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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宫观：古典戏曲爱情故事的典型空间
■ 赵春宁

内容摘要 ：寺庙宫观是中国古典戏曲爱情故事中最典型、最常见的空间背景之一。 与现实社会中的
寺庙宫观不同，古典戏曲爱情故事中，它的经济 、娱乐、精神慰藉 、稳定社会秩序等功能被作家们有
意识地忽略或淡化，而朝拜、游览、寄宿等功能和特性则被有意识地强化。 它是作家的知觉与想象空
间，作家现实生活中的“处境”空间，它也是作家在现实世界中构筑的真实又虚幻的“异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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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是故事发生发展的依托和载体，任何故事都不能脱离空间背景而存在，它不是一个简简单
单的地点，而是具有特殊功能的创造性的空间，既与故事的情节内容、主题意蕴、思想倾向以及人物
的身份、地位紧密相关，也与其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紧密相连，既具有固定的自然物质属
性，也具有鲜明的社会精神属性。 中国古代戏曲文学作品中，寺庙和宫观是最为常见的空间背景之
一，它存在于宣扬宗教思想的杂剧和传奇中，也存在于爱情婚姻题材的故事中，前者希冀以宗教思
想来劝诫和警醒世人，后者则通过对宗教禁欲主义思想的批判 ，宣扬人性情欲的合理性和爱情婚
姻的自由自主性。 作者将 充 满 情 色 爱 欲 的 爱 情 故事置于庄严肃穆的寺庙宫观中 ，建构情节，设置
矛盾和悬念，刻画人物 性 格 ，寺 庙 宫 观 既 为 爱 情 故 事 的 开 展提供了空间背景，也对故事主题的生
成、意境的创造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典 型 空 间
中国古典戏曲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中，寺庙宫观是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的典型空间背景。 《西
厢记》中，莺莺与张生相逢于普救寺，月下联吟之际，酬和唱答之间，二人已情意相通，于是幽会偷
情，私定终身，演绎了一段风流香艳的千古佳话。 《牡丹亭》中，柳梦梅卧病于梅花观，拾画玩真之余，
情不自禁，魂思梦想，梦寐之间与杜丽娘之游魂共赴阳台，杜丽娘死而复生，二人成就美满姻缘。 《玉
簪记》中，科举落第无颜归家的潘必正寄居于女贞观中，与道姑陈妙常一见钟情，由琴挑到偷诗，“照
证两心知，誓海盟山永不移”，妙常不顾道教的清规戒律，与必正成就了凤友鸾交。 《孽海记·思凡》
中，小尼姑和小和尚，春心不泯，情丝未断，不顾世俗之议，双双下山，还俗并结姻。 杂剧《王瑞英元夜
留鞋记》中，上元夜王瑞英暗约秀才郭华于相国寺观音殿内相会；传奇《荆钗记》中王十朋和钱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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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于玄妙观；《玉合记》中，歌姬柳氏与书生韩翃结缘于法灵寺；《锦笺记》中，梅玉与陈大娘偶遇于
天竺寺；《双烈记》中，韩世忠与梁红玉定盟于甘露寺；《焚香记》中，敫桂英与王魁盟誓于海神庙；《玉
玦记》中，王商与李娟奴盟誓于癸灵神王庙。 寺庙宫观成为古代戏曲爱情故事典型的空间背景，神秘
的佛殿，高耸的塔楼，没有禁锢才子佳人追求爱情的脚步，相反，庙堂宫观成为他们幽期密约、纵情
欢会的场所，佛主神像是他们爱情的见证，爱情在此萌芽，婚姻从此起步。
寺庙宫观作为爱情故事的空间背景，在古典戏曲文学作品中的描摹有这样一些共同特点：
首先，与现实中的宗教建筑一样，古典戏曲中的寺庙宫观作为宗教活动场所，是一个信徒聚集
的地方，具有开放性、集中性和人群混杂的特点，包括土生的道教，汉代即进入中国的佛教，以及原
始的宗教和五花八门的民间俗神信仰。 民间信仰的复杂性和多元化，决定了信徒身份的多样性、庞
杂性，士农工商、贩夫竖隶、三教九流包括闺阁妇女皆可进入其间，供奉神佛、烧香许愿、布施还愿等
等。 封建宗法社会的法律、道德规定了闺阁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她们从属于男性，始终处于
被支配状态，在被剥夺了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同时，她们的行动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她们所处的
完全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大千世界的精彩与她们无关，但寺庙宫观却不在禁忌之列，作为香客的闺
阁女性可以自由出入其间而不被限制。 青年男女的不期而遇、一见钟情也因此有了可能。 《玉合记》
中，歌姬柳氏以自制绣幡，令侍女轻蛾至法灵寺还愿，得韩翃所赠信物玉合；同样是在法灵寺，柳氏
因兵乱无所归依，祝发为尼。 《春芜记》中，借居于招提寺中的才子宋玉，偶遇到寺中拈香还愿的东邻
之子季清吴，一见倾心，互通心曲。 着意安排的巧合，虽有雷同之嫌，却正折射了古代社会青年男女
交往的现实。 只有在寺庙宫观这一特殊的空间环境中，闺阁女子才有可能与父兄以外的青年男子接
触，萌动的春情，寂寞的香闺，在不经意的一瞥之间刻印心间；天赐的便利，不受约束的空间环境，为
她们超越礼教的樊篱，大胆追求情爱创造了天然的条件。
其次，古典戏曲中的寺庙宫观，在选址上特别讲究，或位于深山幽谷之中，或置于青山绿水之
间，或坐落于交通要冲之地，不论地理位置如何，寺庙之内，除了宏伟壮丽、庄严肃穆的殿堂和塔楼，
亦具有中国园林建筑的典型特点，亭廊楼阁，水榭花台，流泉飞瀑，错落有致，花木茏葱，蔚然成阴，
充满诗情画意，可谓无寺庙不佳，无宫观不美，成为游览观光的名山胜境。 所谓“曲径通幽处，禅房花
木深”（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青山当佛阁，红叶满僧廊”（朱庆余《题青龙寺》），“十二层城阆苑
西，平时避暑拂虹霓”（李商隐《九成宫》），“松庭竹院，银塘玉槛。 绿依依柳色轻柔，红拂拂荷香娇软。
看清幽满檐，看清幽满檐。 湘云遮簟，熏风吹面”（《玉簪记》第十二出《下第》），“梵语出林稀，潮音向
空起。 暂来随喜，诸院逶迤犹傍回廊倚。 几曲云连，一片如秋水。 花影移，日影迟。 鸟乱啼，归路恐成
迷”（《玉合记》第六出《缘合》）。 优美、清幽的自然环境成为吸引信徒和游人重要因素，也为男女主人
公的幽期密约创造了条件。
再次，古典戏曲文本中的寺庙、宫观在招揽信徒的同时，还兼有与客栈相同的功能——
—为行人
提供食宿。 这与现实社会也是一致的。 《西厢记》中，张生普救寺游玩，遇莺莺于佛殿之上，为接近莺
莺，“问长老借一间僧房，早晚温习经史”（第一本第二折）；《玉簪记》中，潘必正“因下第羞归，远投
（女贞）观中”（第十二出《下第》）。 寺庙宫观之所以成为寄宿的理想所在，原因在于：一方面，它优美
的自然环境，静谧清幽的园林景致，庄严肃穆的殿阁楼台，同时充满浓郁宗教气息的环境氛围，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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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然物外、远离尘俗的无限遐想，让书生们驻足其间，流连忘返。 另一方面，它的居住环境单一纯
粹，少了一份客栈的嘈杂和喧嚣，多了一份宗教的神秘和宁静。 以发达的寺庙经济为基础的良好食
宿条件，使书生们安心下榻寄宿，埋首攻读而不被外界干扰。 客观存在的特殊功用，为书生们的停留
平添了理由，也为青年男女爱情的发生提供了契机。
可以发现，古典戏曲作品中的寺庙宫观与现实社会中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其特性和功能是基本
一致的。 不同的是，现实社会中它们的经济、娱乐、精神慰藉、稳定社会秩序等功能，在古典戏曲作品
中被有意识地忽略或淡化，而朝拜、游览、寄宿等功能及园林的景观特性则被有意识地强化。 换言
之，寺庙宫观的空间背景是被人为地、按照一定的秩序分割、规划、排列出来的，“空间不是物体得以
排列的（实在或逻辑）环境，而是物体的位置得以成为可能的方式”。 ［1］（P.310） 它有一个鲜明的意图指
向，为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的发生、发展提供可能。 于是，既定社会秩序内，现实的空间环境中，不可
能产生的爱情故事在这里开始一幕幕上演，佛殿之中，塔楼之下，青年男女一见钟情，互传衷曲，幽
期密约，成为他们谈情说爱、私定终身的理想地点。

二、 知觉与想象空间
空间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建筑学概念，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空间而存在，都具有空间存在性，这
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现实存在的物理空间与个人所体验
到的物理空间是不完全一致的，“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
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1］（P.137-138） 作家对空间的感知不是实际存在的建
筑或物理空间本身，而是作家感知、体验到的知觉空间，是作家以自我为中心，借助已有的生活经验、
感受和认知之后对空间的把握。 更进一步，文学作品中所展示的空间，是作家在对现实空间知觉的基
础上，对知觉的唤醒与重铸。 它是想象的、虚拟的，“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
部特殊性中被体验”。［2］（引言 P.21） 它是一种诗意化的“处境”空间，是作家自我处境的调整、配置和重构。
中国古代戏曲作品中的爱情故事，以寺庙宫观为空间背景，同样不是作家任意的抒写，而是对
现实知觉空间的再现与重塑，是作家思想观念的体现与传达。 作为现实社会中的宗教活动场所，寺
庙宫观是宗教向人们宣传宗教教义的地点，它是宗教的附属物，服务和服从于宗教仪式和活动的，
是善男信女们集聚于此祈求神佛庇护与保佑的地方。 然而，在作家的笔下，作为爱情故事的空间背
景，表现的中心却不是宗教的教义，不是劝善惩恶的因果报应，恰恰相反，它们虽然有现实社会寺庙
宫观建筑的形制、格局、环境，有宣讲教义和满足僧俗日常生活的功能，但内里却是对宗教精神的反
叛和背离。 对于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而言，它只是一个可以传情、偷情的地点，于是宗教意义的活动
场变成了缔结情缘的社交场、情色性爱的欢喜地。
《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莺莺为父亲作法事，肃穆的佛殿中，庄严的佛像下，本应悲痛的追悼
场，变成了欢喜的爱情圣殿，张生与崔莺莺从此情种心苗，相思难禁。 《玉簪记》中，身为道姑的陈妙
常，一心“暗想分中恩爱，月下姻缘，不知曾了相思簿”，感叹“身如黄叶舞，逐流波。 老去流年竟若
何”。 现实寺庙宫观空间对于禁欲的要求，与作家知觉和想象中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批判形成了无可
回避的对立。 宗教的教义法规在这里荡然无存，随着男女主人公行动的进一步展开，寺庙宫观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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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不仅没有成为他们行动的障碍，反而为他们的幽期密约提供了便利。 神秘庄严的宗教外衣
之下，是遮盖不了的世俗情欲，是无法排遣的春愁苦闷和自由爱情的强烈渴望，当青年书生们以诗
书挑之，“一念静中思动，遍身欲火难忍。 强将津唾咽凡心，争奈凡心转盛”（《玉簪记》第十九出《词
媾》）。 那早已悸动不安的春心也必然冲破世俗礼教、佛道教规教义的枷锁，投向情欲的罗网。 宗教的
力量敌不过自然的本能， 清规戒律抵挡不了世俗的情感欲望， 神圣庄严的宗教在顷刻之间轰然坍
塌。 如果说《西厢记》《牡丹亭》等戏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是对佛教禁欲主义的嘲讽，那么以《玉
簪记》《思凡》等为代表的戏中，不仅以寺庙宫观为情色爱欲的发生地，而且将爱情故事的女主角置
换为宗教中人，借人物的离经叛道，借助寺庙宫观，对宗教的清规戒律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强烈的
反叛。 这才是中国古代戏曲爱情故事以寺庙宫观为空间背景的真实意图所在。
古典戏曲作品中，寺庙宫观作为作家的知觉与想象空间，在批判禁欲的同时也宣扬了情欲。 《西
厢记》中王实甫借张生之口唱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表达了
对情欲的肯定。 汤显祖自言《牡丹亭》之杜丽娘为“有情人”，“情不知所起，一往情而深。 生而不可与
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题词》）。 情欲既可以超越
鬼域和人间，何况寺庙宫观。 “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利器，也是戏曲作家们借以向佛道禁欲主义思
想进行批判的武器。 对于作家而言，他们要挑战的是封建的礼法制度和宗教戒律的双重枷锁，而不
仅仅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又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
空间是戏曲故事发生发展、人物活动不可或缺的背景，但它不是简单地叙述和解释寺庙宫观的
现实功能和自然物理属性，更重要的，它是作家将对现实社会中的空间知觉、感受、思索，通过文学
创作加以重构，知觉和想象空间在艺术性的创造中得以外化，具有鲜明的主观性和非现实性。 “知觉
空间相反是以自己为中心面不断变化的，不过其变化的诸形态被主体图式同化，而主体的图式则因
新的体验而有所修正， 因此即使是知觉空间变化的诸形态， 也和形成意义作用的整体联系在一
起”。 ［3］（P.7） “人的生存是在空间中的生存，所以人对于空间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生存意
识和生存状态。” ［2］（P.34） 空间是作家传达“生存意识和生存状态”的信息符号和载体，它是知觉的，是
“我”的处境空间。
现实中的寺庙宫观空间承载着宗教的清规戒律，也受制于现实社会中法规律令、伦理道德。 现
实生活中的青年男女，不可能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之大妨及世俗社会的法律道德，也不可能无
视宗教的清规戒律，堂而皇之地谈情说爱、私会云雨，追求自由自主的爱情和婚姻。 但是在作家笔
下，这一切有了可能。 正如宗教为人们构建了一个虚幻的未来世界一样，作家也为宗教和理学桎梏
下的人们，包括自己营造了一个知觉与想象的世界。 从元杂剧到明清传奇，戏曲中的爱情故事似乎
总在反反复复地吟唱着相同的旋律：“一见钟情，私定终身，金榜题名，夫妻团圆。”老掉牙的叙事模
式，充满艳羡的情节叙述，不厌其烦地被抒写，原因在于它表达了所有作家心中共同的人生理想与
愿望，反映了他们在现实社会空间中的“生存意识”。 它们是那么真切、近在咫尺，却又是那么模糊、
遥不可及，如同一个虚幻迷离的梦，现实社会的空间是如此逼仄狭小，功名、仕途、利禄、权势、地位，
都与才子们无关，萤窗雪案，满腹经纶，穷困潦倒，怀才不遇，剧中男主人公们的处境与遭遇，是作家
对现实世界的知觉与感受，折射的是他们现实社会的“生存状态”。 “我不是按照空间的外部形状来

寺庙宫观：古典戏曲爱情故事的典型空间 ■

2013/06

看空间的，我在它里面经验到它，我被包纳在空间里。 总之，世界环绕着我，而不是面对着我。 ” ［4］（P.67）
寺庙宫观的空间建构，成为一个有意味的象征，它代表着社会秩序与控制，控制规范人的行为，强化
既定的社会秩序，圣殿中的爱情故事，则是对它的反叛和不恭。 在这里，宗教的禁欲主义、理学的“存
天理，灭人欲”，让位于自然本能的欲望，世俗与宗教的法规律令让位于内在的情 感 追 求 ，神 佛 成
为爱情婚姻的见证者，佛场、道场成为情场，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交错，内心世界与幻化世界交融，
作家对现实世界的“知觉”和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欲望在这里得到了释放，实现了满足，这是作家的想
象空间，也是同时代人的想象空间。

三、 另 类 空 间
寺庙宫观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物理空间，也是一个超越现实的意义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此
关注的宗教超越性并不是它对未来彼岸世界的构想，而是作家关于寺庙宫观的空间想象。 作家的思
想意识、生存状态、情感心理借助这一特殊载体，得以抒写和表达，戏曲作品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一
个思想赋予、意义传递的过程，它不是超时空的艺术创作，而是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以及
思想潮流的深刻印记。
作为一个实存的建筑空间，寺庙宫观本身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当它“被赋予”宗教的形式
和内容，便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因此，古代戏曲作品中的寺庙宫观是一个具有多重意识内涵的
空间，它所表现的作家的知觉判断和想象，既包括对现实世俗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也包括对宗教世
界的感知和评价。 古典戏曲爱情戏中的寺庙宫观空间，是“不确定的、开放的、充满机遇但又不安全，
属于‘路’的空间，如荒郊野岭、寺庙旅馆”。 ［5］ 对才子佳人而言，它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现实空间，一个
公开化的宗教活动场所，它的开放性决定了才子佳人活动的自由性和自主性；同时它又是一个承载
现实社会伦理道德和宗教清规戒律的双重禁忌的空间，禁欲与灭欲的要求，决定了人物行动本身必
然受到限制，必须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 然而与西方宗教建筑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寺庙宫观“不是
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
宫殿宗庙建筑，……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
是可以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
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 在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中，
不是去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 ……实用的、
入世的、理性的、历史的因素在 这 里 占 着 明 显 的 优 势 ，从 而 排 斥 了 反 理 性 的 迷 狂 意识”。 ［6］（P.103-106）
也正是因此，“中国寺庙似乎总在力图缩小与世俗社会的差距，总在尽量地消侵宗教的压力，总在尽
量地为其信众营造一个富有生活气息和文化气息的空间”。 ［7］（P.38） 神灵和仙佛不是以宗教的清规戒
律来压制男女的情色爱欲，庄严肃穆等外表之下，隐藏的是一颗市井世俗的心，有求必应，他们是爱
情的见证者、守护神。 《焚香记》中，敫桂英与王魁盟誓于海神庙，“死生患难，誓不改节（再娶）”，“左
右威灵，共鉴此盟”；当桂英误中小人奸计，以为王魁负恩再娶，于是“向那海神灵诉出从前誓，勾取
那辜恩贼”，海神公正无私，核簿籍、辨是非，使夫妻完聚。 海神不仅洞察人间善恶灾祥，监管焚香酬
愿祈福禳灾事宜，而且为男女爱情的誓言作证。 《金雀记》中，当守贞、礼佛的巫彩凤“突遭冰火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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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有投崖之险”时，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施展法力，出手相救，将其安置于二千里之外的紫云峰观
音庵内，以便日后与丈夫潘岳重会。 不仅救人于危难，且一力成就美满姻缘。 《孽海记·思凡》中，小尼
姑对着罗汉，想入非非，“又只见那两旁罗汉塑得来有些傻角，一个儿抱膝舒怀，口里儿念着我；一个
儿手托香腮，心里儿想着我；一个儿倦眼半开，朦胧的觑我，惟有布袋罗汉笑呵呵，他笑我时光挫；光
阴过，有谁人，有谁人肯娶我？这年老婆婆！降龙的恼着我 ，伏虎的恨着我，那长眉大仙愁着我，说我老
来时有什么结果”。 本是具有警戒意义的神佛罗汉，反而变成了朝思暮想的对象，世俗的“天理”在这
里失去了效力，宗教的戒律既束缚不了道士（僧人）尼姑（道姑），更无法阻挡方内青年男女追求爱情
的脚步，寺庙宫观带给他们的不是宗教的神秘、威慑和恐惧，而是一个既接近日常生活又规避了世俗
—
礼教道德约束的相对安全的空间。 这一空间正是福柯所说的超越现实之外但又真实存在的空间——
异托邦（Heterotopia）。 异托邦与乌托邦（Utopia）相对立，不同于乌托邦的非真实有效性，异托邦在现实
社会中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但它同时又独立超然于现实之外的，如同人照镜子，“镜子像异托邦一
样发挥作用，因为当我照镜子时，镜子使我所占据的地方既绝对真实，同围绕该地方的整个空间接
触，同时又绝对不真实，因为为了使自己被感觉到，它必须通过这个虚拟的、在那边的空间点”。［8］ 既
真实又不真实，既缥缈虚幻又场所明确，这就是异托邦，在真实场所中被有效实现了的乌托邦。
古代戏曲中的寺庙宫观，从空间性质上来说具有明显的异托邦特点。 一方面它是一个现实存在
的地方，一个真实的开放性的空间；另一方面它又超越于现实时间和空间，既有宗教教义本身对彼
岸世界的建构和描述，还包括作家笔下的营建和想象。 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现世缺憾后的
超世妄想、精神寄托。 天国仙境的来世妄想安放了他们无所归依的心灵，现实中无法摆脱的情绪困
扰、内心深处的焦虑挣扎在这里获得了慰籍和平衡。 作为爱情故事的空间背景，尽管这里“嵯峨高阁
梵钟鸣，深沉古殿禅映灯”，但却“游人接踵，满目芳尘”，“纷纷游女皆红粉”（《锦笺记》第十五出《进
香》）；虽“空山寂寞，古木成林”，却也是“桃源好避身”（《金雀记》第十九出《投崖》）。 以“言情”为旨归
的情节人物与寺庙宫观代表的宗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纵欲与禁欲，有情与无情，通过人物、言语、
行动的描绘，构筑了一个超越现实之外的想象空间，表达了作家对情欲的理解。
异托邦是一个超越现实的幻想空间，一个在现实中存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乌托邦。 通常人们无
法进入其中，“只有经一些许可，并且当人们完成了一些行动的时候，人们才可进入”。 ［8］ 对于古代戏
曲爱情故事中的才子佳人而言，现实世界里他们既无缘相识，亦无法相接，寺庙宫观空间的开放性
为他们一见钟情提供了可能。 才子可以在此游览、寄宿、祭祀，自由出入，佳人也可以借烧香许愿之
名进入其中而不被约束，借瞻仰叩拜神灵、仙佛之机，行所谓“宗教仪式”之时，他们进入了一个梦寐
以求的空间。 才子们可以含蓄地以诗书、丝桐传情，公开地以言语来试探，甚至挑逗，佳人们则可以
“扇底偷睛细审，看文魔少年，无限风情”（《锦笺记》第十五出《进香》）。 现实世界中，他们必须要遵守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自由的爱情是没有保障也不被认同的，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 作家笔下
的寺庙宫观，是一个现实的空间，又是一个现实之外的“另类空间”。 巍峨肃穆的佛塔宝殿，或狰狞或
安详、或微笑或冥想的神佛雕像，森严的气氛宣示了清规戒律的无法逾越，然而威严整肃的面孔之
下充斥的是世俗的情感欲望，翠栋雕梁之内，树影婆娑之间，才子佳人进入了一个于现实之中却又
超越现实之外的空间，传递私情、幽期密约，云雨偷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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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的异托邦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作用并形成的，寺庙宫观作为异托邦，在不同的社会
历史时期也具有不同的功能。 受制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秩序、道德观念和价值尺度，古代戏曲的
爱情故事热衷于寺庙宫观背景的空间描绘，一方面是以否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的现实
婚姻秩序、才子佳人的幸福团圆而告终，具有强烈的反对理学、反对宗教禁欲主义的色彩；另一方面，
由于现实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作为现实政治的依附者，男主人公们在没
有进入官僚阶层、成为统治集团当中的一员之前，低下的政治地位，窘迫的经济状况，使他们不可能
真正高攀到身份、地位、家境等远远超过自己的女主人公，因此，所谓的才子佳人的爱情婚姻在现实
社会中并没有实现的可能，爱情故事的空间也由此变得虚幻而不真实。 它只是中国古代戏曲作家们
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为了慰藉自我而构筑的梦想空间，存在于现实之中又超越现实之外。 古代戏曲爱
情故事以寺庙宫观为空间背景的意义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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