，自我卻限制了原我的要求，自我是基於

限制。

這種“江山與美人"的衝突，張淑香都指出背後是權利與義

現實的原則上為原我尋求滿足，

“它遵循著現實主義的原則......與

原我只顧自己的滿足的享樂主義原則形成顯明的對比。 JJ [35)所以，

務、社會與個人的衝突:

原我需要與自我互相協調。但玄宗罔顧現實之限制。由此，原我的

慾望與自我的道德觀念便產生衝突。正因客觀世界並不會服從他的

主觀慾望，最終，個人的慾望受到重犬的挫折，玄宗的愛情也成為
泡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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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得知論(

(二)經歷痛苦 (suffering)
經歷痛苦是布魯克 (D. Brook) 所言的其中一個悲劇的構成成
分。【 361 劇中的男女主角同樣遭受痛苦，這種痛苦就體現在兩人面對

knowledge )

獲得知識亦是布魯克所主張的悲劇成分之一。【 381 而弗格森 (R

Fe喀usson) 說:

分離和死亡的過程之中。
在貴妃與玄宗相戀的過程中，貴妃飽受精神上的折磨，她情緒

上的恐慌、缺乏安全感和無助，就成為了她精神上的負擔。她自從

“悲劇行動是主角內心歷程由無知至透過遭受痛苦而獲得
知識的模擬。"[叫

與君定情後，心中唯求“情重恩深，顧世世生生，共為夫婦，永不

相離.. ((密誓))。但玄宗每每叫她失望，玄宗的一度寵幸貌國夫人

由此可見，當主人公經歷痛苦之後，就可能會獲得知識。

及私會梅妃，都教貴妃“寸心如剪.. ((夜怨)) ，即使傷心，亦是敢

首先，在劇中男主角唐明皇經歷了險遭國破家亡及痛失貴妃的

痛不敢言。玄宗此等不專一的行為都一直傷害著貴妃，使她精神上

痛苦後，就獲得了重新的知識。他首先能夠意識到自己失職的錯

承受了無比的痛苦。

誤，不但自言是“空造一朝天子" ((獻飯))而且在郭從禮道出禍

除此之外，是兩人面對第一次的分離。由於貴妃件旨，使玄宗

大怒，玄宗在怨氣沖霄之際，下令將貴妃誦出宮外。於是二人陷於

亂的根由時，玄宗亦回應:

“此乃朕之不明，以至於此" ((獻

飯)) ，從而領悟出為君之責任，這實在是他的悲劇領悟。

面臨分離的痛苦，貴妃被請閩然傷心，從她“潰愁粒滿面啼痕"

其次，是他重新發現到臣叛相奸的事實，這是在他未經歷痛苦

((獻髮))可見一斑。然而，玄宗亦為其所學而感到後悔不已，更說

之前所意料不及的。他一直以為身邊皆是輔政良臣，但自從他經歷

出:

賊子安祿山作反後，才明暸到“滿朝臣宰，一味貪位取容.. ((獻

飯)) ，實在是“逆藩奸相" ((獻飯))。這點與巨星士多德所言的
“寡人在此思念妃子，不知妃子怎生思念寡人哩......淚眼

“發現"相近，亞氏說:

“(發現)使那些處於順境或逆境的人物發

現他們和對方有親屬關係或仇敵關係。" [叫而獲得知識亦可算是從

不乾，教朕寸心如割。" ((復召))

“發現"中發展出來。
可見兩人同是陷於痛苦之中。另外，是兩人面對永遠的分離

一一死亡，正如霍爾曼(R. 1. Ha11man) 所說:
的需要"

0

“悲劇表示出對死亡

[37] 而死亡就發生在馬東驛之地，當眾軍士要求殺貴妃之

不過，玄宗不但對身陷的處境有重新的認識，而且他於內在價

值觀方面亦得到重新的領悟，就好像布魯克所說的是“對人生或人
類的基本情況的洞察之悲劇知識。"圳在社會上，一般都會認為擁

時，兩人不單要面臨抉擇，而且要面臨即將永世分離的痛苦。而貴

有地位和名利的人總是勝人一簣，儒家立功、立德、立言的思想更

妃更要面對死亡的威脅，最終她承受了死亡的痛苦，就此死於白練

植根於社會，而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對於富貴利祿也是採取認同的態

度。孔子亦曾說:

之下。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 ..

((論語﹒里仁)) ，這句話稍稍反映了社會對富貴貧賤的看法。而自

從玄宗經歷了繭亂之後，他反省到“堂堂夫子尊，不及莫愁家"
((埋玉))的道理，這無疑是與傳統以來的價值觀背道而馳，亦是一

個深刻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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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輝作用(

第三章人物性格

Catharsis )

在亞里士多德{詩學) (Poetics) 中，

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能夠引起“憐憫 (pity) 和恐懼(fe訂)的
情緒，而且能使情感得到陶冶"

0

[叫“陶冶"的原文作 Katharsis '作

宗教術語，意思是“淨洗亦即“淨化作用"和“清游作用"。而

“人物"是屬於悲劇的六

個成分之一，而它的重要性僅次於“結構"之後，叫亞氏之學說的

確能夠下開後世對人物性格之重視。而{長生殿}中出場人物眾
多，每位皆有其鮮明的性格特徵，因不能對劇中人物逐一分析。只

在醫學中，是指通過發洩獲得一種心靈的輕鬆和平衡。
在劇中，女主角楊貴妃的遭遇就正正能夠引起了觀眾的憐憫和

好挑選較有代表性的人物作為探討的對象，分別是男主角唐玄宗、

恐懼之情感，使觀眾的情緒得到了淨化。引起這兩種情感的根由是

女主角楊貴妃、正面人物郭子儀和雷海青、反面人物安祿山和楊國

楊貴妃的為國捐軀。楊貴妃在安祿山叛亂所需要負上的責任是眾說

思。

紛耘，劇中的人物對於此問題亦存在分歧的看法。例如郭從護就將
責任卸在貴妃的身上，他說:

“我想天寶皇帝，只為寵愛了貴妃娘

娘，朝歡暮樂，弄壞朝綱" ((看襪))

;但李誤則說:

妃娘娘，當日只為誤任邊將，委政權奸，以致廟讓顛倒"

詞))

(一)男主角唐玄宗

“休只埋怨貴
((彈

卜過於自信

;而土地亦說貴妃是“為國捐軀" ((神訴))。而綜觀全劇，我

認為洪昇無疑對楊貴妃的遭遇是同情多於譴責。不但是由於洪昇用

眾多的劇中人物道出貴妃乃是為國捐軀，而且，她在宮廷生活中也

唐玄宗過於自信的性格很早已表現出來，這就使他錯誤估計唐

室國勢，招致日後險遭唐亡之難及悲劇之發生。玄宗上場即說:
“端冕中天，垂衣南面，山河一統皇唐" ((定情)) ，表示唐室無為之

是處於被動的位置，對圈政事務並無直接影響。

除此之外，恐懼的感情亦基於她義無反悔地主祖國為君的捨命而

治，盛平之勢。他更自言是:

引發出來。她的死亡無可否認是會引起觀眾的恐懼。但'與此同時

亦引起了憐憫的情感，這就使觀眾的情緒得到渲洩，引起了悲劇的

“任人不二，委姚、宋於朝堂;從辣如流，列張、韓於省
閣。且喜塞外清風萬里，民間栗賤三錢。真個太平致治，庶幾

快感。格林 (Andre 臼een) 亦說:

貞觀之年;刑措成風，不減 i英文之世" ((定情))。
“悲劇當然給人快感，但是這種快感都沾染著痛苦:恐怖

就充分流露出玄宗過分自信的性格，乃是悲劇缺陷(

和憐憾的混合。 "[43】

tragic

flaw; 希臘文Hamartia) 之一。這使他對唐室國力抱有過分樂觀的態

“當死亡注

度，驅使他在處理國政事務時變得輕率魯妄，從他處理安祿山失職

定悲劇英雄的失敗時，悲劇英雄反而表現前所未有的偉大與高貴的

一事便可觀之。安祿山征討契丹大敗而回，本屬死罪，但玄宗卻以

人格。"【叫賣妃的捨生已經足以反映她是擁有高尚和偉大的人格，

祿山能“通曉六番言語，精熟諸般武藝，可當邊將之任"

使人產生崇高感(

極)) ，而“赦其前罪"及“授職在京" ((春睡))。如此誤判祿山，

然而，貴妃之壯烈犧牲，亦能顯出她高尚的人格，

sublimity )

，基於她高尚偉大的人格就能收到清福擎

的效果，更令觀眾有意志上揚的快感。

不但是放虎歸山，釀成後息，且算是玄宗的失職及過失。正如巨里

士多德在分析“人物"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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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於

“哎，那跑馬的呵，乃是進貢鮮蓊枝與娘娘的。一路上來，不知踏壞
了多少人... ..." ((進果))。這都是玄宗的荒溼縱情所致。而在〈彈

厄運;不是由於他為非作悉，而是由於他犯了錯誤。" [叫

詞〉一幕，樂工李龜年曾以“強了朝綱，占了情場"去形容玄宗的
2.

行為。就連貴妃亦指玄宗“到三竿猶不臨朝" ((絮聞))。帝主之荒

無知

涅，可能就像培根( Bacon, Franci旦，

1561 -

1626) 所言:

由於玄宗過於自信的性格缺陷，促使他對國事採輕率、漠視的
“他們(帝王)本身對於整頓圖改與為人民增福利的事業

態度，他因而漸漸變得無知，尤其國政方面，就更是顯得愚昧。自
安祿山被命為范陽節度使後，便於邊疆一帶擁兵自重，割據一方，

又缺乏堅定與熱烈的志願;因此很多帝王便將他們的心智與慾

造成唐室內憂，但他卻愕然不知，就連楊國忠及其他臣下上奏瞬於

望移注至.)遊戲的事物上。"【吋

此事時，他仍漠視不顧。好像楊國忠曾上奏:

“祿山異志腹藏刀，

而玄宗就將自己的心智放於貴妃身上。

外作癡愚容貌，奸同右勒倚東門嘯......望吾君皇立賜罷斥，除兇惡

早絕禍根苗" ((權闋))。可惜玄宗並未有聽從智慧老人 (wise

old
4. 軟弱，斷

m組)的忠告，最終招致日後發生悲劇。

此外，在玄宗逃至馬鬼驛'當一個老漢郭從謹冒死講出禍國
時，玄宗竟說:

玄宗身為九五之尊，但他卻是位軟弱寡斷的君皇。當安祿山兵

“國忠構釁，祿山謀反，寡人那裡知道" ((獻

“那綠山呵，包藏，禍心日久，四海都知

陷長安之際，他不但沒有作出即時的對策，反之，只懂問“卿有何

逆狀。去年有人上書，告祿山逆跡，陸下反賜誅戮" ((獻飯))。從

策，可退賊兵" ((驚變))，這裡足見玄宗的軟弱無能。另外，在眾

這段對話，已足以顯出玄宗任人不明，阻塞言路，無知腐敗。另

人逃至為鬼驛時，眾將士要求殺貴妃之際，他一味只求兩全其美，

外，長安失陷，楊國忠上報，玄宗竟問:

只懂“無語沉吟，意亂如麻" ((埋玉)) ，亦只會說:

飯)) ，郭氏則立即反駁:

“守關將士何在" ((驚

變)) ，這也是充分流露出一副糊塗君皇相。

“好教我難禁

架" ((埋玉))。在玄宗優柔寡斷、缺乏主見性格下，最終就連自己
深愛的妃子亦不能保護，此處可見到他是個無能的君王。

3. 儼情聲色
5.

愛情專一

縱情聲色、安於逸樂也是玄宗的主要性格。玄宗貴為一國之
君，他理應有至高無尚的權威，與此同時，他必須負起治閣重任。

愛情專一，當然是針對玄宗與貴妃相戀的後期而言。這點亦是

可惰，玄宗卻只耽於安逸，放縱情慾，終日寄情於聲色玩樂之中。

玄宗性格變化的地方，無疑他們初戀的時候，玄宗是顯得用情不

他曾說:

“〈昇平〉早奏，韶華好，行樂何妨" ((定情)) ，他貪圖享

專，不但曾與貌國夫人鬼混，又與舊相好梅妃私會，這些不忠的行

樂的性格已初露端倪，他希望藉著一己的權力，享“此生終老過柔"

為皆令貴妃傷心欲絕。但自從經過這些波折後，玄宗對貴妃變得專

一不移，兩人更在長生殿裡盟私訂，望“在天顧為比翼鳥，在地跟

((定情))。

他遇上貴妃後，更不情為討美人歡心，派人遺至南海、清州運

為連理枝" ((密誓))。

送姦枝回朝，此舉就使老百姓百上加斤，好像一個老田夫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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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馬鬼驛中，貴妃之喪命，使玄宗痛不欲生，更一度打
消幸蜀的念頭，他說:

“咳，我便不去西川也值甚麼.. ((埋玉))。

而在(聞鈴〉一齣更寫盡玄宗痛失貴妃的心情，他不單常作淚介，

而且多次傾吐心聲，他說:

而在封建社會中，女性一直處於低賤的地位，更有“惟女子與
小人難養也"的說法，但是，洪昇思想進步，並未有漠靚女性的尊
嚴和地位，沒有將鍋國之責任推卸在貴妃身上，是超越前人以貴妃

為禍水的觀念，這點是值得嘉許的。

“新斯零零，一片淒然心時驚。遙聽隔山隔樹，戰合風雨

高響低鳴。一滴一點又一聲，一滴一點又-聲，和愁人血淚相

2. 愛情堅執

通。"

又說:

在洪昇筆下，楊貴妃被塑造為具有高度愛情情僚的人物。這點

“如今獨自雖無慧，問餘生有甚風光!只落得淚萬行愁

千狀.. ((哭像)) ，他如此哀痛也是出於對貴妃之真愛。

在劇中是位美貌出眾的宮繽﹒她自從被封為貴妃，一直對愛情表現
堅執，希望得到“地久天長.. ((定情))、永恆不變的愛情。早在

〈定情)中，她已有“惟顧取情以金堅，釵不單分盒永完"的要求。

(二)女主角楊貴妃

此時，她已經芳心稽許﹒深愛著玄宗。即使玄宗曾兩度傷害她，但
她依然一心一意對待玄宗。她更說﹒

1 .嚮牲精神

..若得一個久長時死也應，若

得一個到頭時死也旗.. ((密警)) ，這流露出她對愛情的專一態度。

楊貴妃雖然是一介女流，但她的犧牲精神絕對不容忽視。她在
劇中一直處於被動的位置，直至在叛軍攻陷京師後，她就發揮其捨
身報國的精神。在馬鬼驛，當眾軍要求殺貴妃之時，她和玄宗同樣
陷於“江山與愛情"的兩難。但她的態度與玄宗相對而言，卻顯得

十分勇敢、無懼。正所謂情義兩難全，終於她捨情取義，甘顧犧牲

自己，她說:

在{長生殿﹒自序}已有“凡史家穢語，概削不書"的說法。貴妃

“臣妾受皇上深恩，殺身難報。今事勢危急，望賜自

盞，以定君心.. ((埋玉))。又說:

“望陸下捨妾之身，以保宗社"

((埋玉)) ，若與玄宗的優柔寡斷並而觀之，更益顯其勇氣可嘉。
而且，若果以{長生殿}中貴妃的捨身精神與元代白樸{梧桐
雨}相比較，那就更是一望而知。《梧桐雨}中，當玉環面臨“江

山與愛情"的抉擇時，玉環只僅說“陸下，怎生救妾一救"

,

[叫與

{長生殿〉的貴妃形象相題並論，已經是大異其趣。綜觀而論，洪昇
以一個女流之葷的楊貴妃之“為國捐軀與唐玄宗之無能相比，無

疑是對昏君進行了譏諷和歌頌了貴妃的捨己。

她對玄宗的愛也是異常真摯，她將要命喪黃泉之時，依然叮囑

高力士“聽聖蔥，須索小心奉待。再為主是轉奏聖上，今後休要念我
了.. ((埋玉)) ，她對玄宗可謂無微不至。而且她即使己命喪黃泉，
但對玄宗的愛意卻無絲毫的退減。她死後曾說:

“風光盞，信誓

捐，形骸瀉。只有癡惜一點一點無摧挫，拚向黃泉，牢牢擔荷"

((冥追))。
而且只要“情絲再績，情顧前下仙班.. ((補恨)) ，可看出她對

愛情的堅執。除此之外，

{長生殿〉中楊貴妃對愛情專一的態度，

亦是歷來文學作品中的新突破，因為劇中刪去了貴妃當作過李隆基

兒子轉王的妃子，亦無與安祿山的曖昧棚係，所以是一洗貴妃“尤
物

3. 性妒

由於貴妃對愛情的堅守執著﹒所以驅使她不顧與其他人分享自
己的深愛者玄宗。故此，每當玄宗與其他后妃相好之時，貴妃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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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相當不滿和妒J忌。好像當玄宗與梅妃、韓國夫人等遊幸曲江之
時﹒由於她的姊姊重盟國夫人被召入宮，貴妃竟因而件旨，

“怪伊.<K，負恩﹒歡心假人面，怒髮衝冠......安祿山﹒你竊

神器上逆皇天，少不得頃刻間橫血流，我擲琵琶，將賊臣碎首

“忽然先

回宮.. ((傍訝) ) ，引起“聖上大怒.. ((倖恩)) ，她更因此險遭誦出

報開元﹒"

宮外，這無疑也是基於她住妒而已!而且，貌國夫人指出“趟家姊
姊多相妒.. ((倖恩))。而從宮女口中亦能得知“楊娘娘十分妒忌"

即使因此而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辭，足以看見他正氣磅薄、勇敢

捐軀的高尚情操，他更成為了劇作家的代言人( mouthpiece )。另

((窺浴)) ，這幾點己能清楚看到貴妃嫉妒的性格。
不過，無可否認貴妃性妒，可能是基於她對愛情的堅執，不甘

外，他還痛斥叛臣逆子，指出滿朝文武:

“平日價張著口將忠孝

與別人分享己愛，而且正所謂“情真妒亦深.. ((絮閩)) ，這亦是無

談，到臨危翻著臉把富貴貪。早一齊兒搖尾受新銜，把一個君親仇

可厚非。洪昇在塑造貴妃時，不但有其善良、勇敢、情真的一面，

敵當作恩人感.. ((罵賊))。可見他非同流合污、貪生怕死之徒，絕

亦能描繪出她人性的一面，能成功地刻劃出一位圓型人物( round

不觀顏事敵。而吳舒覺亦在眉批中評雷氏:

character) 。

而一樂人獨無捐軀，烈性足于古矣。"

(三)正面人物郭子儷、雷海青

(四)反面人物安祿山、楊國忠

“滿朝舊臣甘心降順，

反面人物方面，則以安緣山和楊國忠為代表。兩人皆是卑鄙無

郭子儀和雷海青同屬於〈長生殿}的正面人物。他們作為反抗

恥、蝸國殃民之徒，成國家大惠。

惡勢力的一般正義力量，成為劇中的英縫人物。
郭子儀更早有“替朝廷出力.. ((疑裁))的雄心壯志，他希望能

安祿山為人狡詐，他征討契丹大敗而回，本乃死罪，但他為求

“做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兒，幹一樁定國安邦的事業.. ((疑識))。所

自保，不惜賄路楊圈，想，進行“通笛關節.. ((賄權)) ，初步己能看

以，他已心存單祖國為民賣力的志穎，可惜的是壯懷磊落無人知。但

到他狡猜險惡的一面。楊國忠也指他“肚裡暗藏狡詐.. ((權闋))。

他並未因此而放棄，反而對國家政事多加注意。他在繭患未然之

更重要的是這個逆子早存異心，對唐室不忠，他早在失職之時，己

時，已經能夠洞察先機，看清唐室外戚專筒、邊將割據的危機，深

說:

知“楊國忠竊弄威權，安碌山濫膚籠眷，把一個朝綱，看看弄得不

為范陽節度使後，他就晴圓大事，密謀作反，擁兵割據，自言:

“異志十分難屈伏，悍氣千尋怎蔽遮.. ((賄權))。及他被外派

成模樣了.. ((疑昌鐵))。而且更為了憂國事而“自髮新添四五莖"
“我安祿山夙懷大志，久當其諜，只因一向在朝......且喜

((偵報))。
直至安祿山作亂後，他領兵討賊，能夠掃清群霆，

“收復兩

京，再造唐家社稜" ((勦寇))。他在國家危難之秋，挺身而出，終

跳出樂籠，正好晴圓大事......番漢並用，性情各別，難以任為
腹心，因此奏請一概用香將.. ((合國))。

敗叛黨，是為劇中的英雄人物，當然也是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了。
而雷海青雖為伶工，亦不曾讀書獻策、登科及第，但是，他視

在他陷聞之際，他更表明奪取唐室江山，

“可不遂了我平生大

死如歸的精神卻是值得敬佩的。在(罵賊〉一幕中更破口大罵逆賊

顧" ((陷關))。然而，最終這個逆子卻被自己的長予安慶緒使人殺

安祿山:

掉，這回亦可算是大快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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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楊園，憊，他官拜右相，理應以輔政為己任，可惜，他非但

社會上總是顯得軟弱無力，這是一種文化上的特質。就此，張淑香

沒有盡一己的責任，反而藉著自己的權勢去滿足己慾，謀取私利。

指出:

他亦自認要“窮奢極慾，無非行樂及時，納賄招權.. ((賄權))。還

敗一途..。叫這不單點明中國文化中所存在的國家與愛情之關係，

“浪漫的愛情是無法自立自存的，若不回歸社會，就只有挫

有，他在朝中進行實官嚮爵'敗壞朝風，從他收納安祿山的痛路便

同樣地，這種關係亦正正表現於唐玄宗的身上，而愛情終於遭受到

可見一斑，他收納了安祿山的賄賄，還說:

摧毀。然而，洪昇以玄宗與貴妃在仙宮相寶康作緝，顯示了他追求愛
情的強烈願望。

總括而言，洪昇是對這個感人落淚的歷史故事作出了重新的編

“安祿山，為因臨陣失機，解京正法。特獻禮物到府，要

((賄權))。

排，加入不少創作意念，豐富了傳統的李、楊故事。在{長生殿}
的悲劇結構上，精心安排;劇中文具備了四大悲劇元素，除表現了

這裡可晃楊國忠之奸相臉。就連安祿山亦曾指責他“賣爵嚮官

用;最後在人物性格上，刻劃既細致又鮮明。故此， (長生殿}的

求兔死發落。我想勝敗乃兵家常事，臨陣偶然失行，情有可原"

“國家與愛情"的悲劇衝突外，亦有悲劇痛苦、獲得知識及清游作
多少?貪財貨竭脂膏.. ((權闋)) ，又說他:

“恃外戚，施奸狡'誤

國罪，有千條" ((權闋))。實在是一語中的。然而，他的下場亦一

面世，深受觀眾所愛戴，亦取得高度的文學成就。無怪乎梁廷稱盛
讚:

如逆賊安祿山，終喪命於六軍之手，可算是罪有應得了。

“長生殿為千百年來曲中巨擊，以絕好題目，作絕好文

章，學人才人，一齊俯首。自有此曲，毋論驚鴻、彩毫形穢，

小結:

即以白仁甫秋夜梧桐兩亦不能穩佔元人詞壇一席矣! .. ({藤花
經過上述分析，一方面能夠對劇中人物有更深的暸解;另一方

曲話〉卷三)

面又能看到劇作家對人物塑造之用心，無論是忠與奸、正與邪、善
與惠，都營造出一個對比鮮明的關係。而且，男女主角的性格特徵

都各具別出心裁之處，尤其是女主角楊貴妃的捨已精神，更是能打
破前人的局限，這些特別之處也是需要多加留意的。

結論:

{長生殿〉是反映了唐玄宗如何面對人生的抉擇一一國家與愛情。
雖然二者本來都應該同樣被受尊重和肯定。但，作為代表著愛情的
個人力量，當面對“社會力量與價值壓倒性的權威tt [49] 之時候，就

呈現了個人與社會的衝突，而個人力量是會顯得無力抵抗。其實，
這種情況與中國文化背景有莫大的關遠。由於中國社會以儒家思想

為核心，一向以社會為重，並不提倡個人主義，所以，個人力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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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團一

情節發展

萬

/111 中內容

哼哼哼唐玄宗與楊貴妃相遇，兩人繼而定惰，共墮愛河。

ψ

悲

ψ

哼哼哼就國夫人被召入宮，貴妃不悅，因而件旨，觸怒皇

上，玄宗下令讀貴妃於宮外。

喜

哼哼哼玄宗、貴妃重修舊好

悲

吟吟吟玄宗與梅妃私會，貴妃傷心欲絕，兩人再次受到愛

•
ψ

..

•

情考驗﹒

喜

吟吟吟玄宗與實妃再次復合，海誓山盟-

,

哼哼哼安祿山攻陷長安，貴妃因而喪命，玄宗受到痛失至

小喜

吟吟吟玄宗與貴妃重遇於蓬萊仙宮;而亂臣賊子也有其應

大悲

愛和面首屆亡圓的雙重打擊。

得之下場;郭子儀亦已成其心志，再造唐家社擾。

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