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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时期桂剧受中国戏剧界戏剧观念和艺术价值变化的影
响，
思想上和艺术上在继承传统桂剧中不断地探索，
导致桂剧艺
术观念呈现多样化趋向。新时期桂剧艺术观念的多样化趋向，
主
要体现在桂剧传统戏的革新与继承、
创编剧目的恪守与超越两方
面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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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戏的继承与革新

1952 年 9 月，桂剧以《拾玉镯》
《抢伞》
《演火棍》
《杨衮教枪》四
个折子戏参加武汉中南戏曲会演，四个戏都得到较好的评价，其中

参加 1984 年广西第一届剧展的桂剧《玉蜻蜓》和 1986 年广西

《拾玉镯》反映最为良好。随后又以《拾玉镯》
《抢伞》参加全国第一

第二届剧展的《人面桃花》
《老虎吃媒》
《打棍出箱》三个桂剧传统折

届戏曲观摩会演，由尹曦(小金凤)主演的桂剧《拾玉镯》轰动了文

子戏，以及《秦英小将》体现出新时期对传统戏思想性和艺术性继

《拾玉镯》是桂剧以做工细腻见长的传统戏，抗战时期欧阳予
艺界。

承与革新的努力。

倩对该剧进行革新，此后又经过桂剧艺人不断努力，1954 年由东

《玉蜻蜓》
（编剧郭玉景、章凤仙、肖平武）是一出优秀的改编桂

北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1956 年，广西省文化局成立由 106 名桂

剧传统戏，被认为是新时期推陈出新的力作。自 1961 年开始，柳州

剧艺人和戏改干部组成的桂剧传统剧目整理委员会，响应中央文

市桂剧团对桂剧传统戏《玉蜻蜓》进行整理，数易其稿，到 1984 年

化部抢救各剧种传统艺术的通知，发掘整理的剧本编入《广西戏曲

参加第一届广西剧展历经二十多年。《玉蜻蜓》为旧桂戏舞台上常

传统剧目汇编》丛书，其中 1- 25 集，58- 60 集收入桂剧剧目共 452

演的搭桥戏，共有十多本，可连演十几个晚上。因为是搭桥戏，所以

个。桂剧在“文革”前，除少量的创编剧目外，主要是对传统桂剧的

结构拖沓繁琐，内容上也带有许多封建、迷信、黄色的东西。改编本

发掘与整理，艺术上重在对桂剧传统艺术的继承。“文革”期间，传

《玉蜻蜓》围绕揭露封建家长制和包办婚姻对青年的禁锢，讴歌纯

统桂剧几乎绝迹于戏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移植桂剧“样板戏”和

洁爱情悲剧的主题，砍掉与主题无关的旁枝，如将旧本搜法华寺之

配合政治形势的创编剧目，桂剧传统艺术受到很大的损害。

前一段长达四十多分钟算命的戏删除；将旧本中申琏与王秀姑一

以 1976 年粉碎“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文学艺术发

见钟情，追至法华庵，不仅与王同居，还与庵内所有的老少尼姑鬼

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们习惯把这个阶段称为新时期。20 世纪

混以致纵欲过度命丧黄泉删除；还将原来的大团圆结局改为悲剧

80 年代初期至 80 年代中期广泛、深入的“戏剧观”大讨论，是中国

收场，变为结构紧凑的七场戏：秀姑被逐、洞房逃婚、搜庵产子、拾

剧坛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争论关于“戏剧观”、戏剧观念

子隐证、堂前认子、认母遗恨。

“戏剧规律”
“幻觉”与“非幻觉”和“写实”与“写意”、戏
的“新变化”

改编者为使戏集中精炼、层次清晰，更好地突出主题，自始至

剧的危机与出路等主要问题带来了戏剧观念的扩展与更新，它既

终抓住玉蜻蜓这一爱情信物。戏一开始，申琏对申府侍女王秀姑表

促使“实验戏剧”的勃兴使中国当代戏剧结束自我封闭的状态，也

示真挚的爱情，将祖传玉蜻蜓送给王秀姑，申父嫌贫爱富攀高亲，

促使现实主义戏剧突破了沿袭数十年的“易卜生——
—斯坦尼”模

把玉蜻蜓夺回，送给天官之女张雅云为聘，并将王秀姑打入法华庵

式，在借鉴西方现代派戏剧和民族戏曲一切可以利用的表现手法

为尼。新婚之夜，申琏来到法华庵寻找王秀姑，申琏在庵中躲藏一

中走向新现实主义。董健教授将新时期以来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

年后染病身亡，临终前将玉蜻蜓再次交给王秀姑。秀姑产子，将玉

日渐增多的交流与对话，概括为中国现代戏剧的第二度“西潮”。发

蜻蜓佩带在婴儿胸前，主持普禅将婴儿丢弃荒郊，恰被原申府家院

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戏剧的第二度“西潮”
“初步结果是形成

王定拾起，王定由玉蜻蜓认定孩子是申琏之后。十六年后，申承祖

了戏剧理论和创作方法的开放性、多元性结局，产生了一批带有西

随养父王定回府见张雅云，张雅云见他身佩玉蜻蜓，要王定讲出实

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探索剧’
（或曰‘实验剧’
）。结束

情。申承祖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迫不及待到法华庵认母，张雅云

了单一的写实主义的统治，从而把中国戏剧的现代化推向了一个

赶来搜庵，王秀姑被迫悬梁自尽，悲痛的申承祖将玉蜻蜓还与张雅

新的历史时期”
，同时“使中国戏剧冲出了原有的美学圈子，戏剧观

云。玉蜻蜓成为展开矛盾，推动剧情发展，贯穿整个戏的中心道具。

念和艺术价值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真正开始了中国戏剧现代化

《玉蜻蜓》改编还保留了旧本原有的一些特色，如桂剧《玉蜻

的历史进程。”[1](p25)新时期中国戏剧“西潮”的现象，不仅以多元

蜓》不同其它剧种的主要情节之一就是张雅云接连三次搜法华庵，

化趋势反映在话剧界，还以色彩纷呈的样式反映在戏曲界。新时期

改编本沿用“三搜法华庵”来塑造张雅云，不同的是改编本将旧本

桂剧作为中国戏曲界活跃的一枝独秀，思想上和艺术上在继承传

的三次并为前两次，在结尾时又加了一次。第一次搜庵，张雅云令

统桂剧中不断地探索，导致桂剧艺术观念呈现多样化趋向。新时期

人拆除大殿夹墙，申琏躲于法鼓内；第二次张雅云令人搜鼓楼，时

桂剧艺术观念多样化趋向，主要体现在桂剧传统戏的继承与革新、

申琏已死，尸体藏于夹墙内；第三次申承祖正与生母相认，张雅云

创编剧目的恪守与超越两方面的实践中。

带人搜庵，要将王秀姑治罪，王秀姑被迫上吊。三次搜庵刻划了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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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云出身高贵、骄养成性、性情暴躁又凄清痛苦的双重性格，她既

火、疾恶如仇、智勇过人的英武少年形象。《秦英小将》安排了四个

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又是维护者。值得一提的是，改编本将原来大

行动来展开矛盾、塑造人物、深化主题：①救民女，痛打詹太师的总

团圆的结局，改为悲剧性的结局，进一步深化了剧本的主题，增强

管丁二苟；②拦轿为民伸冤，与詹太师斗争；③金殿上揭露詹太师

了艺术感染力。

罪恶；④金殿逃跑，巧取敌方军情，解大唐之危。但是剧本结尾又没

改编本《玉蜻蜓》在艺术上作了一些革新。在音乐设计上，改编

有按照以上行动的发展，秦英杀贼立功，以一家团圆皆大欢喜告

本只用了桂剧弹腔，旧本《玉蜻蜓》上下本是弹腔和高腔并用。桂剧

终，而是改为银屏公主和兵部大人带着囚车赶至边关，捉拿秦英回

弹腔分南路和北路，北路为宫调式，曲调高亢明亮；南路为商调式，

朝，这样的结局在探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情感与理智方面有积

曲调深沉低婉。改编本《玉蜻蜓》南北路交替使用，
“头两场戏，特别

极的思索，突破了以往同类剧目主旨单一的模式。

是第一场秀姑与申琏定情的场面，应该说是美好的，故而采用了较
为明快的北路唱腔。三场至五场，悲剧逐步升级，直至申琏丧身尼
庵，我们则用较低沉委婉的南路唱腔，以表现剧中人压抑的情绪”。

二、创编桂剧的恪守与超越
创编古装桂剧《泥马泪》是新时期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革新的典

[2](p133)只使用弹腔使整个戏的音乐格调统一，南北路随剧情发展

范之作。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写了李马一家的悲剧，揭示愚昧的造

的气氛交替使用。在唱腔设计上，改编本在尽力保持传统桂剧风味

神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极大痛苦，引起人们对民族悲剧的深刻

的基础上，
在节奏、速度、力度方面进行了改革。改编本还在民乐队

反思。该剧由上海著名导演胡伟民执导，在着重戏曲传统的唱念做

的伴奏里加进一台电子琴，
“电子琴用于戏曲伴奏，是想作一次试

打同时，巧妙和谐地融进现代音乐旋律、舞蹈语汇、舞台技术、灯光

[2](p134)舞美
验，
其目的企图是让我们桂剧音乐略带时代的气息。”

效果，体现了大胆的改革精神。1986 年参加第二届广西剧展引起较

设计上也进行的一些革新，以简练协调风格表现场景的典型环境，

大的反响，成为剧展中最拔尖的剧目。1987 年《泥马泪》应邀赴京为

场景设计“有的是从正面衬托人物和情节的，如庵院后园、禅房都

“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讲座会”及首都观众演出，演出引起了国

洞房等场，原则是反面衬托人物
是灰暗凄凉的基调。而春园、佛殿、

内外同行专家的极大关注。《泥马泪》成为中国戏剧史上具有跨里

情节的，在春意浓郁和设计华贵的环境中，生活着不幸的人们。在

程碑的代表之一，被誉为“一台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全面出新的新

堂皇发生着悲惨的事，什么‘佛光普照’、
‘慈航普渡’
，都是骗人、麻

编历史故事剧”。[7]

痹人民思想的。”
[3](p134)

《泥马泪》总体上保持了桂剧传统唱腔特色，自始至终给人以桂

《老虎吃媒》
《打棍出
1986 年广西第二届剧展中 《人面桃花》

剧的直观感觉。《泥马泪》除坚持传统戏曲唱腔外，最突出的是表现

箱》三个桂剧传统折子戏走的是“老戏新演”路子，被誉为“听唱翻

“哑背疯”
表现手段。
《哑背疯》是地方戏中
李马渡康王时运用和发展

新‘杨柳枝””，体现了青年导演马冀“给老戏创出一种新意来”的探

一种出色的创造，
又称《哑子背疯》
《哑汉驮妻》或《老背少》，桂剧“目

索精神。
《人面桃花》是欧阳予倩当年的“革新”桂剧，曾被赋予新的

连戏”
中有《哑背疯》一出，湘剧称《会缘桥》，徽剧、婺剧称《雪里梅》，

生命力。导演马骥再度对此戏作了新的尝试，
“创造了一出瑰丽的

故事写傅相在会缘桥庙会日子，见一哑汉驮着瘫痪的少妇在卖唱，

优美的田园诗一样的爱情戏，给人以美的享受。他以桃花来贯串全

问及身世才知原是一对夫妇，丈夫在战乱中遭敌人毒哑逃回，背着

剧，桃花不一定是仙子，有时是树、柱子、门、墙，有时是高山、大海，

瘫痪的妻子卖唱度日，
相依为命。傅相怜其遭遇，
周济他们而归。
《哑

随环境转换，与戏和谐的融合起来，渲染人物心境，且不关大幕，起

背疯》一出写这对残疾夫妇得傅相的周济后欣喜而归，过会缘桥时

到串场作用。”[4](p236)《老虎吃媒》继续发挥和运用载歌载舞的特

观桥下鱼入迷，
身子不觉前倾导致重心失调，
差点跌落桥下。哑汉猛

“舞台上
点，力求虎为拟人化，以虎的耍弄反衬出媒婆的贪婪之心，

一闪身，
撤回身子，
惊恐过后少妇感激地为哑汉摇扇察汗。舞台上的

的‘虎’与‘媒婆’，却大量地运用了传统的戏曲身段，恰到好处地融

“哑背疯”是一人饰两角的表演，上身是瘫痪的少妇，腰间系着少妇

进不少民间舞蹈动作，同时还揉和了一些杂技和姊妹艺术中有效

穿花裤的假腿，下身是足蹬芒鞋、步履蹒跚的老汉。[8](p228)《泥马

成份，令《老》剧增色不少，倍添新意。”[5](p239)《打棍出箱》则为桂

泪》中李马渡康王由一人饰两角正好符合“哑背疯”的规定情境，但

剧传统优秀剧目，讲述宋代书生范仲禹上京应考，不料妻子被太师

是李马和康王都有大段的唱词，不同于“哑背疯”中只有疯人的唱

葛登云抢去，范仲禹赴葛府索妻，又被葛太师命人暴打之后装入木

念，
所以该剧在《渡河》中创造性运用两次“哑背疯”上场，
“头次上场

箱，抛置荒野。幸遇二公差路过，无意中开箱复查，范仲禹死而复生

时背人的李马是真人，背负的康王为塑形，李马可以尽情发抒爱国

的故事。这出戏在很多剧种里都有，但是桂剧的“出箱”、
“甩发”堪

民众盼望赵构归南国，并把乾坤扭转的心情，二次上场被背的赵构

称一绝。1957 年广西桂剧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对《打棍出箱》戏剧

‘李马’的脚实际上是赵构的‘脚’
），赵构
是真人，李马变成了塑形（

“剧本内容思想细致，离奇变幻，出人意表，有
艺术的意见汇要为：

那
‘心如炙泪珠频弹’
的感慨就可以自然流露出来了。”
[9](p299)

丰富的艺术性。刻划人物，也很精到。剧中范仲禹在箱内跳出数次，

胡伟民向童道明透露导演《泥马泪》构想时说：
“我把握三个层

快捷干净，应特别推荐给青年学员学习，以免此剧的艺术失传。”

面：一是恪守（桂剧）规则，二是稍稍偏离规则，三是超越规则。”

[6](p8)《打棍出箱》是一出不断革新的传统戏，但都秉承“戏中有

[10]如果说《泥马泪》保持桂剧传统唱腔和运用“哑背疯”是恪守戏

技，技中有戏”的传统，20 世纪 50 年代有唐金安整理和演出的桂

曲传统的话，那么偏离和超越的一面是大胆借鉴和吸收话剧等姊

剧《打棍出箱》为代表，1991 年广西桂剧团演员卢浩在春节联欢晚

妹艺术的形式手法对传统桂剧的革新。偏离和超越是指将当代话

会表演桂剧选场《打棍出箱》，将该剧处理为“三跌四出”的绝活。

剧舞台技术和非程式化美学原则对戏曲舞台的渗透，
《泥马泪》艺

1986 年参加广西第二届剧展的《打棍出箱》由广西桂剧团演员赵

术上的偏离和超越呈现出“实验戏剧”的许多特征。20 世纪 80 年

正安饰范仲禹，在原来的高难度技巧的基础上增加了“高台抢背出

代兴起于我国大陆的“实验戏剧”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各种戏剧思潮

箱”动作，即公差腾起扑向箱口，然后高台抢背落下，同时范仲禹甩

和流派先后涌入中国，中国剧作家在中国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广泛

发高竖，从箱内陡然跃起，飞出箱外。

吸收和借鉴西方戏剧思潮及各流派进行探索的结果。“实验戏剧”

《秦英小将》是桂林市桂剧团根据桂剧传统戏《乾坤带》改编

的代表人物之一高行健，在受西方戏剧理论家启发和综合东西方

的，改编者一改《乾坤带》秦英依权势撒野、无理取闹的配角式人

戏剧优良传统前提下，结合新时期实验戏剧的经验表达过他理想

物，着重塑造唐代银屏公主之子秦英出身皇门又不顾门荫、刚烈如

中的戏剧追求：即“交流的戏剧”
“动作的戏剧”
“完全的戏剧”
“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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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戏剧”
“叙述的戏剧”
“象征的戏剧”
等特征。高行健的
“完全的戏剧”

想回归清纯漓江的愿望。[14](p23)

意指除语言、
唱、
念、
做、
打等手段外，宗教仪式中的面具、傩舞、民间

在用戏曲舞台表现现实意义题材作品的艺术探索上，颇具代表

说唱，乃至傀儡、魔术、杂技等都可以融入到戏剧中形成真正“综合

的是刘夏生导演的《菜园子招亲》，导演用写意性布景和传统程式化

。桂剧《泥马泪》中李马渡康王的
“哑背疯”
传统手法，
与由十
的艺术”

“整场戏的布景自始至终是以三个三角柱体的
表演表现现实生活，

，神马显圣时“马
六名女演员身穿绿色紧身衣象征芦苇的“芦苇舞”

微妙变化来表现不同环境，随着剧情的深入先后出现了五个不同场

舞”
“群马舞”等现代舞美相得益彰，传统桂剧唱腔和现代交响化音

面——
—大街、
住房、
医院、
公园、舞厅，它以三角体的三块色调作为基

“完全的戏剧”
特征。
《泥马泪》还运
响以及立体式灯光的运用等体现

护士的舞蹈表演作为
调，
通过灯光的变化，
特别是运用一群清洁工、

象征法、
蒙太奇等手法呈现出“象征的戏剧”
的色彩，剧本
用意识流、

。[15]
换景提示的表现手法，
使观众的视线不因换景而间断”

第八场《长恨绵绵》写李马精神崩溃后的幻觉心理时，运用意识流手
法表现四个片段，每个片段都有一群白马隐现，舞台上则以“马舞”
“群马舞”来表现；象征手法也有多处运用，跳“芦苇舞”的女演员象

除上述《泥马泪》
《瑶妃传奇》
《大儒还乡》
《菜园子招亲》外，像
桂剧现代戏《漓江燕》，无场次现代桂剧《警报尚未解除》，古装剧
《深宫棋怨》
《茶情缘》
《梁祝情愫》 等都是桂剧艺术新探索的代表。

征芦苇丛，
整个舞台灯光以黑色为基调，象征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

新时期桂剧思想上有着更深的内涵，舞台艺术表现也不仅是传统

主色灯光为黄色，象征威严的皇权等；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使整个戏

戏曲的表现手法，如果说新时期桂剧一方面对传统戏的革新与继

在变幻莫测中连接得流畅。苏国荣曾评价《泥马泪》是
“近几年来戏

承，更多是恪守戏曲艺术的传统，那么，另一方面以新型美学面貌

曲剧目中横向借鉴得最多的一个戏，也是创新步子迈得最大的一个

展现在舞台上的大量创编剧目，更多是偏离戏曲艺术的传统。新时

[11](p660)《泥马泪》也被认为是在戏剧题材、
舞台场景、戏
戏之一。”

期创编桂剧和同一时期其他戏曲剧种的优秀作品一样，美学风格

剧语言、戏剧表现形式、戏剧结构等方面的超越。[12](p9- 16)《泥马

选择上偏离中国传统戏曲，呈现出“第四种戏曲美”特征。“第四种

不但是传统戏曲艺术与话剧艺术的综合，而
泪》呈现的多元化特征，

戏曲美”的提倡者陆炜认为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戏曲主要以

且是大胆借鉴西方戏剧思潮和各流派艺术的产物。

新编古代剧形式推出了 《新亭泪》
《秋风辞》
《巴山秀才》
《徐九经升

1992 年的《瑶妃传奇》和代表 21 世纪桂剧优秀作品的《大儒

官记》
《南唐遗事》
《曹操与杨修》等一大批作品佳作，在思想上摆脱

（2003 年）同样体现了对戏曲传统的恪守与超越，体现新时
还乡》

了狭隘的为政治服务路子，表现出强烈的理性批判和人文气息；美

期桂剧艺术探索的进一步追求。前者是阐述汉族与少数民族 （瑶

学上没有了生搬硬套用写实手段的问题，有意识地恢复了戏曲特

族）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力作，导演余笑予遵循“大写意，小写实”的

点；戏剧类型上不仅继承了西方戏剧的悲剧、喜剧经验，而且已经

舞台艺术原则，将她完美地展现在舞台上。中国传统戏曲舞台是以

跨越了纯粹悲剧纯粹戏剧的阶段；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十七年时期

演员为主体，时空随着演员自由变换、写意与虚拟的空间，也是观

传统戏改编之佳作的数量。[16](p87- 88)这些作品让人意识到一种

众通过演员表演带动下想象的、非具象的“空的空间”。《瑶妃传

长期探索的戏曲新形态的成形，它可以称作元杂剧、明清传奇、清

奇》的舞台继承了传统戏曲写意的手法，巧妙地将现代物质技术融

代地方戏之后的“第四种戏曲美”。新时期桂剧创编剧目思想和艺

入戏曲舞台，创造出写意中的写实舞台空间，舞台上的转台和三棱

术观念上的探索，与“第四种戏曲美”的表现形态是一致的，由于

柱以空间的瞬感来体现时间的审美感受，是给演员创造时空施展

“第四种戏曲美”
“一方面受历史沿革及时代影响，另一方面又受西

才情的广阔天地，是浑然的大写意；演员华丽纷繁的服饰与呈现在

方戏剧美学思潮的影响”
，[17](p26) 在舞台艺术上体现为中国戏曲

观众眼前的具象空间又是写实的。舞台上“三棱柱的灵活移动，转

的写意、表现与虚拟和西方戏剧的写实、再现与模仿的交流与融

台不同角度的旋转，辅以各色天幕和各种灯光，在观众的眼里，可

合，即不再满足于“一桌二椅，变化万千”
“ 出将入相”的虚拟时空，

以是瑶乡，可以是皇宫大殿，可以是书房，可以是冷宫和寿宫，还可

写实求真的趋向日益凸显，通常借助现代灯光、音响、舞美、服饰、

以是瑶妃神庙”。[13](p21)除了注重写意与写实的结合，导演还追

化妆等物质手段，打破传统戏曲时间与空间的假定性，热衷于像西

求民间性和民俗性的统一，舞台上的岭南瑶乡无歌词的“香哩歌”，

《瑶
方戏剧那样以“幻觉”来吸引观众，像上述的桂剧作品《泥马泪》

哼唱出人物情感的进程，瑶族“长鼓舞”以跪步作情感的强化，用

妃传奇》
《大儒还乡》等，以及颇具代表的《曹操与杨修》的舞台设

背、肩、手的强烈扭动跪地躺腰一系列大幅度动作来体现心绪，既

计，都体现了上述特点。我们应该看到，
“第四种戏曲美”的舞台表

是瑶族人民伏地劳作写照，也是诗化的舞蹈，寿宫一场一曲古老而

现很大程度上是遵循了传统戏曲的艺术规律，运用现代物质手段

“耶呀……月亮光光，照到儿郎，我儿快长，成
又深情的瑶家儿歌：

制造的“幻觉”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戏曲的纯粹性，但并没有消解

长栋梁……”更是在优美意境中平添的神采之笔。

戏曲艺术本体，虚拟性、写意性、时空的流动性和动作的程式化依

《大儒还乡》写了大儒陈宏谋对自己官道、儒道的痛切反思，
在思想内涵上有着多重性意义的解读，舞台上呈现的是舞美、灯

然保持了戏曲的基本特征和优势，笔者认为“第四种戏曲美”在艺
术表现上可以用“大写意，小写实”来概括。

光及音乐的和谐统一。音乐上以桂剧唱腔为主，配以秦腔、彩调和
陕北信天游，形成多种艺术样式的综合。剧中的陕北老农虽然只
是诙谐的配角，但是他以激越的秦腔与清冽的桂剧形成鲜明对比
度，体现出浓郁的地域色彩，展现了不同的风土人情。
《大儒还乡》

三、结

语

从清末唐景崧不自觉地改革桂剧，到马君武有意识的桂剧改
革，欧阳予倩桂剧现代化的最初尝试，再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结构也颇具特色，打破了中国传统戏曲“开放式”的叙事结构，用

桂剧传统戏“去芜存菁”的整理改编，新时期桂剧艺术的探索，都是

“时空交错”的手法叙事，表现在舞台上是与剧本结构相适应的多

戏曲现代化进程中的不断追求。其中新时期桂剧艺术的探索最富

种样式的时空交错。《追怀》一场，现在时的陈宏谋与过去时的佟

有挑战性和冲击性，其经验与教训是中国众多地方戏曲剧种改革

三秦在不同的时空里交锋；接着又是中年的陈宏谋夫妇背着皇

的个案与缩影，同时也导致桂剧艺术观念呈现多样化趋向。笔者认

上，冒死救孤的情景；
《祭坟》一场，是陈宏谋人与佟三秦鬼魂的对

为桂剧艺术观念的多样化趋向，是在遵循戏曲艺术规律前提下进

《上书》一场则是现实中不同生活场景的叠加，陈宏谋与死去
话；

行实践的结果，符合桂剧的发展和中国戏曲发展的方向。在戏曲改

的老陕互通心声；结尾《归真》则用意识流的手法，将老年的陈宏

革的坐标系中，无论横向怎么借鉴，都以纵向的传统戏曲艺术为

谋夫妇与年轻的陈宏谋夫妇同时呈现，表现主人公从漓江走出又

主线，因为这根主线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国人的审美 (下转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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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对史料进行的处理方式，一般采用文献批评、统计学以及

用。因此，在研究这类的史料时，必须充分具备民俗学和民

解释学的方法。因此，根据以上对研究主体进行考察时，应

族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亦即充分掌握现在民族音乐

主要关注该主体是否客观的对自己所研究对象进行公正的

学中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
在对西方音乐史学中的

评述，从“位”的角度看，即为研究主体应该站在“客位

“演奏传承”类史料进行研究时，需要研究者首先站在“客

，宏观地对自己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评介，从而得出
（etic）”

全面感受，继而转换角色，进入“主位”的角度，从深层去
位”

客观、准确的抽象概括。同时，这种“客位”的研究方式，
可以

体验，
感受史料背后的内容，从而才能将二者有机的结合在

使研究主体的方法越来越适应其所研究的对象，并提高研

一起，
客观现实地对西方的音乐历史进行阐述。

究主体的技能和综合能力。另外，在研究中，对研究主体还

总之，在西方音乐的史学研究中，带“位”的研究方法，

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研究者必须具备较强的语言能

不仅可以避免传统的欧洲文化中心论，只是专一的注重西

力。这就为研究者研究非我的音乐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可以

方主体民族的音乐历史研究，在音乐历史上造成缺憾，而且

让研究主体从“主位（emic）”的角度充分进入研究对象，对

可以避免政治实用主义和庸俗反映论的缺陷，让西方音乐

自己研究的对象进行完全的体验，从而可以更加全面的在

史学研究在不断地融合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过程中，不是

之后抽象的概括中，自然地跳入“客位”角度，客观地对研究

单一的罗列相关的音乐现象和主要音乐家的作品，可以从

对象进行分析总结。

深层次、上下文的语境中揭示那些远离我们的音乐的历史

（2）研究史料。史料是研究者实际研究所面对的对象，

内涵，
让人类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

是过去事实的一个媒介物。因此，探究史料的真实性，以及
对它的收集、分类、整理，是进行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一个

参考文献：

重点和基础。关于史料的分类，有以下不同的两种观点：一

[1]刘经树.音乐史学——
—问题与思考(上)[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季

种观点为伯恩赫姆的“直接的观察联想、报告和遗物的古典

刊）,1995，
（3）.

—风土（人
分类法”。另一种观点为太田秀通的“自然条件——

[2]蔡良玉.西方对音乐史学的反思和我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

类历史的基础、根源条件）和遗物（人类存在的痕迹）”
，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把遗物分类为“人类的遗物（骨片等）、沉默
材料（人类加工过的一切东西）、发言材料（用文字来报告的
一切研究史料以及类似的模拟物）”等三类。在对史料进行
分析时，同样也需要“位”
的观点。那些固定的、客观存在的，
未被加工过的和已经被人类加工过的史料，我们在研究过

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
（1）.
[3](美)B.涅特尔.什么叫民族音乐学[C]//董维松,沈恰.民族音乐学译
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4](荷)J.孔斯特.什么是民族音乐学[C]//董维松,沈恰.民族音乐学译
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5]福岛和夫.音乐史学的方法论——
—关于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上）
[J].龚林，译.音乐艺术,1991,(3).

程中，只要秉承“etic”这一客位的观点进行分析解读就可以
几
了。至于那种在欧洲长期继续下来的演奏传统这一史料，
乎没有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中作为研究材料而被充分利

!!!!!!!!!!!!!!!!!!!!!!!!!!!!!!!!!!!!!!!!!!!!!
(上接第 12 页) 原则与观念，如同余秋雨对戏曲改革的看法那样：
“中国传统戏曲改革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在审美境界上重新找回
自己的过程。过去的古曲佳作未必能等同于我们要找的审美境界，
[18](p285)
但我们要找的审美境界一定潜伏在那里。”
参考文献：
[1]董健．论中国现代戏剧“两度西潮”的同与异[M]//董健．戏剧与时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代．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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