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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孔子创立了儒学 ,同时也奠定了家族文化精神的基础。其后裔代代传承的家学是儒学发展的一条线

索。儒家学说中积极用世的态度 、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等 , 在孔子后裔的文学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

现。清代从康熙到嘉庆的 100多年中 , 先后出现了孔尚任 、孔传鋕 、孔广林 、孔昭虔等多位圣裔戏曲作者。在他们

的笔下 , “小道”的戏曲形式承载着厚重的社会责任。他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 ,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担当起社会责任 、

道义和信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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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创立了儒学 ,同时也奠定了孔氏家族文化

精神的基础 。孔子后裔在精神上也承继着圣人的血

脉 ,称得上老祖宗孔子的学说最忠实的传承者和守

望者。儒家学说中积极用世的态度 、强烈的社会责

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等 ,在孔子后裔的文学活动中

得到了集中而充分的体现 , 即使是在被人们视为

“小道”的戏曲创作中也不例外。

有清一代 ,从康熙到嘉庆的 100多年里 ,在孔子

故里曲阜先后出现了孔尚任 、孔传鋕 、孔广林 、孔昭

虔等多位孔氏圣裔作者 ,在这些孔氏圣裔戏曲作者

的笔下 ,戏曲承载着厚重的内容 ,社会责任意识和历

史使命感强烈 , “小道 ”的表现形式与神圣庄严的儒

家精神高度融合在一起 ,呈现出鲜明的创作特色。

那么 ,清代孔氏圣裔为什么要选取戏曲这种在

人们心目中不登大雅之堂的 “小道”形式来表现严

肃认真的内容呢 ? 要搞清这个问题 ,还得从孔府自

蓄戏班说起 ,也就是说 ,孔氏圣裔这个特殊戏曲作者

群的出现 ,是与孔府家蓄戏班有直接关系的。

作为礼乐文化的体现 ,孔府家乐早已有之 。根

据文献的记载 ,在元代的延祐六年(1319)孔府即专

设司乐官。而实际上这只是有关孔府专设司乐官这

样一个官职的信息 ,家乐的存在当然要早得多。至

于孔府家蓄戏班(即家班)最早始于何时 ,现在已无

从确考 ,据俞为民 、吴新雷先生推考 ,孔府专办昆班

大概应始于明代天启 、崇祯年间;根据现存孔府档案

资料文献的记载 ,在清代的顺治十七年(1660)孔府

已有戏班;而在康熙十八年(1679)孔府已蓄有两个

戏班 。这些记载都说明 ,至迟在清代初年孔府已经

有戏班存在 。徐振贵在 《孔尚任评传 》中云:查考

《孔府档案资料选编 》,顺治十七年(1660)已有小戏

一班 ,班头侯三;康熙十八年(1679)十月二日至三

十日的账单上 ,写明了大小两个戏房开销了 490多

两银子 ,用途是 “生 、旦 、外 、吹歌 、教习的工食银 ”。

而小戏房自八月初一至十月二十五日 ,在不到 90天

的时日中 ,共吃肉 221斤半。由此可以看出孔府昆

班人数之多 、开销之大 ,在当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

模。
[ 1] (P40-42)

孔府戏班的存在 ,主要是为了满足接驾的需要。

自汉代开始 ,随着封建帝王对孔子及其后裔的加封 ,

曲阜孔氏家族(自北宋仁宗封孔子嫡长孙为衍圣公

后始称衍圣公府 、孔府)就与皇权之间保持着一种

特殊的关系。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玄烨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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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返程中就曾特意到曲阜祭祀孔子。在满足接驾需

要的同时 ,孔府家蓄戏班也给族人及当地人提供了

直观戏曲演出的机会 , 为人们了解戏曲 (传奇 、杂

剧)的体制及曲律常识进而从事戏曲创作提供了可

能性。

在孔府家班存在并发生影响的具体过程中 ,精

通曲律的无锡人顾彩对清代孔氏圣裔剧作者产生了

不可忽视的影响 ,孔尚任 、孔传鋕等都曾从他那里获

得了曲律方面的知识与帮助。因此 ,我们研究清代

孔氏圣裔剧作者不可忽略这个人的存在。

顾彩 ,字天石 ,无锡人 , “有异才 ,尤工词曲 。客

曲阜 ,制乐府百余种”
[ 2]
,康熙二十六年(1687)被 67

代衍圣公孔毓圻聘为西宾 ,教授其子孔传铎 (后袭

封衍圣公 )、孔传鋕兄弟。孔毓圻于康熙六年

(1667)袭封 “衍圣公 ”,孔府档案中所记载的康熙十

八年有关大小戏房的信息正值其衍圣公任中。他聘

请顾彩做西宾 ,也不能不说有出于顾精通曲律的考

虑 。顾彩的到来 ,为孔传鋕日后从事传奇创作打下

了曲律方面的基础;而顾彩更是孔尚任曲律方面的

老师。康熙三十三年(1694),孔尚任与顾彩曾于京

城把盏 。当时 ,孔尚任 “虽稍谙宫调 ,恐不谐于歌者

之口”,于是请 “顾子天石代予填词 ”(孔尚任 《桃花

扇本末 》)
[ 3] (P19)

,二人共同完成了 《小忽雷 》这部传

奇 。从中可见顾彩对孔尚任在曲律上的指导和影

响 。而孔氏圣裔在清代的戏曲创作 ,也正是从康熙

年间的孔尚任开始的 。同样因为受家蓄戏班的熏陶

与影响 ,孔广林于曲学也非常用心 ,在其传奇 《东城

老父斗鸡忏 》后附有 《东城老父斗鸡忏传奇注谱》 ,

详考曲牌来历等 ,从中可见一斑。而孔昭虔与叔叔

孔广林过从甚密 、关系甚好 ,孔广林散曲作品中多处

记录两人之间的交往 。如其 《北商调逍遥乐 ·庚

午 》云:

　　虔侄以御史降调 ,应补部员未得缺 ,二月中

归省 ,予以三月十二日别去 ,今四阅月亦。铨期

尚远 ,予深悔别之太速也 ,吟小令以寄 。

这相逢谁料 ,幸得归来 ,匆匆去了 。俺有心

将你遮邀 ,只因你官兴方饶 。恐误铨期补署遥 ,

却不意班资尚早 。恨一鞭风快 ,千里云迷 ,百梦

魂劳。
[ 4] (P1056)

由此可见两人的交情非同一般 。

由上述可见 ,清代孔氏圣裔先后选取戏曲这种

创作形式是有其特定的机缘和条件的 。如果说孔府

家蓄戏班这件事 、精通曲律的顾彩这个人在戏曲这

种体裁上对清代圣裔剧作者发生了影响作用的话 ,

那么 ,清代圣裔剧作者在创作内容上则更多体现了

孔子所奠定的家族精神 。这种家族精神就是儒家精

神 ,孔氏圣裔剧作显然受到家族精神的哺育 ,这是本

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

总体而言 ,每个人都存在于先于他(她)而存在

的特定文化系统中 。正如德国学者米夏埃尔 ·兰德

曼所说:“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一个人 `正好从开

端 '出发。 ……我们一般只需采纳较早的创造的结

果。我们能够航行于远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就由其他

人开掘了的宽阔的运河系统中。我们不仅生而就具

有我们自己的作为个体的天赋 ,而且同时也被投入

已由我们的祖先积累起来并传给我们的 `外部装

置 '中。除了我们自己所具有的主观精神之外 ,我

们从祖先那里接受了客观精神的礼物。”
[ 5] (P218)

历史

行进至清代 ,就连充满叛逆精神的江南才子袁枚都

不得不承认 , “我辈坠地后 ,舍周 、孔何归 ”
[ 6] (P169)

?

更何况是在文化超常稳定的孔子故乡 、鲁国故都曲

阜 ,又更何况是圣人之后 ?在他们的戏剧作品中 ,那

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那份慷慨悲壮的历史担当精

神 ,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家意识 ,那种重然诺 、讲

信义的人生信条 ,那种对伦理道德规范的恪守……,

无不鲜明体现着儒家精神!

无愧于 “文章道德圣人家”,孔子后裔的 “道德

圣人 ”意识已渗透于他们的精神深处 ,体现在他们

的思想和行为的方方面面 。孔子 64世孙孔尚任就

颠覆了戏曲 “小道 ”的涵义 ,他认为 , “传奇虽小道 ,

凡诗赋 、词曲 、四六 、小说家 ,无体不备 ”,它承载着

相当厚重的使命 , “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 》,而义则

《春秋》,用笔行文 ,又 《左》、《国》、《太史公 》也 。”
[ 3] (P15)

。也就是说 ,在孔尚任看来 ,戏曲在精神深处

是与经 、史传统相通的 ,换言之 ,戏曲与经 、史一样承

载着庄严的使命 ,即以俗文学的形式 ,表现雅正的内

容。这样的戏剧观念显然为其后的孔氏圣裔剧作者

所认同。

正是出于如此神圣庄严的创作态度 ,清代圣裔

剧作除孔广林的《松年长生引 》杂剧为贺寿之作外 ,

其余没有一部是纯以娱乐为创作目的的 。而尤其饶

有趣味的是 ,清代孔氏圣裔戏剧作者这种深沉厚重

的精神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来

体现的。在中国的封建时代 ,男子是社会责任与道

义的主要承担者 ,这是因为女性社会角色的缺失而

造成的。孔氏圣裔剧作中的女性虽然依然没有什么

社会地位与社会角色 ,但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担当

起社会责任和道义 ,这使她们平添了些许丈夫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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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孔氏圣裔戏剧作品主要有孔子 64世孙孔

尚任的传奇 《桃花扇》、《小忽雷 》;孔子 68世孙孔传

鋕的传奇《软羊脂 》、《软邮筒》、《软锟鋙 》;孔子 70

世孙孔广林的传奇 《斗鸡忏 》以及杂剧 《璇玑锦 》、

《女专诸 》、《松年长生引》;孔子 71世孙孔昭虔的杂

剧 《荡妇秋思 》、《葬花 》等①。其中 , 孔尚任的时代

最早 、成就最高 、影响最为广泛 。 《桃花扇 》所采用

的是历史意识强烈的史家视角 ,他的传奇无不描写

男女之情 ,而男女之情又无不结合朝政兴亡 。 《桃

花扇》是这样 , 《小忽雷 》也是这样 。

总体看来 ,清代孔氏圣裔剧作者作品中的女性

形象身上大都体现了一种以儒家精神为基础的政治

伦理深层精神结构 ,毫无疑问 ,这是创作者意识与精

神的投影。

首先 ,清代孔氏圣裔剧作中以政治伦理为深层

精神结构的女性形象 ,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

意识以及建立在这种社会责任意识基础之上的是非

观念。她们虽不能驰骋社会舞台像男人那样建功立

业 ,但她们仍然像男人那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

这种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使得这些女性形象往往超越

了儿女情长而具有一种爷们儿式的刚烈之气 ,这是

孔氏圣裔剧作中女性形象最为鲜明突出的特色 。这

一点在孔尚任传奇《桃花扇》中的李香君 、孔广林杂

剧 《女专诸 》中的左仪贞等女性形象身上得到集中

体现。

作为孔尚任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 , 《桃花扇 》中

的李香君身上显然有着作者的政治寄托。她不同于

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佳丽 ,虽然身为衣冠人所不齿的

秦淮歌伎 ,社会地位极其低下 ,但这并不妨碍她对现

实政治的关注 ,她在明清之际的国家民族利益面前

能够深明大义 ,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敏锐的政治

目光 ,她的政治见识甚至超过复社文人侯方域 ,这使

她超越了以往戏剧中的女性形象而在戏剧史上大放

异彩。以往的戏剧作品也不乏表现女性参与政治活

动的情形 ,如明代传奇 《浣纱记 》,其中的美女西施

就参与了越王勾践的复国计划。但是 ,西施只是越

王复国计划中的一枚棋子 ,一个处于服从地位的具

体执行者 ,而李香君则不然 ,她具有自己的是非判断

并采取了主动的态度 。

《桃花扇 》中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除了两情

相悦感情因素之外 ,还带有一份鲜明的政治色彩 。

李香君内心非常敬重复社文人的清流风貌 ,从最初

她对侯方域的倾慕到后来与他的结合 ,皆由于侯方

域是正直的复社文人。换言之 ,李香君对侯方域的

这份感情从一开始就定下了 “借离合之情 ,写兴亡

之感 ”的基调 ,李香君后来的所作所为无不循着这

个内在的逻辑展开 。

《却奁 》一出中 ,当李香君得知是阮大铖为收买

侯方域而送来妆奁时 ,毅然决然地加以辞绝:“脱裙

衫 ,穷不妨;布荆人 ,名自香!”不慕虚荣 ,不为利诱 ,

是非分明 。她还义正词严地责备了侯方域的动摇:

“官人是何说话 ,阮大铖趋附权奸 ,廉耻丧尽 ,妇人

女子 ,无不唾骂。他人攻之 ,官人救之 ,官人自处于

何等也?”立场之坚定 ,态度之坚决 ,实令复社文人

侯方域汗颜。

面对权奸 , 李香君毫无惧色 , 义正词严 。 《骂

筵》一出 , 南明弘光皇帝命令 “广搜旧院 , 大罗秦

淮” ,香君被强征入宫 ,她决心 “做个女祢衡 , 挝渔

阳” ,借机痛骂误国的权奸:

　　【五供养】堂堂列公 ,半边南朝 ,望你峥嵘。

出身希贵宠 ,创业选声容 ,后庭花又添几种。把

俺胡撮弄 ,对寒风雪海冰山 ,苦陪觞咏。

【玉交枝】东林伯仲 ,俺青楼皆知敬重。干

儿义子从新用 ,绝不了魏家种 。冰肌雪肠原自

同 ,铁心石腹何愁冻 。吐不尽鹃血满胸 ,吐不尽

鹃血满胸 。

这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分明是一个勇敢的斗

士! 饱含满腔的社会责任 ,痛斥权奸之流 ,义愤填

膺 ,刚烈无比 ,压到须眉 !

李香君与侯方域订立终身后 ,便以鲜血和生命

维护着爱情的坚贞。时局动荡 ,侯方域不得不离开

李香君而远走他乡 。 《拒媒》、《守楼 》两出写李香君

顶住来自马士英 、阮大铖等的巨大逼婚压力 ,拒嫁漕

抚田仰 , 血溅定情诗扇 , “奴是薄福人 , 不愿入朱

门” ,坚守对侯生的感情;而 “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

奸”
[ 3] (P17)

,除了对爱情的坚守外 ,大有 “士可杀不

可辱 ”的意味。

就是这样一份生死不负的感情 ,李香君与侯方

域在国破后重逢时 ,在张道士的启发棒喝下 ,李香君

毅然选择了放弃。客观上讲 ,这种放弃丝毫不能扭

转历史的走势和局面 ,但就是这种态度却使李香君

形象得到升华而惊天动地 、非同反响 。女人往往把

爱情视为生命的全部 ,更何况 ,在李香君那个时代 ,

女人是没有社会舞台的 ,而李香君这个女人却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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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放弃了以生命坚守的感情 。她

能够清醒地认识到 ,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 国破

家亡 ,儿女私情何处寄焉? 她的行动表明 ,在国家利

益与个人感情的抉择中 ,前者是重要的 ,后者是次要

的 。作者赋予这个女性形象以国家意识 ,或者说 ,这

是作者国家意识的投射 ,正是这种国家意识让李香

君超出了以往女性形象而刚烈地立于舞台之上 。

孔广林的杂剧 《女专诸 》, 共四折两楔子 ,事本

清代弹词《天雨花 》中的《刺贼》一段 ,创作于清代嘉

庆五年 (1800), 叙女英雄左仪贞刺杀奸臣郑国泰

事 。明代天启年间 ,朝中重臣郑国泰意欲篡取皇位 ,

于是将左都御史左维明借故调离京城 。郑国泰垂涎

左维明的女儿左仪贞 ,其女郑瑶仙率一干人气势汹

汹前来抢亲 ,左仪贞母亲誓死不从。左仪贞见寡不

敌众 ,挺身而出 ,假意应允。她自幼慕男儿气概 ,喜

爱佩剑 ,智勇双全 。当她被带入郑府时 ,郑国泰正忙

于篡位 ,无暇顾及她。篡取皇位后 ,郑国泰回府 ,左

仪贞相机行事 ,取大杯将其灌醉 ,在三鼓时分用昭阳

剑将其杀死 。郑国泰儿子郑有权欲封她为贵妃 ,遭

到严词拒绝 ,左仪贞被打入冷宫。左维明率部解围

救驾 ,镇压叛逆。皇帝当众点砂于左仪贞右臂 ,她的

贞节得以昭示。最后皇帝下旨 ,封左仪贞为义烈智

节夫人 。

《女专诸 》塑造了一个颇有特色的女性形象左

仪贞。她有勇有谋 ,深明大义 ,与我们在古代戏剧中

所常见的柔弱女子大不相同。她智勇双全 ,虽然落

入奸臣之手 ,处境相当危险 ,但她却能够与郑国泰父

子巧妙周旋 ,在险恶的环境中既杀死了逆贼 ,又保全

了自己的清白 ,可谓女中豪杰。

其次 ,清代孔氏圣裔剧作中以政治伦理为深层

精神结构的女性形象还表现出重然诺 、讲信义的行

为准则 。由于女性社会角色的缺失 ,她们的重然诺 、

讲信义就主要体现在生死不负的姻缘之约。 《小忽

雷 》中的郑盈盈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她拒不改聘权

门 ,对梁厚本 “心如铁石贞 ”、“生死不相负” ,以自己

的行动甚至生命诠释了 “信义”二字。

《小忽雷 》是孔尚任的第一部传奇作品 ,其成就

和影响虽然无法与《桃花扇》相比 ,但两者的创作宗

旨却是相同的。剧中的矛盾冲突主要围绕梁厚本 、

郑盈盈以及他们的支持者 、同情者与仇士良 、郑注等

人展开 。郑盈盈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 ,她天

资聪颖 ,容貌出众 。当年 ,梁厚本曲江题壁 ,结识白

居易 、独孤郁而延宾相府 ,郑盈盈的哥哥郑注料其日

后必为庙堂之器 ,于是便将自己只有 5岁的妹妹郑

盈盈许配于他 。后来 ,郑注见梁门失势 ,又威逼盈盈

改嫁权臣仇士良的侄子 ,被她严词拒绝:“那仇家不

过权璫子侄 ,你奉承他 ,奴偏不稀罕 。谄媚行私 ,教

人骂名千古垂!”她与梁生相遇时 ,与之盟誓 “今生

不得相从 ,愿结姻缘于来世 ”。身陷宫中 ,仇士良扯

她侍寝皇帝 ,她怒掷乐器小忽雷 ,砸向仇士良的头

颅。即便是在遭缢杀 、性命不保的当儿 ,她不能忘怀

的仍是梁生:“再不能勾和你配合姻缘 !”忠贞不渝 ,

生死相许 。

郑盈盈 “心如铁石贞 ”、“生死不相负 ”,以生命

维护自己的爱情 ,不因梁家失势而悔婚 ,不因权贵相

逼而失节 。这个作品与其说是写爱情 ,不如说是作

者通过郑盈盈这个女性形象歌颂重然诺 、重名节的

行为准则 。由于她与梁厚本的爱情与当时的政治斗

争纠合一起 ,作品也表现了她与宦官权奸斗争的鲜

明的政治态度 。在郑盈盈这个形象身上 ,生死不相

负的重然诺与爱憎分明的讲道义相交融 ,带有一种

刚性的美 。

此外 ,清代孔氏圣裔剧作中以政治伦理为深层

精神结构的女性形象 ,有时表现为仗义扶危的侠义

之举 。这在孔传鋕的传奇作品中表现得较为鲜明。

孔传鋕的三部传奇作品几乎全都涉及儿女之情 ,但

儿女之情不是作品所要表现的重点 。 《软羊脂 》以

一只玉碗软羊脂串合了地方乃至朝廷中的矛盾斗

争 ,作者并没有用多少笔墨来描写李兆骞和完颜芷

琼爱情的缠绵悱恻;《软邮筒》以一只绣袜为线索 ,

通过杜朗生 、王青霞的儿女情事表现了复杂的人际

关系 ,并让杜生在番国使者发难时挺身而出 ,捍卫了

国家的利益和尊严;《软锟铻 》中的软锟铻则是神剑

之名 ,作品将家庭生活与官场斗争交替进行描写 ,还

涉及了西粤蛮王的归化等事 。这些作品所关注的 ,

更多的是国家利益 、忠奸斗争及君臣 、朋友间的伦理

道义等 ,其中的女性形象也不仅仅只是爱情的当事

人 ,我们试以《软锟铻》中的韦双成形象为例来加以

分析 。

《软锟铻》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有姚秀姬 、韦双成

等。从传奇体制的角色地位来看 ,姚秀姬是女主角

(旦),韦双成是女配角(贴),但性格鲜明 、给人印象

深刻的倒是韦双成。就像 《软锟铻 》卷首西峰樵人

的题诗所云:“谁使双成降玉宸 ,除奸斩恶动如神。

寰中不少锟铻剑 ,侠气偏归一妇人 。”充满豪侠之气

的韦双成不仅行侠除恶 ,而且还是于干宵 、姚秀姬爱

情的保护人。

在剧中 ,韦双成是岭南节度使白杞重价买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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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妾的歌妓 ,原系瑶天仙媛。她有神剑二股名曰

“软锟铻 ”,常常佩带于腰间 ,抵死不从白杞枕席之

事 。白杞欲泄往日姚谏议参劾之愤 ,乃设计赚取姚

谏议美貌的女儿姚秀姬 ,以姚谏议同年的身份将姚

氏母女骗至府中 ,然后强行逼婚。韦双成发现姚氏

母女 ,了解原委之后将她们放出。秀姬未婚夫于干

宵赴三水寻找岳母和秀姬不遇 ,转而拜访父亲同年

白杞。白杞派韦双成刺杀于生 ,韦双成搞清真相后

将其放走 ,并将神剑一股赠与于生以防不测 ,她自己

也弃白杞而去。姚氏母女无钱支付房租被赶出店

门 ,又是韦双成赶来资助。后来 ,韦双成杀死谋叛的

温必佞和作法的道士 。最后 ,于干霄与秀姬完婚 ,软

锟铻飞向天空 ,韦双成也飞升而去。

韦双成腰间佩剑 ,行侠仗义 ,具有不同寻常的本

领 ,她虽身为女子 ,却颇有英雄之气。她虽然不是剧

本的主角 ,也不是爱情的主角 ,却在剧中闪耀着夺人

的光芒 。

同时 ,应该指出的是 ,清代孔氏圣裔剧作中的女

性形象并没有失去女性天性。如果说上述女性多为

刚烈性格而带有阳刚之气的话 ,那么 ,孔昭虔杂剧

《荡妇秋思》中的六郎娘子就表现更为感性 、更为温

柔一些 。

《荡妇秋思 》是清代孔氏圣裔剧作中为数不多

的以写情为主的作品。 《荡妇秋思 》的名称源于南

朝梁元帝萧绎的 《荡妇秋思赋 》,杂剧也沿袭了 《荡

妇秋思赋》的意绪 。 《荡妇秋思》杂剧与 《荡妇秋思

赋 》中的 “荡妇”一样 ,指的是游子之妇。作者在 《自

题 》中云:“临别殷勤醉玉瓯 ,一行烟柳纤离愁 。倩

将清泪添潮水 ,直送郎船过陇头。”显然表现的是征

夫思妇之间的思念之情。

《荡妇秋思》杂剧写唐时吐蕃入侵西北边境 ,向

家六郎欲为国立功 , “方显俺一生事业 ” ,但同时又

不舍其新婚燕尔的妻子 ,心中充满矛盾。作品分别

从夫妻双方以及丈夫 、妻子不同的角度写彼此之间

的不舍与思念。第一折 《征别 》具体描写了夫妻双

方的依依惜别。六郎辗转盘桓 ,娘子则劝了一杯又

一杯 ,送了一程又一程 。第二折 《营怨 》正面写丈夫

怀着建功立业的雄心跋涉千里来到边关 , “有志者

都愿立功边上”,不想主将乃酒色之徒 ,不免心生怨

恨:“【锦缠边犯】空怅恨仗吴钩立功远方 ,也不枉戍

边疆 ,奈将军如此何日平羌 。似这般龙韬豹囊 ,怎做

得傍阴山射雕飞将 ,一想起恨填腔。”不禁思念家中

娇妻:“【二犯渔家傲】那壁厢是听夜雨寒窗残梦短 ,

这壁厢是对落月平原秋草长 。”第三折 《楼思 》则正

面表现家中空房独守的妻子的守望与思念。丈夫一

去经年 ,杳无音信 ,妻子愁肠百结:“【莺簇一金锣】

一别又经年内 ,依红楼 ,望眼穿 ,孤衾倩景和愁卷。

守空闺憔悴无人见 ,恨绵绵 ,向谁言?提起我的苦衷

肠你也怜 ,便是你的苦情怀我尽谙 。问相思几许 ,花

前月前 , 相逢何处 ? 愁边梦边 , 泪痕界破残几妝

面。”第四折《梦圆》写夫妻二人在娘子的梦中团圆。

这一折中表现了两个梦境:先是妻子来到边关 ,仔细

一看 ,却是自己家里;后是丈夫立功高升后回家迎接

妻子 ,妻子忙去拉他 ,却没有拉住 ,一下被惊醒 ,原来

是一场大梦 ,伴随她的 ,只有寒灯一盏 、残星数点。

以梦中之乐反衬现实悲苦 ,以乐景写哀情更增悲哀。

六郎娘子与唐诗中的思妇形象非常相似 。

《荡妇秋思 》所表现的是 ,在个人情感与国家利

益不可兼顾的情况下 ,向家六郎还是选择了后者 ,而

作品将年轻夫妻双方在情与志的矛盾中的苦苦挣扎

写得丝丝入扣 。

清代孔氏圣裔剧作中 ,不只孔昭虔 《荡妇秋思 》

关注到女性的家庭角色 ,孔广林的杂剧 《璇玑锦》也

取材于家庭生活。剧本写安南将军窦滔出镇襄阳 ,

为宠姬赵阳台所惑 ,与妻子苏蕙疏离 ,两年中不通音

信。苏蕙心中万分痛苦 ,于是撰成回文诗诉说衷肠。

剧本正面描写苏蕙遭丈夫冷遇的心境 ,细致入微 ,真

实可信。清代孔氏圣裔剧作对女性天性的描写的一

面 ,也是不应忽视的 。

其实 ,即使是《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也应该

说是刚柔相济的 ,作者同时也写到了她身为女性柔

情似水的一面 。侯方域被迫离开之后 ,她也表现出

空楼独守的孤寒与寂寞。在 《寄扇 》一出中我们看

到 ,李香君以坚决不下楼表示自己对侯方域的忠贞 ,

苏昆生有意问她:“明日侯郎重到 ,你也不下楼吗 ?”

她随即明快地回答:“那时锦片前程 ,尽俺受用 ,何

处不许游耍 ,岂但下楼 ?”这样的回答使得李香君形

象在令人敬重的同时 ,也让人感觉到她身为女性的

温情 。

综上所述 ,清代孔氏圣裔剧作中的女性形象由

于对社会责任和社会道义的担当而表现出一种特有

的刚气 ,这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是颇值得我们注意

的。这些刚柔相济的女性不仅仅停留在个人一己的

感情而关注国家民族的利益 ,从而具有了一种超越

的意义。

一方文化水土哺育一方人。清代孔氏圣裔剧作

中塑造的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精神结构的女性形象带

有鲜明的古鲁国文化色彩 ,与曲阜这片独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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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密不可分。

古代鲁国为周天子所封诸侯国 ,曲阜乃鲁国都

城 。鲁国是周公倡导并推行礼乐文化的地方 ,鲁文

化孕育了文化巨人孔子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 ,

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曲阜作

为儒学的发源地 ,始终保留了鲁文化重义轻利的价

值取向和儒家的道德规范 。

孔氏圣裔是儒家精神最忠实的传承者 。古代鲁

国原本就有祖先崇拜的传统 ,孔氏圣裔又始终恪守

文化守成的态度 ,因而孔子精神的传承历经 60、70

代而相沿不费。经学研究自不待言 ,就连戏曲创作

也深深打上了儒家精神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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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luenceofConfucianismontheDramaticWorks

byConfuciusDescendantsduringtheQingDynasty

ShiLing

(QiluCulturalResearchCenter, ShandongNormal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250014)

Abstract:ConfuciusfoundedthedoctrineofConfucianismandhisfamilyspiritsofculture.Itslearningandknowl-

edgehandeddowneversince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hasbeenakeyforthedevelopmentofConfucianism.Its

positivesenseinparticipatinginsocialactivitiesthatofsocialresponsibilityandofhistoricalmissionhaveallbeen

embodiedintheliteraryactivitiesoftheConfuciusdescendants.FormorethanonehundredyearsfromEmperor

KangxitoEmperorJiaqingduringtheQingDynasty, KongShangren, KongChuanzhi, KongGuanglinandKong

ZhaoqianandotherdramatistsoftheConfuciusdescendantscametothefore.Intheirworks, drama, aninsignifi-

cantformofart, beartheweightofmassivesocialresponsibilities, thus, themaleandfemalefigurestheyhave

characterizedhavebothtakenonthesocialresponsibilityandthemoralityintheirowndifferent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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