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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剧场与剧场的身体
——论高行健戏剧的身体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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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他文学体裁，身体对于戏剧的意义无疑

更具分量，因为戏剧演出正是由在场的身体进行表达
和构建的。戏剧的本质是观众与演员以身体为媒介的交
流。在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戏剧都无法逃离身体的掣
肘和规训，同样在高行健的戏剧作品中，
“身体”这一意
象也是大量出场并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和表意功能。不论
是高行健的剧场观还是剧本写作，冥冥之中都透露出他
对于身体的偏好和重视，他戏剧中的身体言说绝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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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肉欲层面，而是融入了哲学思考和人文

体控制和塑造着演出效果，主宰着观众与

关怀，尤其在现代性转型的讨论中有普适

演员的绝对距离。《绝对信号》演出时，高

性的深刻意味，是“身体”转向思潮在戏剧

行健 说 希望演员可以借鉴一下哑 剧的技

领域的一个典型案例。因此，高行健戏剧

巧。在现代折子戏的演出建议中，高行健

中的“身体性”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话题。

说“《模仿者》和《行路难》侧重于形体动
作的表现……至于《躲雨》和《喀吧拉山

一、身体与剧场

口》的表演，演员面部基本上是中性的，即
不在脸上做戏，更多靠的是身段、手势、步

希腊当代著名戏剧导演兼理论家提奥

法和严谨，用以传神达意，求其神韵和情

多罗斯·特佐普罗斯曾经提出了“没有身体

调。”在正式表演中，高行健一直在强调舞

[1]

就没有戏剧”这一著名论断。 高行健似乎

台上要露出演员的侧影、身影、轮廓。高行

也十分暗合其思想，在写剧时也有着非常

健希望观众能从演员极致的身体表达而感

鲜明的剧场意识，他认为戏剧作品中，动作

触到情感的流动，思想的吹拂，而不是僵

第一性，语言第二性，戏剧中的观念和思想

化地人为地依靠语言去被动接受剧作带

都必须寄生于动作，语言要为动作服务。他

来的讯息。因此，对于演员身体表达能力，

曾说 “戏剧归根到底是表演的艺术，我总

自然有着极高的要求。不仅仅是对拥有台

想在剧作中为演员的表演提供尽可能宽阔

词的演员的身体有要求，为了突出身体的

的天地，因为戏的完成最终在剧场里，而不

重要性，在高行健的戏剧中，还会经常看

[2]

是在作家的稿纸上。” “戏剧诸多的因素

见他设置了一个“沉默的人”的形象，他们

中，我以为演员的表演才是这门艺术的根

在剧中没有对话，只有表情和形体动作的

[3]

本。” 他从不耽于纸上谈兵，凡是其所创

呈现。比如《车站》中的“沉默的人”，
《躲

作之剧，常在文末附上搬演建议，若是得

雨》中的“退休老人”，
《对话与反诘》中的

闲得力，甚至会亲自操刀上阵，导演自己的

“和尚”。[4] 特别是在《车站》中，
“沉默的

戏。长久以来，无论中西，剧本往往引领着

人”的设置别有深意，当其他人都在墨守

戏剧走向甚至成为评价剧作水平高低的关

成规地等车、叽叽喳喳讨论车到底什么时

键，高行健如此重视剧场艺术，实际是对

候来时，他却缄默不语，成为了唯一一个提

渊源于古希腊传统的“戏剧是语言艺术”

前离开了车站的人，果断的行动选择和慌

亚里士多德等人这一条经典道路的反叛，

乱的原地踏步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

以及对布莱希特、阿尔托、格洛托夫斯基

们的身体仿佛被固定在了车站，身体的能

等人看重演员形体训练的观念的继承。相

动性被消解，而这正是导致车站故事生成

较于文字语言，高行健更关心的是剧场中

的关键。在这部剧中似乎只有语言和意识

的身体指向和表达，这种颠覆和反转，在一

的流动，他们仅有离开的想法，而并未采取

定程度上是平衡了长久以来戏剧领域中身

离开的行动，身体实际功能的缺失使得故

体与思想失衡、思想把控身体的局面。

事显得荒诞不经。语言并未救赎这一切，

在高行健的表演建议中，我们可以看

身体的行动才可能脱离困境。又比如喜剧

到其对于演员身体的强烈展 示意味。身

小品《模仿者》中，几位角色“这主儿”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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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者”
“时髦姑娘”
“忧郁症患者”
“长者”

凶徒就被隐藏的痞子击毙，痞子用枪强迫

都有自己的模仿者和影子，但是高行健对

梦游者把二个人的尸体装入纸箱，但梦游

模仿者和影子们的要求是“皆不出声，只有

者却用计把痞子打死，一并塞入纸箱。所

动作和表情”，这便消弭了声音的存在而凸

有人全被杀死后，他感到一种“犯罪的快

显出身体的存在。专设模仿者和影子，其实

乐”。那主明确指明头颅即代表着思想，妓

是身体动作的二次强调。
“这主儿”在剧中

女说“这东西真讨厌，干嘛要把它装进皮

曾多次提出“设法想摆脱掉他，真叫人烦

箱里？”那主回答“要不，不好办，小东西，

透了”，可见角色对于这种二次模仿是厌烦

它到处乱滚。”可见那主实际上是想要控

的，但在现实中却又不得不接受。这种想要

制别人的思想。在故事后期，梦游者竟然踩

摆脱自己模仿者和影子的行为就是想要摆

碎了自己的头颅，可见他害怕自己的思考，

脱自我躯干的一种表现，因为身体的存在

拒绝思考。高行健的现代戏剧从“语言”到

是导致模仿与影子的物质性实因。人既然

“身体”的实验和探索，一定程度上正是现

无法摆脱实在的身体而存在，自然也无法

代人“本我”的建构，而这正是尼采反叛笛

避免模仿和影子，可见高行健对于身体存

卡尔心灵优于身体的说法，转而从身体的

在不可背反的信仰。

角度衡量世界的思想在戏剧界的某种移用

《对话与反诘》中，女子和男人讨论一

与契合。

起玩一出死亡的游戏，于是相互割下了对

二、身体与本能

方的头颅。割下头颅后，两人已经死亡，丧
失行动能力，而被封闭在黑匣子中。男人显
得很乐意，认为彼此成为对方的影子，再也

高行健曾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文艺理论

无法分离。下场中，两人的头颅被放在舞台

专著《没有主义》，他自然也是个“没有主

上进行表演，身体实际功能缺席之后，两

义者”。他说：
“没有主义，是人自我保护

人灵魂的对话则显得混乱而毫无逻辑。同

的措施，没这先决条件，奢谈什么主义都

样在闹剧小品《行路难》中，高行健故技重

是空话。”在其剧作中，也存在着强烈的自

施。文题便直接点出了身体移动的困难。甲

我保护意识，这种自我保护意识体现在身

乙丙丁四个丑角蹲在圆木桩上进行表演，

体上就是对身体的爱惜。梅洛·庞蒂曾说过

一直讨论着如何走却又总不走，他们的身

“身体之所以能象征生存，是因为身体实

体似乎也被固定在表演现场。1989年，高

现了生存，是因为身体是生存的现实性”。

行健创作出了一部舞剧《声声慢变奏》，完

[5]

全回到了身体表达的最高艺术形态——舞

十分简洁，不过是“废墟之外，一路上都是

蹈。这是一部彻头彻尾抛弃语言，拥抱身

尸体”。但由此而意识到身体的脆弱性——

体的戏剧。由此，高行健在剧场中所期盼的

“手无寸铁的肉体，即使成千上万，也无法

身体艺术，达到了最顶端。

对抗机枪和坦克。”寥寥数语带来无尽悲

《逃亡》中，高行健描述大屠杀的景象，

《夜游神》中梦游者有意让妓女走向

壮荒凉之感。在政治遥控的战场之上，身

门洞，果然妓女被凶徒开枪打死，凶徒强

体变成了牺牲的对象。青年人、姑娘、中年

迫梦游者把一个手提箱拎过街，刚起步，

人为了逃难而聚集在了一起，这一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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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也是为了庇佑自己的身体，只有身体存

强暴，这使她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恶心，对与

在，才有可能发出自由意志的思想。在政治

身体有关的一切总是抱着抗拒的态度。[6]这

意识形态的压迫当中，为了保持独立人格

一情节，让人联想到高行健的小说《灵山》

与意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杀（摧毁身

中，关于美丽尼姑为克制情欲而每天定时

体），要么逃亡（庇佑身体）。无论是在现实

剖腹洗肠的故事。实际上清洗自己的五脏

还是文学作品中，高行健都选择了后者，可

六腑，涉及到解剖和清洗这两个步骤。在高

见其对自我身体的重视。因为在一定程度

行健的其他剧作中，也反复出现过这两个

上，自杀式的身体毁灭，无疑利落截断了生

行动。在《对话与反诘》中，女子在梦中看

命这一思想诞生的机制和源泉，但逃亡式

到一群人围住一个女人，在开肠破肚，扣出

长久的身体存在，还能敷化衍生出更多自

五脏六腑。女子称之为宰割，他们还一边解

由思想和意志作为。《叩问死亡》中，高行

剖，一边讨论，这让女子回想起小时候看到

健借剧中人物表白—— “而自杀的总是悲

大人们钓鱼时的恐怖情境。《躲雨》中，甜

剧”。在《八月雪》中，
“佛法在身命难全”

蜜的声音讲述了意大利画家莫尼格利亚尼

的慧能禅师清晰地认识到“执着衣钵，反

淋雨的故事，还说“这一冲，把灵魂的肮脏

断我宗门”的义理，为了保全身体，阐明佛

就都”
“冲掉了”
“多高兴呀，就变成了一个

法，甚至不惜打破弘忍法师“衣为法信，法

真正的人，高尚的人，多美啊。”明亮的声

是衣宗。代代相传，心灯不灭”的教诲，碎

音也说“我恨不得脱光衣服，让雨水淋一

僧钵，弃袈裟。在他看来，这些身外之物的

场，比洗澡还痛快”。可见，两个女子都喜

舍离都是无关大碍的，关键是身体本身的

欢雨水冲刷身体的快感，从而获得洁净。高

存在。因为慧能禅师不著文字，只有留存自

行健同时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于绘画必定

己的身体，保住自己言说的权利，才可四方

是敏感的，这里提及画家莫迪里阿尼必不

弘扬佛法。

是随意书写，而是别有深意。莫迪里阿尼善

这种对于身体的爱惜，除了保全生命

画裸女题材，他笔下的裸女身体完全没有

之外，也有保全心灵清洁的意味，从而达到

古典油画类似医学解剖的精确比例，甚至

灵肉一体的境界。《冥城》剧末，庄妻一个

常常故意拉长或歪斜形体，但恰恰是这种

人在阴曹地府里默默“清洗五脏六腑”，因

单纯的模式化造型，隐藏着自我的欲望，惹

为背叛了丈夫，庄妻想要通过清洁身体，

人注目。而回过头来看高行健的水墨作品，

来清洁自己之前不端的思想行为，算是一

会发现他十分热衷在一片混沌虚无之中添

种赎罪。无独有偶，在《生死界》中亦有类

上寥寥几笔，几个黑色人形便跃然纸上。

似情节：女人看见女尼捧腹，拖出脏腑置于

虽然两人画作中的人物并不求实，路径一

盘上，便上前询问，得知女尼要洗理五脏

致，但追求悬殊：莫迪里阿尼故意“失真”

六腑，女人再问“就算是洗得净也得洗，洗

的描绘反而能凸显人物的个性特征，但高

不净也得洗”。女人再问如此洗法，何时能

行健抽象的焦墨所传达的人却毫无个性，

了。女尼并未回答，而是拿起盘子，朝她迎

只能说是代表人类的符号。这其中便可看

面泼去，随后便消失了。而实际上这是因为

出高心中隐匿着的对于本我、本质、形而上

女子在论述她记忆中的性经验包括一次遭

的种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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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曾说：
“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

差不多，也毛呼呼的，颈脖子总有个七、八

是美的：在这一简单的真理上建立了全部

寸……那胸前还有一对大奶子，一看就是

美学，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我们立刻补

个母的”。在其剧作中，女性具有十分强烈

上美学的第二真理：没有什么比衰退的人

的身体意识，这种身体意识就外化在对于

更丑了，——审美判断的领域就此被限定

性的自觉追求和大胆袒露。约翰·奥尼尔曾

[7]

了。” 除了疾病、死亡与不净，衰老也是身

对米歇尔·福柯的身体理论谈到，
“现代政

体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高行健戏剧中，

治经济学并未压抑身体；毋宁说，它只是将

深刻暴露出他对于身体衰老的恐惧。《逃

性的身体辟为一种话语通道，从而将其权

亡》中姑娘一旦想到自己老去的肉体时就

力加诸话语之上——通过这一话语通道，

咆哮道，
“我也 就 老了，被 摧残得不成样

我们总是不停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并坦言自

子……我不要活到那一天！我不要活了！”

己的欲望。”[9]

《叩问死亡》里写道“人要是老了真是比死

《周末四重奏》中老贝让西西做模特

了还可怕”。无疑所有人都期待青春永驻，

的原因就是让她留在自己身边，从容欣赏，

可衰老却是身体发展不可避免的阶段，一

“画不过是个借口”，西西的回答也十分直

旦身体衰老后，女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性

接——“那她就由你看个够”。达甚至认为

别乃至生命特征的存在。高行健拒绝人在

“没有圣徒和使者”，只有“这肉身，倒也

戏剧中的衰老，视为禁忌，将自己的审美领

实实在在”。
《逃亡》中，姑娘讲述自己在第

域游移于年轻的框架中，亦是其珍视身体

一次献出自己的贞操之后，对性从一种恐

的力证，这不仅仅出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惧害怕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追求，这不妨说是

更是深深刻印在我们骨髓里的本能，是人

女性身体意识的深层觉醒。
“我身体里爬

类生存和生活的首要目的。

满了蚂蚁，它们在我身上爬来爬去，从耳朵
鼻孔里爬出来，它们都在吃我，非洲有一种

三、身体与性

吃人的大蚂蚁，我原来特别害怕，现在我不
怕了，就愿意它们在我身上爬来爬去……”

梅洛·庞蒂曾言“特别是当人们说性

炮火无法阻止两性身体天然的吸引，反而

欲有一种生存意义，或性欲表示生存时，人

使这种交合显得愈加怪诞，中年人称之为

们可能还没有理解性欲，好像性剧归根结

“两个没有灵魂的肉体”。中年人不断夸

底只不过是存在剧的一种表现或象征。不

耀女性的身体，
“你身体这样辉煌，这肉体

能把‘生存’还原为身体或性欲的理由，就

令人眩目”，甚至将之当做一种物质上的观

[8]

是不能把性欲‘还原’为生存的理由。”

赏。姑娘嘲笑和鄙视了一切所谓的自由、精

为此，我们极有必要将性从生存本能中剔

神、意志，认为“你们只有在女人面前，在

除出去而加以讨论。与男性身体相比，女性

女人赤裸的肉体面前，当你们也赤裸裸的

身体更能激发高行健戏剧写作的兴奋点，

时候，你们才是真实的”，彻底否定形而上

早在《野人》中，村民们先看见的便是一个

的存在，而只肯定形而下的需求。年轻姑

女野人——“只有六尺长，头上身上浑身是

娘借由自己的女性身体在叙事中彰显自己

毛，头发很长，披到胸前，手臂嘛就同人手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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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与反诘》中 女 子质 问男人，

言后，却对这位把自己带到曾经梦想彼岸的

“你想的只是女人的身体，根本不懂得女

女人恶言相向：
“别看她表面上一本正经，

人。”“她想讲个浪漫的故事，男人和女人

扒光了比婊子还要淫荡。”否定了其精神上

的关系除了肉体之外，总还该有点诗意，可

具有引领性的崇高归属，而只是看到了其

这一切都虚伪虚伪虚伪得叫人烦腻透了。”

不可避免的具有性欲特征的女性身体。甚

男子说，名字不过是个代码，重要的不在于

至最后大家一起哄乱而上，掐死了女人。在

符号，要紧的是符号背后实实在在的那个

掐死她之后，众人却又因为女人“玉一般的

人。男人问，
“证实你也卖身？”女子回答：

肌肤，没有一点瑕疵，多么纯洁。还有那双

“女人都卖，这用不着证实。”在高行健看

纤纤的小手，说不尽的温柔。”这美好的肉

来，似乎两性之间最本真的关系就是性关

身存在，
（可以说勾起了群众的性欲）进而

系，男女皆然。
《叩问死亡》中，那主用一个

重新肯定女人“给我们以语言，带给我们智

人体模特儿嘲讽这主，
“你想要的其实无

慧”的“历史贡献”。
“女性常常首先与身

非是个婊子，跟你一样腐朽败坏的下流胚，

体联系在一起，而男性则通常与精神联系

一个没有脸面丧失灵魂的肉体之躯，用来

在一起。在中西文化语境中，女性不约而同

平息你那点欲望，让你最后消失在那黑乎

地既因身体受到贬损，又因身体受到赞美。

乎的深渊里……”所有男性追求女性的终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女性的价值和意义

极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女性的肉体来满足自

都是经由身体得到彰显或隐匿。”[10] 在这

己的生理需求。到《生死界》中，
“她知道

点上，可以说身体带给女人灭顶之灾的同

她乳房也已松弛，感觉迟钝，再也唤不起男

时，又带来了光环与荣誉，这与红颜祸水的

人的热情。她，一个人，美好的时光已告结

俗语一样，都根源于矛盾而复杂的性。

束，用尽了，消费，还能再指望什么？连她

在剧作中，高行健从不掩饰对年轻女

这副躯体都没人肯要。”性别的存在，甚至

性美好肉体的赞美和渴望，他将女性身体

到了需要性伴侣的证明的地步。
《夜游神》

从权力和历史的规训中解放出来，还原了

中，梦游者自白说，
“你隐隐约约的，不如

其自然面貌。在《逃亡》这样危难的时刻，

说，想得到个女人，一个女人实实在在的肉

中年人却调戏起了一个女大学生，称赞她

体，好证实你的存在，至于这女人是谁倒

的形体很美。姑娘低头看自己水中身影，不

无关紧要。此时此刻，你只需要一个女人，

觉转动身体自我欣赏：
“我要穿得漂漂亮

能同你分享肉欲——大抵如此。”《野人》

亮，出现在节日的晚会上，
（走到水潭前，

中，生态学家被农村少女幺妹子所吸引，很

打着打火机，双手捧着）我要在镜子面前，

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年轻身体的野性诱惑。

看着自己的身体……”这种对于自我肉体的

《车站》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一无

迷恋和欣赏，不禁让人联想到希腊神话中

法到达的彼岸，在《彼岸》中到达了。女人

迷恋自己水中倒影的美少年纳喀索斯。身

（更像是女先知的角色）带着大家认识手、

体是我们十分重要的审美对象，罗丹就曾

脚、眼睛，从而认识自己的身体，可见高行

经说过：身体是最美的艺术品。自恋的实质

健认为认识自己的身体是产生自我意识的

其实是对生命的珍惜和体证，是一种快感

前提。但当人们一旦认为认识自己，掌握语

的满足。
“身体”已然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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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恋话题，在某种程度上，对自我的重视
也体现了对个人主义文化的崇尚。
无论是对身体强烈的自我保护，还是
身体蕴含的性意识，这实际上都是身体本
能的表现。可见，高行健在告别了“政治身
体”
“劳动身体”的时代后，陷入了“自然身
体”的狂欢。高行健生命意识的核心就在
于身体本位，审美语言和身体经验同构了
其特殊的剧场效果。身体性在高行健戏剧
作品的表演和文本中，并非是割裂的，而是
联动统一，互为表里。评论家谢有顺说过，
“政治化的社会要取消的就是个人，而个人
与他的身体密切相关，所以，他最终要取消
的实际上就是身体。让每个人只带着脑袋
不带着身体，恰恰是政治化社会所要达到
的目的。脑袋是可以被意识形态作用，直至
异化的；而身体则很难，它在任何时候都有
自己的界限和反应形式……因此，身体是
人的自由得以施展的最后一个堡垒。”[11]高
行健对于身体立场的苦心探索使其终于脱
离了各种限制，突破纯粹的个人化体验。高
行健戏剧中的身体立场带有鲜明的本体意
味，属于普适性的身体问题的探讨，它不仅
支撑起了戏剧的骨骼，更让作品呈现出自由
的风向和开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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