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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文化圈中的闽台戏曲发展创新

命诉求宛如火山岩浆喷薄而出、尽情宣

成为某些人眼中难以容忍、急于抹除的

泄，潜藏于心、难以名状的怀旧乡愁得

文化禁忌。

——以台湾布袋戏的跨界传播为例

以转移升华。由之而来，被抛来这一闭

文‖王 伟

得其情的快意恩仇”与“缠绵悱恻之乱

锁世界中的孤独闭锁的单子个体，
在“尽

英雄、消费英雄的有趣时代。
黄氏家族通力卯上、合力打造的既

二、“物”与“非物”：民间狂
欢的边界拓展

环环相扣又独立成章的霹雳布袋戏，与
其说是以“宏大直逼三国、细腻堪比红
楼”的讲述方式发露起伏跌宕的外部风

凭借后现代文化论述而影响两岸

云与幽微难测的潜意识闳域，毋宁说其

转型大潮而来的恐惧与战栗、紊乱与失

学界的西马大家弗雷德里克 · 杰姆逊

将原本淡出时代场景的英雄偶像重新置

衡、感伤与惫懒，姑且暂时搁置一边而

(Fredric Jameson) 有言，
“第三世界的

放在耀眼明亮的媒介聚光灯下，而使得

布袋戏无论是从现实型的历史再现到超现实的艺术想象，还是从玄冥时空的精心营构到异度地形的锐意创造，抑或是从身体美学的视觉展览到身

得以忘忧。正是在此意义上，《霹雳月

文本，甚至那些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

意味绵长的历史缺席变成形象直观的现

份认同的形上表述，深度契合本地民众的情感心理结构与价值伦理取向，密切关联闽南民系族群在兹念兹的历史记忆场域，而被大众媒体型塑为

刊》的前总编魏培贤先生，不无得意地

多趋力 (Libido) 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

实在场。这种记忆历史与摹写现实的双

活力迸发、别具一格的地方意象。在推动“新海丝人文交流”的时代情境中，闽台布袋戏返本开新、与时俱变的现代转型经验，及其所显影的文

将引人瞩目与侧目的布袋戏比成“小孩

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 ：关于个人命

重铭刻活动，既将创作主体的生命体验

化环流中的闽南美学风范，或许能为两岸共同探索传统地方戏曲的内容创新、类型拓展与全球传播提供有益参照。

的安徒生，少年的情人，成人世界的忘

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

间接嵌入行将弥合的历史语境而非文本

世情缘”的饕餮盛宴中，将伴随现代性
【摘要】本文在文化记忆场的阐释框架中深掘闽台布袋戏如何在视觉奇观上呈现审美文化担当，在媒介镜像中映射现实人文关怀，在玄幻意象下
重构民间在地文化，进而从创新转化地方传统文化与吸收整合异域异质文化两个维面，揭示其跨界传播的“不变之质”与“变化之象”。台湾现代

[5]

忧草” 。

。在我们看

语境，又与接受主体的审美期待视域融

从 大 历 史、 长 时 段 的 文 化 考 古 意

来，这一为华语学界反复征引的拗口名

合无间，从而把万千庶民从悸动彷徨的

义上讲，任何一部文本（不管是蹩脚拙

言，
用以勘探台湾“泛金光化”布袋戏（特

虚无之所拉了回来。因之，“无论是负

劣的速成之作，抑或是玲珑雕琢的优

别是其精神承继者霹雳布袋戏）似乎无

笈海外、学贯中西的自由菁英群落，抑

秀佳作）
，其都折射了“讲述故事的年

比贴切。命运多舛、踵事增华的台湾布

或是宅兹本地、目不识丁的民间草根阶

袋戏在一度遭遇禁播而又重返荧幕并且

层，无论是血气方刚、未经世事的青少

【关键词】现代性 ；闽南戏曲 ；闽派美学 ；传播策略 ；文化生态
[ 中图分类号 ]J80 [ 文献标识码 ]A

[6]10-12

代”

一、情怀与情结：泛金光化的“阳
刚美学”(1)

[7]429

的浮光掠影。数十年来，
“泛

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5)

金光化”的布袋戏及其人事两非、荤腥

大放光彩、更胜往日的时候

，正是整

年学生，还是历尽浮沉、阅尽沧桑的主

不忌的衍生序列，在总体上依旧遵循民

个社会处在扰攘多事、何去何从的十字

流保守人士”[8]46-52，大抵不由自主地被

机巧善变、紧俏风流的“金光意识”，
“日

对武侠故事体现的文化症候所进行的美

间观念形态的人性表达，并且藉由高亢

路口。若从整体文化图景上看，后现代

这股汹涌澎湃的大潮裹胁进去。上述图

据”时期瑰丽炫技的布袋戏被追认为“第

学诊断，现实规范与书写伦理的强行抹

激昂、沸腾热血的江湖主题和老少咸宜、

式的美学狂欢以雷霆万钧之势重估一切

景正是虚构与回忆相互借镜、想象与印

一次金光转型”，“光复”之后求新思变

除与刻意消解，并不意味着心灵深处的

雅俗同赏的审美趣味，满足日渐分殊、

民俗价值，反思赓续已久的宗法传统与

象合二为一的文化复古表征。曾几何时，

裁判是非的权威话语，试图一一分解从

霹雳布袋戏里专属某位英雄人物的特定

在台湾地区新闻主管部门所举办

的“剑侠戏”被指认为“第二次金光转

平静与释然，实际或许恰好相反，内心

渐次隔膜之不同阶层主体的情感共同体

的“寻找台湾意象”的活动当中，布袋

型”
，而家学深厚、天赋异禀的黄俊雄

隐秘的生命欲求往往因为外部弹压而更

想象。例如，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内台”

前居之不疑的叙事模式与现实存在，从

旋律响起之时，又有多少人不由得热血

戏以 13 万余票的惊人佳绩，不仅远远

(2)

加炽烈。是以，
“英雄与美人比翼齐飞，

表演时期，享誉台湾的一代布袋戏大师

而生发对主流阐释系统与原有认知框架

沸腾、心潮澎湃。如果回溯历史语境追

的经典叙述

李天禄，就凭借其拿手好戏《清宫三百

的另类解析，而建筑在古典伦理之上的

索布袋戏让观众入戏并趋之若鹜的基本

精神家园亦在此解构狂潮中走向荒芜。

元素，其答案或许就在于历史无意识的
深层激荡，英雄主义美学的当下回归。

所掀起的电视布袋戏的“史艳文风暴”

情爱与暴力相得益彰”

[3]6-11

超过所谓的“本土剧种”歌仔戏的得票

则属于“第三次转型”
，至于黄强华昆

率，还一举击败了玉山、台北 101 大楼

(3)

仲继承其父发扬光大的“霹雳布袋戏”

模式，慨然奏响台湾布袋戏之“风雷掌

年》中的洪熙官一角想象岭南乃至华夏

等强劲对手拔得头筹，“成为‘台湾意

被界定为“第四次金光转型”
。正是在

中动，世浪翻袖中”的华彩乐章。一方面，

历史，在“一口说尽千古事”的开阖转

缘此，一方面如前所言，植根已久的偶

。然而，在台湾布

此基础上，我们不妨大胆地将台湾布袋

以商业利润之最大化追求为根本原则，

换中重新描绘亦真亦幻的江湖地图。其

像膜拜不仅成为一种与生俱来、根深蒂

袋戏发展史的传统论述框架当中，却一

戏发展史上历时出现但又互有叠加的显

以消费欲望之外在化扩张为内在动力的

运用一身绝技与满腔热情倾力打造一系

固的审美集体有意识，亦演化为共同文

随着前现代的农耕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

化记忆的深层心理结构，因而带着文化

明乃至后现代的消费文化加速过渡与多

[1]41

象’识别系统”

正所谓，“去圣已邈，宝变为石”。

直存在着“原生”与“衍生”、“传统布

现“武打”底色的布袋戏表演形态（“剑

“武戏”及其衍生序列，堪为侠骨柔情、

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民间英雄形象，

袋戏”
（即古典锣鼓布袋戏）与“金光

侠戏”、“少林戏”、狭义“金光戏”或

搜奇猎艳的“造梦工程”，在外文绮交、

绘影绘声、浓墨重彩地铺张渲染其惊

健忘症的狂热群体又转而呼唤新质偶像

态共存，尚未与传统揖别的普罗大众，

布袋戏”的二元划分，似乎二者界限森

曰“金刚戏”、电视布袋戏、霹雳布袋戏）

内义脉注的剧情架构上，极大满足消费

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顶天立

的重新降生。另一方面，历史主义的文

其生活愈来愈受到现代科层机构与跨国

严、壁垒分明。在我们看来，诚如台湾

视作广义的“金光戏”序列（或曰“泛

主体“窥视欲”的生产与再生产。另一

地、正气浩然的真正英雄豪杰，终将超

化幽灵虽然仍在上空徘徊不去，但是伴

金融资本的重重制约。因之，孺慕英雄、

随现代性所携问题深入社会肌理，目睹

向往崇高的史诗时代黯然退隐、悄然结

知名布袋戏专家吴明德先生在《台湾布

金光戏”），一并探讨其共同反映的社会

方面，终日困厄于柴米油盐之庸常生活

越一己偏私、走向理性成熟，并心悦诚

袋戏表演艺术之美》所言，台湾布袋戏

审美期待与公共历史记忆。

的观看群体，在“刀光剑影、飞檐走壁、

服地接受锄强扶弱、匡扶正义的使命召

乱云飞渡、潮起潮落的普罗大众，对如

构，平庸卑微、一地鸡毛的散文化时代

腾云驾雾、千变万化、掌动山岳、特技

唤。在险象环生、漫长波折的成长过程

走马灯的公共人物之朝云暮雨的文宣口

终于莅临、成为常态，个体与群体逐渐

的视听轰炸中眼界大开，从

中，终将被命名为英雄的武术家们（似

号早已心生厌倦，迫切渴望向民族根须

整合进一个时尚消费与消费时尚的总体

找寻精神寄托的文化资源。易而言之，

潮流当中。在“去历史化”与“再历史化”

整体的发展趋向是往“金光戏”加速倾
斜，即走的是一条“泛金光化”的不归

现代西方精神分析学说及其本土美
学实践者往往认为，人类在其最为基层

百出”

[2]162

之路。其基于历时性传承发展所归纳出

的生理层面存有两种互为经纬的原始本

神乎其技的喧天锣鼓中隐约感受到冲

乎多为男性）渐渐不是好勇斗狠、以力

的共时性传播特征而指出，
“北管布袋

能，即建设性的“爱的本能”和破坏性

破观念形态藩篱的力量与冲动，进而将

过人的格斗者，亦不仅仅是冤冤相报、

在凸显出来的历史迷局与美学乱象中，

的众声喧哗中，民俗曲艺的现实根基面

以暴易暴之复仇行动的执行者，也非间

岛内民众希望借着其时文艺生态的松动

临来势汹汹的强力挑战与前所未有的严

视为来不及实现却看得见的梦。进而言

或充任边缘族群、弱势群体的庇护者，

契机，通过与偶像进行精神层面的交往

峻考验，民间伦理更是遭受货币符号的

对话来显影内心图像，并进而实现对阳

无情挤兑与交换逻辑的僭越摧毁。正是

戏是南管布袋戏的‘金光化’表现，内

的“攻击本能”
，只是由于主体理性以

台（戏院）剑侠布袋戏又是北管布袋戏

合乎人类普遍道德为名长期对之刻意压

[4]1

“权情困扰、善恶纠葛”

的诡谲故事

的‘金光化’表现，以致黄俊雄的电视

抑，使其堕于幽暗之处而在日常生活中

之，在过去与现在不断穿越、几番往来

而是成为埋藏在戏迷心底之另一个隐匿

布袋戏、黄文铎的霹雳布袋戏，基本上

被层层遮蔽。但是，诚如笔者在多年前

的草根民众，以审美游戏的自由方式卷

不彰、若无实有的英雄情结。职是之故，

刚之美的重新发现与对未来世界的美好

在乡贤远去、偶像不在之现实世道的剧

写作的《东方武侠的视听盛宴——试论

入出虚入实、虚实相生的戏剧仪式 ；其

其一面被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殷殷惦念而

想象。所以，这是一个在心灵层面需要

烈冲击下，霹雳世界中具备高超人际关

间其时，灵魂深处、没有名目的原始生

奉为史诗美学的英雄图腾，另一方面亦

英雄、召唤英雄，但又在现实层面戏谑

系处理能力、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

[2]59

也是往更‘金光化’的风格去表现”

。

在其看来，压箱底的古册戏中就蕴含着

后现代视阈下的江湖世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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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民间在地文化，进而从创新转化地方传统文化与吸收整合异域异质文化两个维面，揭示其跨界传播的“不变之质”与“变化之象”。台湾现代

[5]

忧草” 。

。在我们看

语境，又与接受主体的审美期待视域融

从 大 历 史、 长 时 段 的 文 化 考 古 意

来，这一为华语学界反复征引的拗口名

合无间，从而把万千庶民从悸动彷徨的

义上讲，任何一部文本（不管是蹩脚拙

言，
用以勘探台湾“泛金光化”布袋戏（特

虚无之所拉了回来。因之，“无论是负

劣的速成之作，抑或是玲珑雕琢的优

别是其精神承继者霹雳布袋戏）似乎无

笈海外、学贯中西的自由菁英群落，抑

秀佳作）
，其都折射了“讲述故事的年

比贴切。命运多舛、踵事增华的台湾布

或是宅兹本地、目不识丁的民间草根阶

袋戏在一度遭遇禁播而又重返荧幕并且

层，无论是血气方刚、未经世事的青少

【关键词】现代性 ；闽南戏曲 ；闽派美学 ；传播策略 ；文化生态
[ 中图分类号 ]J80 [ 文献标识码 ]A

[6]10-12

代”

一、情怀与情结：泛金光化的“阳
刚美学”(1)

[7]429

的浮光掠影。数十年来，
“泛

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5)

金光化”的布袋戏及其人事两非、荤腥

大放光彩、更胜往日的时候

，正是整

年学生，还是历尽浮沉、阅尽沧桑的主

不忌的衍生序列，在总体上依旧遵循民

个社会处在扰攘多事、何去何从的十字

流保守人士”[8]46-52，大抵不由自主地被

机巧善变、紧俏风流的“金光意识”，
“日

对武侠故事体现的文化症候所进行的美

间观念形态的人性表达，并且藉由高亢

路口。若从整体文化图景上看，后现代

这股汹涌澎湃的大潮裹胁进去。上述图

据”时期瑰丽炫技的布袋戏被追认为“第

学诊断，现实规范与书写伦理的强行抹

激昂、沸腾热血的江湖主题和老少咸宜、

式的美学狂欢以雷霆万钧之势重估一切

景正是虚构与回忆相互借镜、想象与印

一次金光转型”，“光复”之后求新思变

除与刻意消解，并不意味着心灵深处的

雅俗同赏的审美趣味，满足日渐分殊、

民俗价值，反思赓续已久的宗法传统与

象合二为一的文化复古表征。曾几何时，

裁判是非的权威话语，试图一一分解从

霹雳布袋戏里专属某位英雄人物的特定

在台湾地区新闻主管部门所举办

的“剑侠戏”被指认为“第二次金光转

平静与释然，实际或许恰好相反，内心

渐次隔膜之不同阶层主体的情感共同体

的“寻找台湾意象”的活动当中，布袋

型”
，而家学深厚、天赋异禀的黄俊雄

隐秘的生命欲求往往因为外部弹压而更

想象。例如，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内台”

前居之不疑的叙事模式与现实存在，从

旋律响起之时，又有多少人不由得热血

戏以 13 万余票的惊人佳绩，不仅远远

(2)

加炽烈。是以，
“英雄与美人比翼齐飞，

表演时期，享誉台湾的一代布袋戏大师

而生发对主流阐释系统与原有认知框架

沸腾、心潮澎湃。如果回溯历史语境追

的经典叙述

李天禄，就凭借其拿手好戏《清宫三百

的另类解析，而建筑在古典伦理之上的

索布袋戏让观众入戏并趋之若鹜的基本

精神家园亦在此解构狂潮中走向荒芜。

元素，其答案或许就在于历史无意识的
深层激荡，英雄主义美学的当下回归。

所掀起的电视布袋戏的“史艳文风暴”

情爱与暴力相得益彰”

[3]6-11

超过所谓的“本土剧种”歌仔戏的得票

则属于“第三次转型”
，至于黄强华昆

率，还一举击败了玉山、台北 101 大楼

(3)

仲继承其父发扬光大的“霹雳布袋戏”

模式，慨然奏响台湾布袋戏之“风雷掌

年》中的洪熙官一角想象岭南乃至华夏

等强劲对手拔得头筹，“成为‘台湾意

被界定为“第四次金光转型”
。正是在

中动，世浪翻袖中”的华彩乐章。一方面，

历史，在“一口说尽千古事”的开阖转

缘此，一方面如前所言，植根已久的偶

。然而，在台湾布

此基础上，我们不妨大胆地将台湾布袋

以商业利润之最大化追求为根本原则，

换中重新描绘亦真亦幻的江湖地图。其

像膜拜不仅成为一种与生俱来、根深蒂

袋戏发展史的传统论述框架当中，却一

戏发展史上历时出现但又互有叠加的显

以消费欲望之外在化扩张为内在动力的

运用一身绝技与满腔热情倾力打造一系

固的审美集体有意识，亦演化为共同文

随着前现代的农耕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

化记忆的深层心理结构，因而带着文化

明乃至后现代的消费文化加速过渡与多

[1]41

象’识别系统”

正所谓，“去圣已邈，宝变为石”。

直存在着“原生”与“衍生”、“传统布

现“武打”底色的布袋戏表演形态（“剑

“武戏”及其衍生序列，堪为侠骨柔情、

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民间英雄形象，

袋戏”
（即古典锣鼓布袋戏）与“金光

侠戏”、“少林戏”、狭义“金光戏”或

搜奇猎艳的“造梦工程”，在外文绮交、

绘影绘声、浓墨重彩地铺张渲染其惊

健忘症的狂热群体又转而呼唤新质偶像

态共存，尚未与传统揖别的普罗大众，

布袋戏”的二元划分，似乎二者界限森

曰“金刚戏”、电视布袋戏、霹雳布袋戏）

内义脉注的剧情架构上，极大满足消费

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顶天立

的重新降生。另一方面，历史主义的文

其生活愈来愈受到现代科层机构与跨国

严、壁垒分明。在我们看来，诚如台湾

视作广义的“金光戏”序列（或曰“泛

主体“窥视欲”的生产与再生产。另一

地、正气浩然的真正英雄豪杰，终将超

化幽灵虽然仍在上空徘徊不去，但是伴

金融资本的重重制约。因之，孺慕英雄、

随现代性所携问题深入社会肌理，目睹

向往崇高的史诗时代黯然退隐、悄然结

知名布袋戏专家吴明德先生在《台湾布

金光戏”），一并探讨其共同反映的社会

方面，终日困厄于柴米油盐之庸常生活

越一己偏私、走向理性成熟，并心悦诚

袋戏表演艺术之美》所言，台湾布袋戏

审美期待与公共历史记忆。

的观看群体，在“刀光剑影、飞檐走壁、

服地接受锄强扶弱、匡扶正义的使命召

乱云飞渡、潮起潮落的普罗大众，对如

构，平庸卑微、一地鸡毛的散文化时代

腾云驾雾、千变万化、掌动山岳、特技

唤。在险象环生、漫长波折的成长过程

走马灯的公共人物之朝云暮雨的文宣口

终于莅临、成为常态，个体与群体逐渐

的视听轰炸中眼界大开，从

中，终将被命名为英雄的武术家们（似

号早已心生厌倦，迫切渴望向民族根须

整合进一个时尚消费与消费时尚的总体

找寻精神寄托的文化资源。易而言之，

潮流当中。在“去历史化”与“再历史化”

整体的发展趋向是往“金光戏”加速倾
斜，即走的是一条“泛金光化”的不归

现代西方精神分析学说及其本土美
学实践者往往认为，人类在其最为基层

百出”

[2]162

之路。其基于历时性传承发展所归纳出

的生理层面存有两种互为经纬的原始本

神乎其技的喧天锣鼓中隐约感受到冲

乎多为男性）渐渐不是好勇斗狠、以力

的共时性传播特征而指出，
“北管布袋

能，即建设性的“爱的本能”和破坏性

破观念形态藩篱的力量与冲动，进而将

过人的格斗者，亦不仅仅是冤冤相报、

在凸显出来的历史迷局与美学乱象中，

的众声喧哗中，民俗曲艺的现实根基面

以暴易暴之复仇行动的执行者，也非间

岛内民众希望借着其时文艺生态的松动

临来势汹汹的强力挑战与前所未有的严

视为来不及实现却看得见的梦。进而言

或充任边缘族群、弱势群体的庇护者，

契机，通过与偶像进行精神层面的交往

峻考验，民间伦理更是遭受货币符号的

对话来显影内心图像，并进而实现对阳

无情挤兑与交换逻辑的僭越摧毁。正是

戏是南管布袋戏的‘金光化’表现，内

的“攻击本能”
，只是由于主体理性以

台（戏院）剑侠布袋戏又是北管布袋戏

合乎人类普遍道德为名长期对之刻意压

[4]1

“权情困扰、善恶纠葛”

的诡谲故事

的‘金光化’表现，以致黄俊雄的电视

抑，使其堕于幽暗之处而在日常生活中

之，在过去与现在不断穿越、几番往来

而是成为埋藏在戏迷心底之另一个隐匿

布袋戏、黄文铎的霹雳布袋戏，基本上

被层层遮蔽。但是，诚如笔者在多年前

的草根民众，以审美游戏的自由方式卷

不彰、若无实有的英雄情结。职是之故，

刚之美的重新发现与对未来世界的美好

在乡贤远去、偶像不在之现实世道的剧

写作的《东方武侠的视听盛宴——试论

入出虚入实、虚实相生的戏剧仪式 ；其

其一面被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殷殷惦念而

想象。所以，这是一个在心灵层面需要

烈冲击下，霹雳世界中具备高超人际关

间其时，灵魂深处、没有名目的原始生

奉为史诗美学的英雄图腾，另一方面亦

英雄、召唤英雄，但又在现实层面戏谑

系处理能力、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

[2]59

也是往更‘金光化’的风格去表现”

。

在其看来，压箱底的古册戏中就蕴含着

后现代视阈下的江湖世界》

(4)

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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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还真，代替自带“好人”光环、正直

三、“小戏”的“大道”：掌中
而又悲情的史艳文（集“忠、孝、节、义”
天地的文化转译
于一身的大儒侠形象）
，成为台湾电视
布袋戏的新一代主角。与之相应而生的

“表面上看似完全幻想的世界，有
[11]2

如前所述，

身不由己。由此推之，在江湖路上行行
复行行、努力谋生活的武林人士，何其
脆弱又何其荒诞。互为吊诡的是，生命
之间的两相凝视、转化为彼此熟视、进

是，涕泪飘零的孤胆英豪与知情守礼的

时并非完全与现实无关。”

武侠群像，渐次不再构成布袋戏表现的

台湾现代布袋戏以寓言方式表意现实，

在打打杀杀、躲躲藏藏中过日子的江湖

重点对象，而折冲樽俎的拉帮结派与缜

缘此对之理解的主要参数显然是当下台

中人，似乎形成在谈笑间、在发怒时将

密长远的谋略运用，果不其然地成为布

湾地区的社会情势及其文化实践的后现

敌手灰飞烟灭的行为惯习。是以，在波

袋戏着力展示的剧情重心。缘此，在《霹

代性。下面我们就在文化诗学层面上简

谲云诡、互相倾轧的至尊争霸战中，尔

雳至尊》第 12 集当中，
“一线生”才会

要分析霹雳布袋戏既合乎“常情”又悖

虞我诈的权谋机变及其所外显的生死决

语重心长地对素还真说 ：
“当今的武林，

乎“常理”的魔幻写实色彩，及其铸就

斗，成为深陷情天欲海不能自拔之各类

目前的社会，非是个人与个人之争，而

的艺术想象空间与虚拟美学世界。

人物或维系自身生存、或发泄剩余精力、

是组织与组织之斗。手段、智慧、财力、
[9]432

就近而言，霹雳布袋戏作为台湾布

而沦为相互轻视乃至互相敌视。君不见，

或宣泄生命快感之必不可少的日常活

袋戏跨界创新的重要成果，
乃是与
“内台”

动。而那些早已渡过“情”
（亲情、友情、

话 说 回 来， 在 民 间 文 化 自 身 因 商

时期金光戏的通俗演义是一脉相承、有

爱情、乃至天下情）与“理”
（天理、公理、

品化混淆变形的此时此刻，处于过去不

迹可访 ；远而论之，其在全球本土化的

物理）纠葛挣扎的侠客豪杰，也只能感

可返归、未来难于展望之状态中的人

时代语境中异军突起、攻城拔寨，体现

喟理想化的桃源世界终究敌不过现实世

们，亦不会满足纷至沓来、内化于心的

了东方戏剧传统在中西文化互学互鉴中

界的残酷与无情。一言以蔽之，这是人

消费欲求。其在重新审视虚有其表、日

的涅槃重生或曰创新复兴。俱往矣，云

性的极度异化，难道不是吗？在杀机重

渐孱弱之民间美学的同时，间或将目光

林黄氏第四代（黄强华、黄文铎这对性

重、用尽权谋的霹雳世界中，人性之美

投向满是怪谭奇遇、幻魅想象的偶像世

格与专长互补的兄弟）对武侠题材的“戏

一名不文、惨遭践踏，非人之举大行其

界，希冀借助蕴涵其间葱郁奇诡、亦幻

拟”
、玄幻元素的挪用，一举超越前辈

道、司空见惯。

亦真的艺术想象，以期实现“对族群原

诸贤（包括其祖父黄海岱、其父亲黄俊

不惟如此，在投影功利现实的霹雳

初文明的缅怀与追忆”[10]215，并以之抗

雄）而又与时俱进的精髓所在，显然不

世界中，闯入其间的工具理性如同野草

与 权 力 驭 使 下 的 木 偶。 例 如 在《 霹 雳

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 · 拉康 ( J a c q u e s

衡或曰疏离难以直面的世俗常规。由此

在于其直指人心的剧情编排与俚俗亲民

一般迅速蔓生并将主体意识窒息。于此

眼》当中，欧阳世家建立在拟血缘关系

L a c a n ) 认为，“欲望的客体永远难以达

观之，在多重现代性的历史情境中，宗

的方言修辞，也不在于其通过疾徐有序、

酷烈的生存环境之中，戏偶之间的相互

之上（
“十六义子”
）的庞大组织，究其

成”[13]1，因为人们想要的不是欲望的

元汇通、自成体系的现代布袋戏作为历

张弛有度的情节安排而将简陋故事复杂

角力与争权夺利，亦顺理成章地成为武

实际不过是为了成就欧阳上智一己之利

对象本身，而是关于欲望的不断幻想。

尽劫波、熬过严冬的重放鲜花，犹自散

化、平面人物立体化的技巧精进，更不

林事件的台前助力与幕后推力。若非如

而聚合凝就。进而言之，欧阳世家只不

在笔者看来，
“霹雳系列”借助戏偶这

义，几乎等同于科幻之于美国影视的意

发出民间的诗意芬芳，深具文化缅怀与

在于运用“可动关节人形”之高度拟真

此，身怀绝技、出手不凡的一代侠客何

过将其当成一种为己所用的关系资源，

一媒介的灵活操纵，开启“身体”向度

义”[14]。承前所述，霹雳布袋戏并非

重构记忆的美学功效。实而言之，生存

技术来再现一幅气势磅礴、风云变幻的

以大显身手，藏之名山的传世绝学、幻

的深刻思考以及另类风景的再生，显现

只是驻留在昏天黑地的打斗与无休无止

在虚拟时空之中的布袋戏主人公无所不

史诗景观。也就是说，其艺术成就不局

术法宝何以闪光绽放？整个霹雳世界就

之间的关系”

出不同于民间素朴美学之后现代身体美

的争斗，其还在超历史性的跨时空言说

能、本事通天，既有狂野不羁、另类激

限在技巧层面的创作难度，表演美学的

是波澜不惊的一潭静水，遑论建立乌托

对“人”（主体）被物化为工具（客体）

学的超理性意涵，正是对充满荒诞意味

中彻底清算东方武侠话语系统中的堂皇

进的理想者，又有多难自持、自成一格

异乎寻常 ；而在于注入破字为先、立在

邦理想的雄图霸业。在此，现代布袋戏

的社会现实有着敏于常人、异于常理的

之人类生存困境的最好诠释。由此进而

叙事（即儒家伦理包裹下的江湖道义），

的悟道者，更有迷茫漂泊、辗转难安的

其中的现代性文化元素，重构一个勾连

所建构的霹雳世界，乃是运用“暴力美

洞察与思考，并站在文化批判的历史视

思之，霹雳布袋戏凭借一系列深陷欲望

从而在前现代传统与后现代文化的汇通

求索者，最大程度上符合庶民阶层的精

传统、类比现实的异度空间。正是在这

学作为其叙述的根本指向，以彻底改写

景中一再提醒世人对跨域资本主导下的

黑洞的痴男怨女群像，透视生命伦理与

与整流中，演义文明活力、凝聚民间想

神旨趣与情感认同，成为喜新又恋旧之

一为世人开启隐含人性的美学创新上，

人的欲望、精神、历史和文化的内在结

现代行为逻辑保持应有警惕。在我们看

经 济 伦 理、 政 治 伦 理 的 张 力 结 构， 并

象。显然，如果将“正义”与“邪恶”

构，反思社会发展与道德沦丧交织这种

来，其面对滚滚红尘的“情、缘、恩、

自觉与自决地转向对审美伦理的历史反

之间的二元对立推向极端，简单地将武
林恩怨抽象归结为争权夺利的自相残

人力、武力、物力要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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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木偶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赵莎莎拍摄）

“并以功利主义的手段操作这层人与人
[9]415

。由此可见，创作者

四、看头与噱头 ：霹雳世界的
美学隐喻
有道是，“玄幻对于东方影视的意

重燃曩日激情的影像春药。是以，张致

戏，才能消融此前为人所诟病的武戏过

历史进程的二律背反”

。按照此项逻

愁”
， 努力叩击人物角色所担纲的世俗

思、对生命意义的诗性追问以及主体之

恓惶、忧伤躁郁的本地俚俗众生，在如

多过滥、
“人物快入快出”的艺术悬置感，

辑规则，魂兮归来、出生入死的某些侠

命定，执着地向众音纷陈、喧哗不已的

间的对话抗辩，从而有别于同属“武戏”

杀，或具象图解为诸如代表正义力量的

梦似幻、华丽苍凉的视觉奇观中恣意翻

突出戏剧人物在极端情境中进行抉择的

客早就视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为可有可

存在发问，并在“自语”与“他语”、
“出

序列的“剑侠戏”“金光戏”，乃至早期

“东南派”(6) 与代表邪恶势力的“西北

滚、悠游梦幻，在魅影重重、迷离扑朔

复杂性与对话性，因而成功负载了霹雳

无的繁文缛节，该找人牺牲时毫不迟疑，

戏”与“入戏”之间反复辩证，弥足珍贵、

电视布袋戏的暴力展示与媚俗表演。再

派”之纠缠不清的循环斗争，最后以永

的戏影空间中反刍熔浆般的炙热与极致

文化特有的一份悖论式的艺术表达、一

该反戈一击时绝不手软。若以局外人的

发人省醒。

进一步而论，以虚纪实、似假又真的霹

恒正义的最终回复来结构故事与编织剧

处的惨淡，在上天入地、神游万仞的出

处扭结的叙述逻辑或曰情感结构。

后见之明而斗胆试问剧中人，若剥离凝

依稀记得德国唯意志主义美学家叔

雳布袋戏，其审美意义在于其以多种本

情，那是安于俗套、创造力匮乏的二流

定其间直接而又实在的利益关系，所剩

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 有言，人

土化符码精心雕镂出跨越世俗逻辑的审

民间说唱者，终将会在出场人物“一山

神状态中感受身心一体、人偶齐一的愉

在其用心虚拟、光怪陆离的霹雳世

悦狂喜，在虚拟与实在、此岸与彼岸的

界中，一再熄灭又一再燃起的恩怨情仇

为何？本应超脱、笑看风云的道上中人，

生就像来回晃动的机械钟摆，于空虚与

美奇观世界，有力穿透观念形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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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为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交换逻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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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形而上的审美体验。

处躲藏、无法回避，可谓人在江湖自然

暗中操纵，主动变成利益宰制下的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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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现代性的时代风范与文化远景。

氏昆仲作为后来与后继者，要想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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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还真，代替自带“好人”光环、正直

三、“小戏”的“大道”：掌中
而又悲情的史艳文（集“忠、孝、节、义”
天地的文化转译
于一身的大儒侠形象）
，成为台湾电视
布袋戏的新一代主角。与之相应而生的

“表面上看似完全幻想的世界，有
[11]2

如前所述，

身不由己。由此推之，在江湖路上行行
复行行、努力谋生活的武林人士，何其
脆弱又何其荒诞。互为吊诡的是，生命
之间的两相凝视、转化为彼此熟视、进

是，涕泪飘零的孤胆英豪与知情守礼的

时并非完全与现实无关。”

武侠群像，渐次不再构成布袋戏表现的

台湾现代布袋戏以寓言方式表意现实，

在打打杀杀、躲躲藏藏中过日子的江湖

重点对象，而折冲樽俎的拉帮结派与缜

缘此对之理解的主要参数显然是当下台

中人，似乎形成在谈笑间、在发怒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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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手灰飞烟灭的行为惯习。是以，在波

袋戏着力展示的剧情重心。缘此，在《霹

代性。下面我们就在文化诗学层面上简

谲云诡、互相倾轧的至尊争霸战中，尔

雳至尊》第 12 集当中，
“一线生”才会

要分析霹雳布袋戏既合乎“常情”又悖

虞我诈的权谋机变及其所外显的生死决

语重心长地对素还真说 ：
“当今的武林，

乎“常理”的魔幻写实色彩，及其铸就

斗，成为深陷情天欲海不能自拔之各类

目前的社会，非是个人与个人之争，而

的艺术想象空间与虚拟美学世界。

人物或维系自身生存、或发泄剩余精力、

是组织与组织之斗。手段、智慧、财力、
[9]432

就近而言，霹雳布袋戏作为台湾布

而沦为相互轻视乃至互相敌视。君不见，

或宣泄生命快感之必不可少的日常活

袋戏跨界创新的重要成果，
乃是与
“内台”

动。而那些早已渡过“情”
（亲情、友情、

话 说 回 来， 在 民 间 文 化 自 身 因 商

时期金光戏的通俗演义是一脉相承、有

爱情、乃至天下情）与“理”
（天理、公理、

品化混淆变形的此时此刻，处于过去不

迹可访 ；远而论之，其在全球本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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喟理想化的桃源世界终究敌不过现实世

们，亦不会满足纷至沓来、内化于心的

了东方戏剧传统在中西文化互学互鉴中

界的残酷与无情。一言以蔽之，这是人

消费欲求。其在重新审视虚有其表、日

的涅槃重生或曰创新复兴。俱往矣，云

性的极度异化，难道不是吗？在杀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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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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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或曰疏离难以直面的世俗常规。由此

在于其直指人心的剧情编排与俚俗亲民

一般迅速蔓生并将主体意识窒息。于此

眼》当中，欧阳世家建立在拟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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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说唱者，终将会在出场人物“一山

神状态中感受身心一体、人偶齐一的愉

在其用心虚拟、光怪陆离的霹雳世

悦狂喜，在虚拟与实在、此岸与彼岸的

界中，一再熄灭又一再燃起的恩怨情仇

为何？本应超脱、笑看风云的道上中人，

生就像来回晃动的机械钟摆，于空虚与

美奇观世界，有力穿透观念形态的精神

更比一山高”(7) 的升级打斗中引起“戏

时空错位中进行想象性的相互抚慰并进

让试图金盆洗手、远离是非的剧中人无

却为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交换逻辑所

痛苦两端之间徘徊往复，欲望未获满足

幔帐与现实表象的迷雾环绕，逆向折射

粉”的审美疲劳。因此，其生也晚的黄

入形而上的审美体验。

处躲藏、无法回避，可谓人在江湖自然

暗中操纵，主动变成利益宰制下的打手

就痛苦不已，一朝满足便堕入空虚 ；法

另类现代性的时代风范与文化远景。

氏昆仲作为后来与后继者，要想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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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接受，我说素还真的不是，你却听

江湖原罪，无论做何尝试都不能解套、

多重面相的霹雳布袋戏作为神话感性与

被视为“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中最成功的

道”[23]60 之不无吊诡的至理名言，似乎

跟，超越包括父祖叔伯在内的众多前辈

不下去，我已不在乎被批评的如何，但

难以翻身，人为塑就黑白两道判若鸿沟、

技术理性的有机结合体，既有传统性、

典范之一”[21]。或许在这座高原之上

也就不难理解在芸芸大众眼中，全面拥

高手，就不能迷恋“为打而打”、以武

我想帮助的，只有你。当初素还真率领

正邪两派势同水火的武林秩序。

服人的暴力美学，而必须从人性的至高

众人围杀一名四肢皆残、毫无权势的人，

点审视大千世界，从世界的最深处剖析

地方性的民俗遗风，又有产业化、全球

造就的产业高峰之侧，传统地方戏曲再

抱世俗的现代布袋戏就是既有门道、又

目 击 惊 心 动 魄、 凄 艳 苍 凉 的 霹 雳

化的现代新质，并在交投错综的现代性

往商业向度上继续擢升与拓展，既是难

有热闹的双重诱惑。既然如此，早已形

你说是仁慈吗？在我与他争斗当中，本

世界，宛如被凉水浇背、忐忑不安的观

美学话语中包孕后现代性的消费文化因

以接受，也是毫无选择，因为“‘霹雳’

成“自成体系、自成生态”之工业流程

人性繁复，创造出一个意蕴丰富、人偶

来就要死一个，方能罢休。这点我不怪

众即使不做过多解读，也不难看出“没

子。如果说在传统戏曲产业化的时代脉

所呈现的不是传统布袋戏的传承，而是

与产业链条的霹雳布袋戏，在重新激活

合一的审美空间，以促使耽溺其间、欲

他心狠手辣，也不怪他在我崩溃之后，

有赤裸裸的现实，只有不断被解释的

动当中，台湾霹雳集团豪情万丈、雄心

以文化工业的运作机制，建构其娱乐王

民间传统资源的后现代文化大纛下将流

罢不能的追剧粉丝“矛盾地思考矛盾本

如何的到处抹黑我、污蔑我，将我的儿

现实”的权力假面。戏中人物的所作

勃勃地以“东方迪斯尼”作为其产业发

国的文本，包装着迷人的梦幻想象，不

行文化元素、市场价值理念注入原始意

子冷剑白狐逼的走投无路，连我的女儿

所为映现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其

展目标，似乎有点言过其实、夸大其词。

断地吸引消费。以多元化的文化触角，

象系统，并藉由猎奇艳异之奇观异境、

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进而

仇魂怨女投奔他，也难逃被杀的命运。

不仅将无端无过的他者作为替罪羔羊

但是平心而论，霹雳布袋戏以专业化的

深入社会民心，吸取各种流行元素，抓

沉实厚重之思想意涵与精雕细琢之“工

在超越理性的狂欢仪式中参与重新诠释

这就是不容批评的清香白莲的素还真。

晋献到武林权力的祭坛之上，并在悍然

创作团队、工业化的制作流程与全球化

住时代脉动，做出‘品牌效应’，从而

匠精神”，一度颇为牢靠地占据目标受

人类存在的古老命题。

……他以文武卷、风云录自编自导，煽

型塑“自我眼中之他者形象”的同时隐

的特效创新，实现中华传统美学风范与

将文化的精神传递给下一代”[22]8-13。

众群之日常生活的体验空间，以致在闽

动武林高手自相残杀，我只好出面扼阻，

然塑造“他者眼中的自我形象”
。令人

现代审美文化质素的双向对接、深度融

若 联 想 起 台 湾“ 中 央 研 究 院 ” 院

南 戏 曲 文 化 圈 中“ 接 受 者 众、 影 响 面

鲜明而又丰富，并非仅是从属于情节运

这就是如今大家在津津乐道的素还真智

颇感遗憾的是，毕生笼罩在话语霸权之

合，并在转变自身的区域文化特性的同

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王

广”[24]98-100，也就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与

转的叙事要素，而是与当下台湾的人事

逼欧阳上智。如果我真有罪，我问你，

文化阴霾里的“属下（另类）”，由于远

时建构出新的复合型本土性，的确可以

德威先生那句“没有了热闹，哪来的门

美学的合理性。

生态形成饶有趣味的互文关系。细而观

叶小钗，我犯了什么罪，当初我被所有

离 中 心 与 身 处 边 缘，
“ 无 法 表 述 自 己，

之，所谓正派人物缺点不少、瑕疵很多，

人痛恨，只有你在我的身边，如今你也

必须被别人表述”[18]28 (They cannot

如同现实人物一样相互之间也互有心

变得跟世人同样，没自己的思想，一味

represent themselves;they must be

注释 ：
（1）如果说“哭腔”盛行的歌仔戏更多表现
为女性的“阴柔美学”
，那么“武戏”泛滥
的台湾布袋戏则为“阳刚美学”典型的代表。
歌仔戏的家族传承大体是母女一系，布袋戏
则体现为父子相继，如许王父子、黄俊雄父
子等布袋戏世家 ；相映成趣的是，前者的观
众大多以女性为主，后者的受众则以男性居
多。
（2）1970 年 3 月 2 日，年仅 38 岁的黄俊雄
走进“台视”制播《云中大儒侠》，掀起了“史
艳文风暴”的布袋戏收看狂潮，从而为台湾
地区民众盖上了难以磨灭的“布袋戏烙印”，
并使布袋戏再度成为台湾人民的集体记忆之
一。
（3）
“霹雳布袋戏”以 1984 年上档的《霹雳城》
为最初创始，因之后的每出剧名皆冠有“霹
雳”二字而得名。若以《霹雳金光》
《霹雳眼》
《霹雳至尊》三部作品开始，到 2015 年推出
的《霹雳狼烟之九轮燎原》，“霹雳系列”已
播出超过两千余集。
（4）鉴于研究对象及其所体现的美学精神与
艺术旨趣上具有共同点与相通性，本文对于
台湾霹雳布袋戏之衍化路径与演变轨迹的审
美阐释，依然延续这篇论文所运用的分析视
点、致思方式与论述框架。
（5）1974 年，台湾当局开始禁止闽南语的电
视布袋戏，而这一政策直到 1982 年之后才逐
步解禁。
（6）早期“金光戏”的剧情发展大都因袭两
个派别互斗的二元对立模式，是故，
“排戏
先生”吴天来后来干脆舍弃现实世界的具体
地理名称，直接使用“东南派”与“西北派”
的方向指称来建构戏剧的对立关系。
（7）其耳熟能详的常用模式就是“徒弟请师
父”、“师父请师祖”的无限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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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明德．台湾布袋戏表演艺术之美[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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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3

身”

，并借此反观正与邪、自身

我们发现，霹雳布袋戏的人物性格

结、缠斗不休。例如，
“疏楼龙宿”为

追随英名的素还真吗？”

[17]246

represented)，显然无力实现自我身份

这段颇为经典的话自然而然地指涉

的良性改写与正向转化，因而只能以自

也曾与反派“嗜血者”联手对抗中原正

到权力话语的精神内面与问题核心。其

我放逐的无奈姿态臣服于外部话语的强

道 ；甚至连卓尔不群、超凡脱俗的主要

通过一连串咄咄逼人的追问以及对事件

加设计，并且据此塑造自我和进行自我

英雄人物（如“刀狂剑痴”叶小钗等人），

抽丝剥茧的解读，无论是剧中人还是局

强化。重轭之下，终以身殉 ；世间酸楚，

也常因爱受累、为情所困，在需要果断

外人（观众）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莫此为甚。随着权力话语的不断繁衍与

决策的关键时候优柔寡断、畏首畏尾，

原来故事并非如此简单。故事应该理解

飞散播撒，上述“非此即彼”而非“亦

以至断送满手好牌甚至性命堪忧。与之

为，一些人物抑或门派，他们先发制人

此亦彼”的所谓武林规矩，约定俗成而

相对照的是，那些为主流世界所不齿的

地绘制霹雳世界“正宗 / 异端”的阶序

悄然妆扮为厘定是非的普遍真理，成为

边缘人物，甚至是十恶不赦、怙恶不悛

等级，明里暗里地让身处其间的人不得

一种经由交往而产生的言语共识（武林

的“恶人”，也并非寡情薄意到全无人性。

不、不敢不选边站。但是上述自封自居、

公意与江湖民情）
。若是按照上述可以

例如，
《霹雳劫之阇城血印》中代表黑

相互吹捧的“正道势力”
，总是觉得不

化约为“非友，即敌”的粗粝信条，在

暗势力的反派角色“嗜血者西蒙”虽然

言自明的圈内论证到底缺乏有力支撑，

霹雳世界设定的逻辑秩序中，铲除异己

生性冷漠、为人残忍，“却唯独对自己

所以他们出于寻求合法性的内部压力与

的攻讦杀伐、腥风血雨的门户争斗所引

的儿子疼爱有加，父子情深让人为之动

了获取《红尘剑谱》挖空心思、挑拨离间，

扩张势力的外部诉求，左右开弓、双管

发的互相损耗、尸陈累累，也就不再那

[16]146-147

齐下。其一方面不遗余力地编著经典教

么怵目惊心、引人非议。简而言之，从

容”

。

若从上述非脸谱化的圆形人物出发

条、制定游戏准则（如前文提及的“文

霹雳世界所显露的“政治权力角斗场”

进而联系其所表征的美学伦理与生成土

武卷”、“风云录”诸如此类等等）
，加

与“世道情缘风月场”
，民众似可瞥见

壤，我们不禁要入戏反问，在似有所本

紧建构一套自圆其说、完整精致的话语

匪懈追求的江湖公道是如何不可思议地

的霹雳世界当中，孰为律法正义？当中

系统，同时调用多方资源开辟宣传管道

消弭于话语操作，进而感受“受到语言

规则由谁来定？其间标准“为何”与“何

操控舆论，美化乃至“圣化”自我为世

控制的主体是如何在权力网络中被建

为”？《霹雳剑魂》当中欧阳上智与叶

界正义的现实化身与维护秩序的仁人志

构”[19]44-51。

小钗一番看似强词夺理但却不无道理的

士。另一方面，其别有居心、棋先一着

深情辩白，就很能情理兼具的说明问题。

地使用自身掌控的话语优先权与道德诠

有鉴于这段对话信息丰富、意味深长，

释权，以自我划定的参照框架对陌路对

我们在此似乎不宜也不应过多省略，故

手进行深度描写，强行为其贴上各式各

“文化并不是一简单的历过，并不

而不厌其烦、费心摘录如下，以便整体

样、贬义色彩的分类标签，通过言语命

是一平静的流水账，而是一种行动，一

把握、接续分析。

名而将他人他者化、妖魔化，而使对方

种不断更新开始而又从来不能确定其目

莫名其妙地背负与生俱来、百口莫辩的

标的行动”[20]173。呈现“混搭”风格与

“素还真对你所说的话，为什么你

五、迟到的记忆 ：
“如何闽南”
与“怎样世界”

院学报，2013（5）．
[16]石含璧．从霹雳布袋戏的成功看传统艺
术的创新与商业运作[J]．大众文艺，20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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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传媒对民俗曲艺的收编运动中站稳脚

全部接受，我说素还真的不是，你却听

江湖原罪，无论做何尝试都不能解套、

多重面相的霹雳布袋戏作为神话感性与

被视为“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中最成功的

道”[23]60 之不无吊诡的至理名言，似乎

跟，超越包括父祖叔伯在内的众多前辈

不下去，我已不在乎被批评的如何，但

难以翻身，人为塑就黑白两道判若鸿沟、

技术理性的有机结合体，既有传统性、

典范之一”[21]。或许在这座高原之上

也就不难理解在芸芸大众眼中，全面拥

高手，就不能迷恋“为打而打”、以武

我想帮助的，只有你。当初素还真率领

正邪两派势同水火的武林秩序。

服人的暴力美学，而必须从人性的至高

众人围杀一名四肢皆残、毫无权势的人，

点审视大千世界，从世界的最深处剖析

地方性的民俗遗风，又有产业化、全球

造就的产业高峰之侧，传统地方戏曲再

抱世俗的现代布袋戏就是既有门道、又

目 击 惊 心 动 魄、 凄 艳 苍 凉 的 霹 雳

化的现代新质，并在交投错综的现代性

往商业向度上继续擢升与拓展，既是难

有热闹的双重诱惑。既然如此，早已形

你说是仁慈吗？在我与他争斗当中，本

世界，宛如被凉水浇背、忐忑不安的观

美学话语中包孕后现代性的消费文化因

以接受，也是毫无选择，因为“‘霹雳’

成“自成体系、自成生态”之工业流程

人性繁复，创造出一个意蕴丰富、人偶

来就要死一个，方能罢休。这点我不怪

众即使不做过多解读，也不难看出“没

子。如果说在传统戏曲产业化的时代脉

所呈现的不是传统布袋戏的传承，而是

与产业链条的霹雳布袋戏，在重新激活

合一的审美空间，以促使耽溺其间、欲

他心狠手辣，也不怪他在我崩溃之后，

有赤裸裸的现实，只有不断被解释的

动当中，台湾霹雳集团豪情万丈、雄心

以文化工业的运作机制，建构其娱乐王

民间传统资源的后现代文化大纛下将流

罢不能的追剧粉丝“矛盾地思考矛盾本

如何的到处抹黑我、污蔑我，将我的儿

现实”的权力假面。戏中人物的所作

勃勃地以“东方迪斯尼”作为其产业发

国的文本，包装着迷人的梦幻想象，不

行文化元素、市场价值理念注入原始意

子冷剑白狐逼的走投无路，连我的女儿

所为映现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其

展目标，似乎有点言过其实、夸大其词。

断地吸引消费。以多元化的文化触角，

象系统，并藉由猎奇艳异之奇观异境、

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进而

仇魂怨女投奔他，也难逃被杀的命运。

不仅将无端无过的他者作为替罪羔羊

但是平心而论，霹雳布袋戏以专业化的

深入社会民心，吸取各种流行元素，抓

沉实厚重之思想意涵与精雕细琢之“工

在超越理性的狂欢仪式中参与重新诠释

这就是不容批评的清香白莲的素还真。

晋献到武林权力的祭坛之上，并在悍然

创作团队、工业化的制作流程与全球化

住时代脉动，做出‘品牌效应’，从而

匠精神”，一度颇为牢靠地占据目标受

人类存在的古老命题。

……他以文武卷、风云录自编自导，煽

型塑“自我眼中之他者形象”的同时隐

的特效创新，实现中华传统美学风范与

将文化的精神传递给下一代”[22]8-13。

众群之日常生活的体验空间，以致在闽

动武林高手自相残杀，我只好出面扼阻，

然塑造“他者眼中的自我形象”
。令人

现代审美文化质素的双向对接、深度融

若 联 想 起 台 湾“ 中 央 研 究 院 ” 院

南 戏 曲 文 化 圈 中“ 接 受 者 众、 影 响 面

鲜明而又丰富，并非仅是从属于情节运

这就是如今大家在津津乐道的素还真智

颇感遗憾的是，毕生笼罩在话语霸权之

合，并在转变自身的区域文化特性的同

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王

广”[24]98-100，也就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与

转的叙事要素，而是与当下台湾的人事

逼欧阳上智。如果我真有罪，我问你，

文化阴霾里的“属下（另类）”，由于远

时建构出新的复合型本土性，的确可以

德威先生那句“没有了热闹，哪来的门

美学的合理性。

生态形成饶有趣味的互文关系。细而观

叶小钗，我犯了什么罪，当初我被所有

离 中 心 与 身 处 边 缘，
“ 无 法 表 述 自 己，

之，所谓正派人物缺点不少、瑕疵很多，

人痛恨，只有你在我的身边，如今你也

必须被别人表述”[18]28 (They cannot

如同现实人物一样相互之间也互有心

变得跟世人同样，没自己的思想，一味

represent themselves;they must be

注释 ：
（1）如果说“哭腔”盛行的歌仔戏更多表现
为女性的“阴柔美学”
，那么“武戏”泛滥
的台湾布袋戏则为“阳刚美学”典型的代表。
歌仔戏的家族传承大体是母女一系，布袋戏
则体现为父子相继，如许王父子、黄俊雄父
子等布袋戏世家 ；相映成趣的是，前者的观
众大多以女性为主，后者的受众则以男性居
多。
（2）1970 年 3 月 2 日，年仅 38 岁的黄俊雄
走进“台视”制播《云中大儒侠》，掀起了“史
艳文风暴”的布袋戏收看狂潮，从而为台湾
地区民众盖上了难以磨灭的“布袋戏烙印”，
并使布袋戏再度成为台湾人民的集体记忆之
一。
（3）
“霹雳布袋戏”以 1984 年上档的《霹雳城》
为最初创始，因之后的每出剧名皆冠有“霹
雳”二字而得名。若以《霹雳金光》
《霹雳眼》
《霹雳至尊》三部作品开始，到 2015 年推出
的《霹雳狼烟之九轮燎原》，“霹雳系列”已
播出超过两千余集。
（4）鉴于研究对象及其所体现的美学精神与
艺术旨趣上具有共同点与相通性，本文对于
台湾霹雳布袋戏之衍化路径与演变轨迹的审
美阐释，依然延续这篇论文所运用的分析视
点、致思方式与论述框架。
（5）1974 年，台湾当局开始禁止闽南语的电
视布袋戏，而这一政策直到 1982 年之后才逐
步解禁。
（6）早期“金光戏”的剧情发展大都因袭两
个派别互斗的二元对立模式，是故，
“排戏
先生”吴天来后来干脆舍弃现实世界的具体
地理名称，直接使用“东南派”与“西北派”
的方向指称来建构戏剧的对立关系。
（7）其耳熟能详的常用模式就是“徒弟请师
父”、“师父请师祖”的无限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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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并借此反观正与邪、自身

我们发现，霹雳布袋戏的人物性格

结、缠斗不休。例如，
“疏楼龙宿”为

追随英名的素还真吗？”

[17]246

represented)，显然无力实现自我身份

这段颇为经典的话自然而然地指涉

的良性改写与正向转化，因而只能以自

也曾与反派“嗜血者”联手对抗中原正

到权力话语的精神内面与问题核心。其

我放逐的无奈姿态臣服于外部话语的强

道 ；甚至连卓尔不群、超凡脱俗的主要

通过一连串咄咄逼人的追问以及对事件

加设计，并且据此塑造自我和进行自我

英雄人物（如“刀狂剑痴”叶小钗等人），

抽丝剥茧的解读，无论是剧中人还是局

强化。重轭之下，终以身殉 ；世间酸楚，

也常因爱受累、为情所困，在需要果断

外人（观众）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莫此为甚。随着权力话语的不断繁衍与

决策的关键时候优柔寡断、畏首畏尾，

原来故事并非如此简单。故事应该理解

飞散播撒，上述“非此即彼”而非“亦

以至断送满手好牌甚至性命堪忧。与之

为，一些人物抑或门派，他们先发制人

此亦彼”的所谓武林规矩，约定俗成而

相对照的是，那些为主流世界所不齿的

地绘制霹雳世界“正宗 / 异端”的阶序

悄然妆扮为厘定是非的普遍真理，成为

边缘人物，甚至是十恶不赦、怙恶不悛

等级，明里暗里地让身处其间的人不得

一种经由交往而产生的言语共识（武林

的“恶人”，也并非寡情薄意到全无人性。

不、不敢不选边站。但是上述自封自居、

公意与江湖民情）
。若是按照上述可以

例如，
《霹雳劫之阇城血印》中代表黑

相互吹捧的“正道势力”
，总是觉得不

化约为“非友，即敌”的粗粝信条，在

暗势力的反派角色“嗜血者西蒙”虽然

言自明的圈内论证到底缺乏有力支撑，

霹雳世界设定的逻辑秩序中，铲除异己

生性冷漠、为人残忍，“却唯独对自己

所以他们出于寻求合法性的内部压力与

的攻讦杀伐、腥风血雨的门户争斗所引

的儿子疼爱有加，父子情深让人为之动

了获取《红尘剑谱》挖空心思、挑拨离间，

扩张势力的外部诉求，左右开弓、双管

发的互相损耗、尸陈累累，也就不再那

[16]146-147

齐下。其一方面不遗余力地编著经典教

么怵目惊心、引人非议。简而言之，从

容”

。

若从上述非脸谱化的圆形人物出发

条、制定游戏准则（如前文提及的“文

霹雳世界所显露的“政治权力角斗场”

进而联系其所表征的美学伦理与生成土

武卷”、“风云录”诸如此类等等）
，加

与“世道情缘风月场”
，民众似可瞥见

壤，我们不禁要入戏反问，在似有所本

紧建构一套自圆其说、完整精致的话语

匪懈追求的江湖公道是如何不可思议地

的霹雳世界当中，孰为律法正义？当中

系统，同时调用多方资源开辟宣传管道

消弭于话语操作，进而感受“受到语言

规则由谁来定？其间标准“为何”与“何

操控舆论，美化乃至“圣化”自我为世

控制的主体是如何在权力网络中被建

为”？《霹雳剑魂》当中欧阳上智与叶

界正义的现实化身与维护秩序的仁人志

构”[19]44-51。

小钗一番看似强词夺理但却不无道理的

士。另一方面，其别有居心、棋先一着

深情辩白，就很能情理兼具的说明问题。

地使用自身掌控的话语优先权与道德诠

有鉴于这段对话信息丰富、意味深长，

释权，以自我划定的参照框架对陌路对

我们在此似乎不宜也不应过多省略，故

手进行深度描写，强行为其贴上各式各

“文化并不是一简单的历过，并不

而不厌其烦、费心摘录如下，以便整体

样、贬义色彩的分类标签，通过言语命

是一平静的流水账，而是一种行动，一

把握、接续分析。

名而将他人他者化、妖魔化，而使对方

种不断更新开始而又从来不能确定其目

莫名其妙地背负与生俱来、百口莫辩的

标的行动”[20]173。呈现“混搭”风格与

“素还真对你所说的话，为什么你

五、迟到的记忆 ：
“如何闽南”
与“怎样世界”

院学报，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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