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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读到怎样的元代杂剧
——“依相叙事”形态演进路径上的元杂剧考察

徐大军

摘要元杂剧的演述方式在戏剧范畴里的特异形态，并非是由其角色扮演方式决定的，而是缘于曲词叙事与角 

色扮演的配合方式，与当时的"扮词话”同样表现为以角色扮演作为曲词讲唱的配合方式，故可称之为“扮乐府”（元人 

统称散曲、剧曲为乐府）。它属于宋元伎艺“依相叙事”演进形态的一种，从扮演伎艺来看,是角色扮演借用散曲艺术成 

就的结果;从曲词叙事来看,则是散曲唱演方式置于角色扮演中的呈现形态。在元杂剧发展的早期，角色扮演还只是 

一种伎艺表述方式,尚未落实到书面文本，还未成为剧本编写的表述方式和体例规范;而曲词编写已有自己的书面规 

范和体例认同，并已确立了一个故事人物立场的联套曲词叙事体制,它与组套体叙事散曲在形态、体例上相同,皆不 

涉及角色扮演伎艺的表述方式和体制因素。参照于此,“元刊本三十种”并非元杂剧剧本的残本、节略本或单脚本，而 

应是增益本。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宋元通俗叙事文 

体与故事讲唱形态的文 

本化研究”（批准号：14B

ZW066）成果

我们能读到怎样的元代杂剧，这要取决于元人编写什么样的剧本，又留下什么样的剧本, 

然而元人留下的剧本实在太少了。《元曲选》中的那类剧本已经过明人戏剧观念的过滤与增 

益，属于明人编改后的元杂剧阅读本①。《元刊杂剧三十种》虽然确为仅存的元人刊刻本，但对 

它的文本属性又存在节略本、演出本、单脚本等不同说法,诸说皆参照于《元曲选》中的那类剧 

本,认定“元刊本”存在科白的简略或缺失,这就有意无意地导向了元杂剧剧本另有原貌的设 

定。如此一来，“元刊本”的存在一方面证明了元代确有文体属性的“元杂剧”剧本，另一方面又 

勾起了后人对元杂剧剧本的诸多疑惑:说它们是元代晚期的剧本，那么元代早期的剧本又是 

怎样的？说它们是节略本，那么完整本又是怎样的？说它们是艺人演出本，那么文人编写本又 

是怎样的？

我们之所以执着于对元杂剧剧本形态问题的追索，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是:剧本是戏剧 

样式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角色扮演则是戏剧表演和剧本不可或缺的体制性内容。这两个戏 

剧的基本要素被普遍认为存在于元杂剧的生成发展进程中。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元杂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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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表演艺术，它首先应属于伎艺范畴，其书面形态和伎艺形态肯定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 

对应。比如角色扮演原生于伎艺表演领域，并非因剧本编写而产生。当角色扮演还只是一种伎 

艺体制因素而未被剧本编写考虑时，元杂剧的剧本到底采用了怎样的表述方式和编写体例 

呢？如果元杂剧存在着一个没有“文体剧本”的发展阶段,就像元代的“搬唱词话”那样,表演时 

虽有角色扮演形态,但采用的是没有戏剧格式的“词话本”,那么《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文本属 

性就不是什么节略本、演岀本，而是增益本了。因此,“我们能读到怎样的元代杂剧”这个问题 

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元杂剧的演述方式及其所面对的伎艺族群生态，而元杂剧的演述 

方式在戏剧领域里的基本体制和特异形态，又皆缘于其曲词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

一、“扮词话”与“扮乐府”:两种词曲叙事的角色扮演形态

元代初年,当北方的城市勾栏里热闹地上演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这类曲牌体杂剧 

时,偏远农村的乡民们也在迎神赛社的庙台上自娱自乐地搬演着“脸戏”（即面具戏）《吊掠马》 

这类诗赞体杂剧。

“脸戏”《吊掠马》的出场表演者分两组:一组是'长竹”，即“掌竹”之意;另一组是“面具角 

色”,扮演故事中的人物。他们的配合方式是，“面具角色一般只舞蹈，没有唱词念白等。唱词由 

一个叫长（掌）竹的在台口 一侧吟唱”②。所以，这个“长竹”不是“脸戏”的角色人物，只是引戏人 

和曲词唱念者,类似宋代乐舞演岀中的“竹竿子”,指挥“面具角色”上下场和动作表演。这段 

“脸戏”是河北固义大型傩戏《捉黄鬼》中的一个古剧剧目，被认为是宋元民间演剧形态的遗存③。 

这种保留于乡村迎神赛社仪式的演剧样式，明显不同于那些在城市勾栏里表演的曲牌体杂 

剧。虽然它们都表现岀词曲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但配合的方式却大为不同。在《吊掠 

马》中，全剧的唱词（包括讲述话语和人物话语）皆由“长竹”这个故事域外的艺人负责唱诵,而 

“面具角色”不唱不说，只以动作表演来配合“长竹”。值得注意的是，就“长竹”的唱词而言，在 

词曲类型上是诗赞体，在表述方式上是叙述体,在表演方式上是讲唱式。这种戏剧表演形态在 

现有民间古剧遗存中并非仅见于一地一域，山西上党的迎神赛社演剧《十样锦诸葛论功》、贵 

州的地戏《罗成擒五王》、安徽池州的傩戏《陈州眾米记》等，它们皆依据叙述体的词话而作讲 

唱式的戏剧表演。池州傩戏《陈州乗米记》,其剧本之唱词、说白与明成化刊本词话《新刊全相 

包龙图陈州眾米记》的前半部分《打鸾驾》几乎完全相同,“全剧不分岀,只分五'断’，全部为叙 

述体，七言唱词，夹有说白。与其说它是剧本,不如说是地道的唱本”④。

上述民间古剧所显示的演剧形态,一般被认为是承自元代文献中所说的“搬唱词话”⑤。 

《元典章》是元英宗时地方官吏纂辑的示范性法令文书汇编,记载了元世祖以来五十余年间一 

些具有典型性、普遍性的案例，其中至元十一年（1274）十月有这样一个案件：

顺天路束鹿县镇头店，见人家内聚约百人，自搬词传，动乐饮酒。为此本县官司取讫 

社长田秀井、田拗驴等各人招状，不合纵令侄男等攒钱置面戏等物，量情断罪外。本司看 

详：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习学散乐、搬说词话人 

等，并行禁约，是为长便。⑥

此案件另见载于同是编定于元英宗朝而稍早的《大元通制》的“条格”部分，记为“般唱词话”⑦。 

二书所提到的“搬说词话”（或“般唱词话”）伎艺，曾引得当时的元朝官府颁令禁止，说明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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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方乡村的盛行之实，惜未留下具体的演剧描述，但由“搬说”“习学散乐”“面戏”之语，可 

知它是一种不同于元杂剧的表演形态。田仲一成认为,它“属于'词曲'和'假面'相结合的戏 

剧”,并把它类比于现存江西萍乡、婺源等县流传的追傩舞蹈中“花关索和鲍三娘”一段叙述体 

假面演剧形态⑧。由此可知,“搬说词话”（或“般唱词话”）与上文所述“脸戏”的表演形态相类, 

应是金元之际与曲牌体杂剧并行于世的一种戏剧样式。后世之所以称这样的演剧样式为诗赞 

体杂剧，是着眼于它所使用的词曲体制，非套曲,无曲牌，纯属讲唱的诗赞体词话;而元时称它 

为“搬说词话”（或“般唱词话”），则是着眼于它对词话的唱演呈现方式,即相对于单纯的说唱 

词话,它在词话说唱之上添加了角色扮演，故可称为“扮词话”。

“扮词话”之所以能归属于戏剧范畴,乃因为它有角色扮演的因素存在。至于“扮词话”的 

戏曲特点，则缘于其词曲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方式。词曲唱演和角色扮演，是戏曲的两个核 

心的体制要素和表达手段一一角色扮演能保证它有戏曲之实，词曲唱演能确定它有戏曲之名。

比照于“扮词话”，元杂剧在戏剧范畴里的标志性特征“一人主唱”，尽管也是由词曲唱演 

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体现的,但与“扮词话”不同的是，这里的“一人”乃指一个脚色（正末或 

正旦），它在元杂剧里的职责，最基本的是要扮演杂剧故事域中的人物，最重要的是要负责全 

剧曲词的演唱。比如关汉卿的《单刀会》在第三折关羽出场之前，正末在第一折扮演乔国老，在 

第二折扮演司马徽，分别讲述了关羽的功绩和蜀军的威猛（博望烧屯、隔江斗智、赤壁塵兵）, 

夸述了关羽的胆识和威风，劝说孙权、鲁肃不要对关羽轻举妄动，以免招惹祸端。乔国老面向 

配角人物“驾”和“外末”的唱述方式在元刊本中如下所示：

（等云了）（正末唱）

【那吒令】收西川白帝城，把周瑜送了。汉江边张翼德，把尸灵挡着。船头上把鲁大夫， 

险几乎间唬倒。将西蜀地面争，关将军听的又闹，敢乱下风雹。

（外末云住）（正末云）你道关将军会甚的？（唱）

【鹊踏枝】他诛文丑骋粗躁，刺颜良显英豪，向百万军中，将首级轻枭。那赤壁时相看 

的是好。⑨

就词曲叙事的方式来说，那些关于关羽丰功伟绩、英勇无敌的曲词，是从正末所扮演的乔国老 

这人物口中唱述出来的，而不是像“脸戏”《吊掠马》那样由故事域外的专职讲唱人“长竹”来负 

责的。另外，这段词曲叙事是处在一个对话场景中，由配角人物承应、挑动主唱人物唱述出来 

的。上面引文中的“等云了”“外末云住”标识,明编本的对应之处则是配角人物鲁肃的宾白“收 

西川一事，我不得知，你试说一遍”,“他便有甚本事”。明编本第一折中还有鲁肃的对于博望烧 

屯的“小官不知,老相公试说者”、对于赤壁塵兵的“小官知道,老相公再说一遍者”之类的宾白⑩。 

就历史逻辑而言,鲁肃作为与蜀军对阵的一个东吴军事首领，不知关羽的英雄业绩是不可能 

的，所以，配角人物鲁肃的这类宾白完全是从故事的叙述需要来设置的,为的是挑动主唱人物 

乔国老的词曲唱述。这样的词曲叙事方式，要比“脸戏”《吊掠马》那样的“面具角色”不唱不说 

而由“长竹”专职唱述的方式显然更为形象、生动。

应该说，关汉卿《单刀会》所体现的词曲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普遍存在于元杂剧 

作品的演述体制中。

按照元杂剧的规制，一部杂剧的曲词会付于正末或正旦这一个角色，他可以是故事主人 

公,也可以不是;可以在剧中只扮演一个人物，也可以每折变换而扮演多个人物，但无论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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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要负责曲词的唱演任务，其他角色人物只是以宾白或动作配合主唱角色把曲词唱演岀 

来。比如《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它们的主唱角色都是杂剧故事的主人公，且曲词只付于 

一个人物，而《千里独行》的主唱人非关羽、《隔江斗智》的主唱人非诸葛亮或周瑜、《薛仁贵衣 

锦还乡》的主唱人非薛仁贵、《哭存孝》的主唱人非李存孝、《襄阳会》的主唱人非刘备、《陈季卿 

悟道竹叶舟》的主唱人非陈季卿。至于某一折的主唱人非主人公的现象则更为常见，比如《黄 

鹤楼》第二折以禾侠为主唱人来描述社火场景，《气英布》第四折以探子为主唱人来描述项羽 

与英布对阵厮杀的场面，其他还有《单鞭夺槊》第四折的探子、《存孝打虎》第四折的探子、《飞 

刀对箭》第三折的探子;有时这种探子类主唱人物会被赋予明确的身份，如《火烧介子推》第四 

折的樵夫、《柳毅传书》第二折的电母、《涌池会》第四折的蔺相如、《哭存孝》第三折的莽古歹， 

等等。这些人物并非杂剧故事的主人公而被安排成主唱人物，很明显不是为了他们的人物塑 

造和性格刻画，而是因为以其立场来进行曲词唱演可以方便故事叙述，尤其探子,完全是个功 

能性人物，他们的曲词唱演就是为了完成舞台上难以表现的盛大事件、繁杂场面（战争、集会、 

宴乐）的描述任务。

至于元杂剧的曲唱部分,它通常由四个不同宫调的套曲组成，曲词在元杂剧中的核心地 

位,无论是在表演形态还是在剧本形态，无论是在科白缺少的元刊本还是科白齐备的明编本, 

皆非常明显。元杂剧的四大套曲所具有的叙事属性，表明它与“扮词话”一样，都是以曲词为表 

述手段和内容主体，只是它的代言体、曲牌体套曲与“扮词话”所使用的叙述体、诗赞体词话明 

显不同，它的词曲叙事与角色扮演间的配合关系要比“扮词话”所表现的简单混合状态显得复 

杂而成熟。应该说,元杂剧与“扮词话”，二者在词曲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上是精神相通 

的。就配合关系而言,如果立足于戏曲表演，就是角色扮演使用了词曲叙事手段;如果立足于 

词曲表演，则是词曲歌唱借助了角色扮演方式。因此，立足于词曲叙事的表演形态，我们即可看 

到二者在角色扮演以配合词曲叙事上存在着共同特性。

“扮词话”是词话说唱辅助了角色扮演。元杂剧则是散曲清唱融入了角色扮演。由于元杂 

剧乃直接借用了散曲套数的艺术成就，二者在曲乐、曲体、曲文方面有着血缘的承续性和一致 

性（后文详述）;再参照元人无“散曲”之名,散曲通常被称为“乐府”⑪，因此清唱者可被称为“唱 

乐府”,而元杂剧是以角色扮唱之，故可称为“扮乐府”。

无论是“扮词话”，还是“扮乐府”，皆为词曲叙事表演的方式，由此体现了借助角色扮演以 

成词曲叙事生动形象呈现的规制。那么，词话说唱而借助角色扮演以成“扮词话”，散曲清唱而 

借助角色扮演以成“扮乐府”，其间的启导思维和动力机制又从何而来呢？

二、“依相叙事”与散曲唱演形态演进线上的“一人主唱”体制

元杂剧之“扮乐府”属性所涉及的词曲叙事、角色扮演两个核心要素，皆指向元杂剧故事 

呈现的目标,皆可视为达成这个目标的演述手段。如果我们不囿于戏曲领域而放眼宋元伎艺， 

这种以形象体（角色扮演属其中一种）辅助词曲叙事唱演的思路和方式，早前亦有先行者，并 

非“扮乐府”的孤明先发,比如宋金时期的连厢词和大曲歌舞，其中皆有词曲唱诵叙事而配合 

以真人扮演的形态。

连厢词是金代一种说唱与歌舞相互配合的表演伎艺。杨荫浏称其“有歌唱，有伴奏，分角 

色，也有表演;但还不是戏曲，而是一种有表演的说唱”⑫。根据毛奇龄《西河词话》的描述，其唱 

演的基本规制是把叙事与扮演的任务分付于司唱者、司舞者这两组人,他们各司其职,“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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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唱,唱者不舞”;司唱者列坐台侧,“代勾栏舞人执唱”；司舞者“入勾栏扮演,随唱词作举止”⑬。 

如此一来，对于一个故事的讲唱任务来说，扮演者是辅助,其动作表演必须悉遵讲唱者的唱词 

说白而动止相应。至于宋代大曲歌舞的唱演形态,同样是《西河词话》所谓的“舞者不唱，唱者 

不舞”的体现者，比如其规制有“竹竿子”一职，专司致语祝赞以勾队上场、遣队下场。当大曲歌 

舞开始唱演故事时，“竹竿子”负责简单交代情节，司舞者则配合“竹竿子”和司唱者的故事讲 

唱而作舞蹈表演。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之“宋之乐曲”一章所列南宋史浩的《剑舞》大曲即为 

这种唱演形态的典型例证⑭。

如果角色扮演里的形象体不限于真人出场,则先行者更多，也更早,可溯至唐代的变文讲 

唱。变文的配图讲唱是一种重要的唱演体制。讲唱者负责故事情节的叙述和“变相”图画的调 

度,用图画展现故事的关键人物、情节或场景，从而增强其讲唱的艺术感染力。变文讲唱对于 

宋元时期的故事唱演伎艺如影戏、傀儡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孙楷第即指岀，变文讲唱时所利 

用的图像手段乃专为讲唱而设，“其由用图像改为纸人皮人者,谓之影戏”⑮。只是影人、傀儡初 

始出现时并非为了故事讲唱，而是因巫术、幻术而生，后虽为各种伎艺所取用以达成宗教宣 

传、逞显巧技或调笑逗乐的目的,但还未用于故事讲唱。北宋时，二者才开始被取用以辅助故 

事讲唱。李家瑞认为，早期影人的功用只是辅助说唱故事而已⑯，影戏被称为“弄影人”讲唱故 

事。而“弄傀儡”伎艺则在调笑、炫技风格的滑稽表演或杂技表演之外,发展出了以傀儡作为辅 

助故事讲唱工具的表演伎艺，成为了“一种正式的戏剧”⑰,它的最重要的演剧特征就是艺人为 

了故事讲唱的形象性和趣味性而调动了“弄傀儡”伎艺，概言之即提傀儡讲唱故事。

综上所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唐宋元时期的故事唱演伎艺在思维和表演方式上具有承续 

关系。我们把这种利用形象体辅助故事讲唱的思路和格式，概称为“依相叙事”。所谓“相”，一 

是取“变相”之“相”,即变文唱演时配合的图画;二是取形象之义,指故事唱演时所取用的各类 

形象体。

影戏、傀儡戏以影人、傀儡辅助故事讲唱表演的方式,与俗讲变文的配画讲唱格式,有着 

思维上的相通性。孙楷第认为,它们虽称戏剧，但与说话伎艺相比较,“唯增假人扮演为异,其 

话本与说话人话本同,实讲唱也”,可称之为“扮唱故事”⑱。至于连厢词,则可视作以真人替代 

影人、傀儡的故事唱演伎艺。李家瑞立足于角色扮演认为，打连厢是“一种用人做傀儡的戏剧”⑲。 

他在《由说书变成戏剧的痕迹》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打连厢是用一人说唱一段故事，而另以若 

干人扮演故事中人物的举动，实在就是说书人用人作傀儡以表现他所说的书里的人物。”⑳而 

元杂剧的“一人主唱”体制，则被清人梁廷相视为“连厢之法未尽变也”㉑，亦即毛奇龄所认为的 

连厢词唱演方式的进化形态——由连厢词之“舞者不唱，唱者不舞”，进化到元杂剧之“歌舞合 

作一人，使勾栏舞者自司歌唱”㉒。

应该说，元杂剧的“扮乐府”属性是基于“依相叙事”思维与格式应时新变的体现，它的扮 

演者总体上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形貌动作的表现者，一种是故事情节的讲唱者。动作表现者配 

合故事讲唱者，应合讲唱而行止。由于元杂剧“一人主唱”的体制,这个故事讲唱者身份肯定要 

付于主唱人物身上，但动作表现者的身份则不固定,有时主唱人物边讲唱边表现动作,有时主 

唱人物讲唱故事,而其他角色表现动作。比如在《襄阳会》第二折中，主唱人物王孙一边讲述自 

己的偷马行为，一边以动作表演予以配合;在《刘行首》第三折中,主唱人物马丹阳负责唱述刘 

行首的发疯动作,刘行首则以发疯动作的表演与之相配合。也就是说，这两种身份有时合于主 

唱人物身上，有时则分付于主唱人物和其他角色身上。但是,不论分、合形态如何,这两个身份 

所承担的功能间的配合关系，统统表现出“依相叙事”的思维和格式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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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些宋元唱演伎艺在“依相叙事”思维与格式上存在着一致性和承续性，故可视之 

为“依相叙事”的不同演进形态。在此过程中，配合关系的双方皆应时变化，故事讲唱有自己的 

演进之路，那些作为“相”的形象体也有自身生成与发展的独立性,它们形态各异:变相、影人 

是平面的，傀儡、真人扮演是立体的;变相是静态的，影人、傀儡、真人扮演是动态的;影人、傀 

儡是不言的，真人扮演在连厢词中是不言的,在元杂剧则是能言的。至于这些不同演进形态中 

的“相”不断地被取用以缘饰故事讲唱，则表明故事讲唱伎艺一直存在着寻求形象呈现方式的 

内在需求,这就是“依相叙事”形态在形象体方面应时新变的内在动力，由此，各种时兴、新颖、 

高级的形象体被借用来为生动形象地呈现故事唱演伎艺乃至元杂剧服务。

在元杂剧的“依相叙事”演述形态中,角色扮演无疑是其戏剧体制的核心因素。以往我们 

倾向于从“一人主唱”来理解元杂剧的角色扮演体制。不过，如果参照“扮词话”的叙述体、讲唱 

式演剧形态，就会意识到“一人主唱”并非元杂剧固有的扮演体制，也并非单属戏剧领域的表 

述方式。在元杂剧时代,同属戏剧的表演伎艺，同样取用“一人主唱”方式者,还有“扮词话”;同 

属叙事的曲词唱演伎艺，同样具有“一人主唱”方式者，还有诸宫调和散曲套数。当然，在“依相 

叙事”思维的规制下，元杂剧的“一人主唱”有其独到之处,元杂剧的剧本形态和表演形态在主 

唱角色与配角人物、曲文叙事与角色扮演之间的配合关系上,皆呈现出“一人主唱”的形态。具 

体体现在一部杂剧中，曲唱付于一个角色（正末或正旦）,这个角色扮演着杂剧故事中的一个 

人物（通常是故事的主人公），四大套曲词即以这个主唱人物的立场来作文本编写和舞台唱 

演。因此，这个主唱人物有两个属性:一是作为虚构故事域的主人公（有时为次要人物）,这就 

与诸宫调类说唱伎艺的说书人讲唱方式区别开来;二是作为外在于作者的故事人物,这就与 

诗词的作者自我叙述方式区别开来。主唱人物歌唱这些曲词来叙事，同时也由此塑造自己的 

形象。这种故事人物立场（典型者是叙事主人公立场）的曲文叙事放在角色扮演中来呈现的方 

式就是元杂剧的“一人主唱”体制，它是元杂剧的决定性体制和标志性特征。

其实，元杂剧所表现的这种故事人物立场的曲文叙事体制,早在叙事散曲中即已普遍存 

在。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从曲词唱演一端来考察元杂剧角色之间的配合方式。

散曲有着区别于诗词体例的叙事性，小令、套数皆如此㉔。散曲之讲究叙事，无论篇幅长 

短,皆重视对故事的过程交代,致力于把它首尾完整、情节连贯地表述岀来。所以，散曲虽然被 

称为“词之余”,但却发展出别立于诗词体例的重要属性——叙事性，而且有自己的叙事品性 

和成就。叙事品性是指散曲可以虚构叙事,不像诗词那样要有写实的态度，注重作者对自己真 

实经历的表现。叙事成就是指散曲在叙事方式上的特别之处,或说创造之处，即叙事主人公身 

份的设置一一散曲的叙述人是故事主人公,而且是一个外在于作者的故事人物。因此，散曲叙 

述人，并非像敦煌变文、宋元话本、金元诸宫调中的叙述人那样是故事讲唱者或编写者的化 

身,亦非如诗词的抒情主人公那样是作者抒情言志的代言者。如此一来,作为外在于作者的故 

事主人公,散曲叙述人就有着不同于作者的独立品格和情感，进而使得散曲形成了以故事主 

人公立场进行曲词表达手段的虚构叙事体制。

比如关汉卿的【双调噺水令】《楚台云雨会巫峡》由一个痴情男子讲述了他月夜约会的甜 

蜜回忆。这位男子正在月夜中等待着恋人来赴约,他从傍晚时分等到月上高天，由碧纱窗下转 

挪到荼薰架下，其间等候时的焦急、见到时的惊喜、亲昵时的欢爱、分别时的约定，都依次作了 

生动细致的叙述描写。更为著名的是，关汉卿的那篇套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被普遍理 

解为关汉卿的个人抒情言志作品，其实更恰当、切实的属性应该是一篇虚构叙事作品,虽然其 

中的“我”这个人物有着关汉卿个人的情绪寄托和生活投射，但这篇叙事套数的属性仍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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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浪子班头”的身份、性格、态度和情绪来组织语言、设计情节的，由此塑造了一个“浪子” 

形象。这两篇套数都是在一个故事场景中塑造了一个外在于作者的人物形象，前者是痴情男 

子身份的“我”，后者是浪子身份的“我”，他们是散曲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散曲故事的叙述人。 

这样的叙事散曲并非个例，在整个元代散曲中比比皆是,并且在早于关汉卿的年代已成体例 

（比如金末元初杜仁杰的套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应该说，散曲的叙事体制要 

比诸宫调之类讲唱伎艺的一人说唱的叙述体更接近元杂剧的曲文叙事体制，尤其它还与元杂 

剧的曲文一样具备了北曲、联套等因素。

当然，曲词联套叙事的格式与能力,当时并不独散曲具备，赚词、诸宫调中亦都存在,此二 

者都体现出曲词联套叙事的完备性，甚至诸宫调还使用了北曲，这一因素即被视为元杂剧形 

成的先决条件（“元杂剧正是吸收了以上两种说唱艺术联套的特点，创造了它自己的联套形 

式”㉕）。元杂剧的“一人主唱”体制来自诸宫调这个观点亦是以此为基础而得来的。然而，在故 

事讲唱上，赚词和诸宫调所使用的叙述体讲唱方式，即与元杂剧彻底区别开来。至于曲体，北 

曲套数体式与诸宫调并无渊源关系©，而是来自唱赚㉗，只是唱赚用的是词调,散曲用的是曲 

调，也就是说，唱赚的套数体式已经被散曲借用而体现为北曲套数了。元杂剧直接借用散曲套 

数，不需要“变化”，也不存在“创造”，因为“散曲套数与杂剧套数是同一种套曲体式”㉘。由此看 

来，散曲的联套叙事是有其自身发展轨迹和承传系统的,它承续词之民间传统一路的发展线 

脉，在唱赚、诸宫调这些民间形式的“成套词”㉙进行叙事体套曲形式的讲唱之际，就已确立了 

以一个故事人物为立场和视角的曲文叙事体制，它的唱演形态呈现为“一个人物主唱”的体 

制。只不过，散曲的套数是“一人主唱“的代言体清唱,没有角色扮演的配合，不是如元杂剧套 

曲那样的“一人主唱”的代言体扮唱。但二者同样有叙事主人公的设置，同样是“一人主唱”，同 

样是代言体，元杂剧的曲词就是散曲中的套数，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表演方式不同而已。

散曲与元杂剧，二者之间如此的亲缘关系，如果放在角色扮演形态的演进框架中来认识, 

可以认为是元杂剧吸收、借用了散曲的艺术成就。但是，如果放在曲词唱演形态的演进框架中 

来认识,则是故事人物的曲词唱演借助了角色扮演方式来配合。如此一来,这个亲缘关系就蕴 

含了叙事散曲唱演方式朝着“扮乐府”演进的方向,而这个演进的方向之所以能够出现并成为 

推进的动力,一是前代故事讲唱伎艺所蕴含的“依相叙事”思维的不断促进，二是当时故事讲 

唱伎艺借助新兴形象体作为辅助手段的反复示范。于是，在散曲唱演方式的演进路线上，承续 

着故事讲唱伎艺追求形象呈现的内在动力，散曲唱演也借用了角色扮演手段，出现了“扮乐 

府”的形态。因此，元杂剧之“一人主唱”的“扮乐府”，作为一个伎艺发展方向，决定这个方向的 

关键要素是由唐宋讲唱伎艺延续而来的“依相叙事”思维;作为一个演剧形态,决定这个形态 

的关键要素是由散曲延续而来的以一个故事人物为立场和视角的曲文叙事体制。

三、伎艺领域与书面领域不对应状态中的杂剧词

元杂剧的“依相叙事”或“扮乐府”，实为曲词歌唱置于角色扮演中的呈现形态。曲唱与角 

色之间的配合方式,形成了元杂剧的演剧形态。由于二者来自不同领域，各有独立的演进线 

脉，故对于元杂剧属性的认识，因着眼点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结论。一者着眼于角色扮演，看到 

了元杂剧“伎”的属性,以及金元之际杂剧与院本的分流;一者着眼于曲文叙事，看到了元杂剧 

“曲”的属性，以及它与乐府诗词渊源相承的品格。对元杂剧属性的这两种认识，涉及两个领 

域:伎艺领域和文学领域，由此也关联了元杂剧的伎艺形态与书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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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曲文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元杂剧剧本《元刊杂剧三十 

种》中已有呈现，在《元曲选》中更为清晰。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元杂剧的伎艺形态和书面形态肯 

定有诸多的不对应之处。比如角色扮演的体制因素不可能全部、原貌地落实于书面形态，这在 

元刊本中非常明显。伎艺领域和书面领域的不对应，在元杂剧形成的早期更为分明，因为当时 

角色扮演还只是伎艺领域的一种表述手段，其相关的体制因素并未成为书面编写的表述方式 

而落实于文本，成为元杂剧文体剧本的表述方式和编写体例。相比较而言，曲词叙事承续诗词 

民间传统一路发展而来,已有书面表达的规范和体例可遵循，所以,无论是诗赞体，还是曲牌 

体,曲词叙事的文本格式都有自己的传统和规范,也早已成为书面编写的表述方式了。

由此而言,虽然曲文叙事与角色扮演二者配合而有了元杂剧的演剧形态,但在这种演剧 

形态出现的早期，曲文叙事与角色扮演的承续传统、表述体例是分处于不同的两个领域。这两 

个领域各有承续传统，各有表述规范,各有体制类属，即使二者有所关联，也存在诸多的不对 

应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伎艺领域不需要用剧本来呈现角色扮演的具体方式。艺人扮演是按照伎艺规范，融 

合了角色、曲唱、科白等构成要件，虽然这些后来都成为了剧本因素，但是，在演剧形态发展的 

早期，这些伎艺的表述方式还不会即时地反映在书面文本中，也不会即时地成为书面编写的 

表述体例。艺人不需要书面文本呈现这些因素,因为这是他们的基本艺能，也是伎艺领域早已 

形成的家门、程式、格套，无需书面文本为其提供角色扮演的格式规范。即使现代的民间艺人也 

仍然可以进行临场口头创作，不必依据唱词、宾白、舞台提示等完备的剧本而从事即兴表演㉚。 

在当时，宋金杂剧已经形成了一套演剧的程式格套，比如《南村辍耕录》卷二五“院本名目”条 

就提到了“外脚”的科白艺能:“副净有散说,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教坊色长魏、武、刘三人, 

鼎新编辑,魏长于念诵，武长于筋斗,刘长于科泛,至今乐人宗之。”并列举了他们的一些常用 

格套，分类汇集,如“卒子家门”列有《针线儿》《甲仗库》《军闹》《阵败》等格套，他如和尚家门、 

先生家门、秀才家门、大夫家门、卒子家门、邦老家门、司吏家门％后世艺人可宗而用之，根据 

剧情临场发挥使用。

科白俱全的元杂剧明编本大量存在这类格套，官吏、书生、将军、士兵、医生、衙内、酒保、 

媒人等角色人物出场各有套语。比如无名氏《飞刀对剑》第二折净扮张士贵出场的一段念白， 

就被认为是“卒子家门”《针线儿》在元杂剧中的使用㉒;而得意书生的通用上场诗“龙楼凤阁九 

重城，新筑沙堤宰相行。我贵我荣君莫羡，十年前是一书生”，昏庸官吏的通用上场诗“官人清 

似水，外郎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做一片”侧在《元曲选》各剧中相关人物的嘴里反复出现％ 

这些在阅读本中存在的格套并不见于《元刊杂剧三十种》，这倒并非因为元刊本没有能力来呈 

现这些内容，而是因为作为艺人的演出本,艺人本来已熟知这些角色的家门格套以及角色间 

的科白承应之法，无需在曲词文本上予以详标详述，故而角色分配信息、科白标识信息就显得 

极为简陋甚或缺无。比如元刊本《西蜀梦》《疏者下船》《赵氏孤儿》三本即科白全无，科白简略 

者如《单刀会》,则仅标“云了 ”“云住”之类的提示套语，而宾白内容皆略而不具。

其二,书面领域的曲词编写不可能使用尚仅属伎艺领域的体制因素。元杂剧既是伎艺概 

念，也是文体概念,其曲文叙事与角色扮演的配合关系,既表现在表演形态中,也表现在剧本 

形态中。不过，这是后世对元杂剧体制的认识和总结。在元杂剧形成的早期，曲文叙事与角色 

扮演的配合关系纯粹发生在伎艺表演领域，艺人会按照其熟悉的程式和格套对联套曲词进行 

“伎艺语境化”,此时，角色扮演还只是伎艺领域的表述方式,并未落实于剧本之中，也并未成 

为书面编写的表述方式和文本体例。当时的曲文编写是承乐府诗词一路发展而来，则已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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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属性认同和编写体例。

一方面，曲文的编写体例承袭自联套体散曲,其全部四套曲词皆是以故事人物为立场（典 

型者是以叙事主人公为立场）的联套体的曲文叙事体例，即使存在主唱人物变换的情况，每套 

曲词亦定制以一个故事人物的立场来唱述的格式。比如元刊本《气英布》第四折以探子的立场 

来唱述战斗场面，全为曲词而无配角人物的宾白承应标识，而明编本则添加了张良这个配角 

人物来对这套曲词予以承应或挑动;在舞台表演时，艺人只需按照演剧的程式和格套对它进 

行“伎艺语境化”处理即可。

另一方面，相对于伎艺属性的角色扮演来说，曲词编写处于尊贵地位，不会简单地因为某 

种伎艺的表述方式繁盛流行，便会采纳为书面编写的表述方式。伎艺领域的表述方式能否落 

实于书面文本的编写体例，除了伎艺表述方式的繁盛壮大外,更需要书面编写领域的变革、促 

动因素。在角色扮演尚处于伎艺领域时,曲词编写不可能、也不需要使用伎艺领域的表述方式 

来为曲词文本提供相应的体例规范。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曲词编写当然更多还是受到书面领 

域的规范和体例的主导，即使为伎艺表演而编写的“杂剧词” @也要遵循书面编写的体例规范, 

使用书面领域的表述方式。清人梁廷相《藤花亭曲话》曾立足于散曲自身完备的表述规范，认 

为元杂剧是散曲的再发展:“诗词空其声音，元曲则描写实事,其体例固别为一种……作曲之 

始，不过止被之管弦，后且饰以优孟。”©这条曲词唱演形态的演变线，从“扮乐府”形态的生成 

史来说，曲词编写起初只是为了清唱，后来被缘饰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这就像北宋髙承《事物 

纪原》所言说唱艺人在讲唱三国故事时“加缘饰作影人”汽于是出现了元杂剧这种“扮乐府”的 

演剧形态。从曲词的编演关系来说，曲词编写只需遵循书面领域的表述方式和体例规范，至于 

在表演方式上是把它“被之管弦”，还是把它“饰以优孟”，那是伎艺领域的事了。这样的曲词文 

本所表现的体例和属性,简单而明确，一是只按一个故事人物的立场来编写联套曲词，二是不 

必体现角色扮演伎艺的格式因素,这是承续乐府诗词而来的“曲”,而不是“伎”o

因此，当时人自然会认同曲词文本具有“曲”的属性，把它与散曲归为一类,与诗词相承, 

亦与诗词同观。周德清在《中原音韵》自序中言:“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并以王实 

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幺篇】之“忽听、一声、猛惊”为六字三韵的样例，又在正文所举例中 

多取杂剧曲文，如【仙吕金盏儿】之定格取自马致远《岳阳楼》,【中吕迎仙客】之定格取自郑光 

祖《王粲登楼》,【中吕四边静】之定格取自王实甫《西厢记》叭元人把散曲、剧曲同归于“曲”，统 

称为“乐府”，除了表明其文统雅正、出身高贵之外,还为了强调它们的文人创作属性。罗宗信 

认为“大元乐府”的创作“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也”％周德清指出:“凡作乐府,古人云'有 

文章者谓之乐府'，如无文饰者谓之俚歌,不可与乐府共论也。”㉚钟嗣成则在《录鬼簿》中将那些 

编撰乐府（散曲）、传奇（剧曲）的名公才人合为一编，在论“乐府”名公时说“若夫村朴鄙陋，固 

不必论也”，在评“传奇”名公时着眼于其文学创作能力。他的自序以及其友邵元长的序言都在 

强调这些人皆以“词章”名世忍这同样可以说明乐府（散曲）、传奇（剧曲）之间有着前后承续的 

亲缘关系,它们同是词章，同为曲文，而不是伎艺的属性和类别，也未呈现伎艺的体制因素。这 

样的书面编撰，既具有文学创作的属性,也符合文人名士的身份认同，所以，金元之际的关汉 

卿、王实甫、白朴等一批文人才会欣然涉足于杂剧曲文的编写，并以曲家名重当时。故而，元人 

才会把元杂剧与诗词同观,这并非因为他们只看重元杂剧的曲词部分，或只看到了元杂剧“曲” 

之属性，而是实际上他们当时确实在撰曲,撰写的杂剧本子就是联套体的曲词形态,这与他们 

原先所撰写的散曲套数在形态、体例上是相同的，皆不涉及角色扮演伎艺的表述方式和体制 

因素。只不过他们原先所撰写的散曲套数用于清唱，后来所撰写的杂剧套数则用于扮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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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元人称“元杂剧”为“曲”，为“乐府”，这不是观念引发的结果，而是事实引 

发的结果,或者说是元人基于事实归纳的属性认识。这个事实就是:在元杂剧发展的早期,杂 

剧本子就是按一个故事人物的立场（典型者为叙事主人公立场）来编写的联套体曲词文本，当 

与组套体叙事散曲的文本形态相类，它承续了宋代即已出现的书面编写的“杂剧词”,而不是 

《元曲选》那样的阅读本形态,也不是《元刊杂剧三十种》那样的艺人演出本形态。后世关于元 

杂剧的重曲观念即是延续了这个事实归纳和认识前缘，而并非针对《元曲选》那样的元杂剧剧 

本得来的观念。所以说，这样的联套体曲词文本乃承续词曲之民间传统一路发展而来，在元杂 

剧出现之前就已吸收、整合了当时已有的套曲体式、曲唱乐体、曲文叙事，由此发展出了一个 

故事人物立场的联套曲词叙事体制，形成了自己在书面领域的叙述体制和书面规范，而无需 

顾及伎艺领域的角色扮演的规范和格式。立足于这样的杂剧本子，可知元杂剧早期在书面形 

态与伎艺形态之间有着互不相通、互不对应的表述方式，各遵其道，各行其事。元杂剧的伎艺 

性因素并非一开始就能够进入书面表述体制，那些体现了角色扮演体制因素的杂剧本子是后 

来才岀现的剧本形态，属于“剧体”意义上的剧本（至于伎艺体制因素如何落实到书面文本而 

成为剧本编写的表述方式和体例，需要另作探讨）。参照于此,《元刊杂剧三十种》并非元杂剧 

剧本的残本、节略本或单脚本，而应该是增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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