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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汉卿的戏剧以其战斗性 和现实主 义创作 态度而 被人们 所定评, 其实, 这只 是他 作品的 一个 侧
面, 作为一个大戏剧家, 我们应从多角度探讨他的作品。关汉卿戏剧的荒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故事的编
织、
情节的设置和人物的塑造。荒诞性既是他戏剧创作的 重要艺术手段, 也是其作品的重要个性特征。同时,
荒诞性艺术手段也体现了关汉卿对舞台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熟练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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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的戏剧以暴露社会黑暗面、表达人民
的悲苦境遇, 进而唤起民众的抗争意识为其主色

近情理, 虚妄不可信。综合中西方对/ 荒诞0一词
所做的解释, 应当说, 非理性是/ 荒诞0一词最基本

调。这一主色调似乎与/ 荒诞0 一词无缘, 其实不

的特性。下面我们以关汉卿的5裴度还带6、
5蝴蝶

然, 在他编织的故事、设置的情节和塑造的人物

梦6、
5鲁斋郎6 三部作品为例, 就其荒诞性艺术因

中, 存在着不少荒诞之处。在此, 荒诞并不意味着
作品价值的降低, 更不意味着胡编乱造, 本文所说

素作一分析。

的荒诞性, 是指关汉卿独特的编剧理念, 即通过夸

一、
5裴度还带6 ) ) ) 荒诞的故事

张变形的故事、
情节和人物, 以达到更深层、
更便

5裴度还带6演述 了一个书生否 极泰来的故

捷地反映社会生活, 揭示生活本质的目的。可以
说, 荒诞性是他戏剧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段, 也是其

事。在中国文学作品中, 此类穷困书生发迹变泰
的故事很多, 他们的故事往往被附着上一个与某

作品的重要个性特征。

位女性 婚恋的故事。如果故事中的 女性地位卑

作为戏剧用语, / 荒诞0一词来源于西方, 在西
方意念中, 它有三种用法: 一是指本义/ 不和谐0,

贱, 那么这个故事很可能充满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最终演变成一个谴责负心汉的故事类型。相反,

与理性相悖; 二是指一种戏剧流派, 即荒诞派; 三

如果故事中的女性社会地位较高( 实质上是她的

是指一种风格载体形象, 即风格形象。5简明牛津

家庭社会地位较高) , 那么, 故事的结局往往是喜

词典6对/ 荒诞0一词的解释是: 1. ( 音乐) 不和谐;
2. 缺乏理性或恰当性的和谐; 3. 显示与理解相悖,

庆大团圆, 整个故事会成为穷困书生心心念念的
/ 书中自有颜如玉0思想的完整演示。裴度正是此

因而可笑、愚蠢。中 国 1989 年编纂 的5 辞海6 对

类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他既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屋,

/ 荒诞0一词则作了这样的解释, 荒诞: 不真实, 不

也没有维持生计的本领, 住在城外的山神庙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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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三餐靠附近一个寺院的住持提供。上无片瓦,
下无锥地, 裴度可谓是一个社会的赤贫者。不过,

赵野鹤有眼无珠, 让赵野鹤等着瞧, 看看他裴度必
定金榜题名。裴度发泄完怒气, 拂袖而去。回到

与许多穷困书生不同的是, 裴度的穷困有些人为

山神庙中的他夜不能寐, 在辗转反侧中, 很偶然地

的色彩。
其实, 裴度完全不必如此, 他有条件, 也有可

在身边的稻草中发现了一条玉带。这条玉带的突
然出现从此改变了裴度的命运: 他不仅因归还失

能改变目前的状况, 但他却拒绝改变。故事一开

主玉带而免于丧身于倒塌的山神庙中, 还由此结

始, 就使我们初步体会到了裴度非正常人思维的

识了未来的妻子。更重要的是, 正在等待裴度死

荒诞色彩。裴度的姨娘和姨夫数次派人请裴度到
他们家中, 并且答应, 只要裴度愿意经商, 便给他

讯的赵野鹤和寺中住持, 发现裴度竟未应验关于
他的预言, 二人认为裴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于是

本钱, 让他赚利使用。但裴度面对姨娘和姨夫的

一个赠马, 一个赠路费, 使裴度顺利到达京城考中

好意, 不但不领情, 反而说什么/ 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钟粟0, 还说将来要/ 配四圣十哲, 定七

了状元。
请看, 裴度改变命运的因由, 只是归还了一条

政三才0 [ 1] 。衣食都成了问题, 还想着四圣十哲,

价值一千贯钱的玉带( 只不过这条玉带关系着失

裴度之迂腐之不可理喻由此可见一斑。

主一家三个人的性命) 。在一般人看来, 归还玉带

我们在其他穷困书生的故事中看到, 当生活
窘困时, 只要有人肯帮助一下, 那怕是降低一下自

乃理所应当之事, 不用说裴度饱读圣贤诗书, 应当
懂得做人的道理, 就是普通人, 从一般的做人道德

己的人格身份, 他们都 乐意接受, 像/ 三言0 小说

来说也应当归还这条玉带, 毕竟拾金不昧是任何

5金玉奴棒打薄情郎6中, 莫稽寄居在大桥下, 衣食
艰难, 经人撮合, 他成了乞丐头金老儿的女婿。得

社会都提倡的一种美德。更何况裴度归还玉带不
仅救了别人, 也救了自己。我们看不出归还玉带

到金老父女 的帮助, 莫稽才专心于 科举, 终获成

与做官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如此安排, 只能是

功,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嘲笑莫稽的选择。显然, 以

关汉卿对裴度善举的一种奖赏。既然是奖赏, 为

一个正常人 的眼光看, 人不管何时, 处于何等阶
层, 有过怎样的生活, 都应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

何不让复职后又升官的韩太守赏给裴度钱财, 却
一定要 让皇帝赏给他 一个官职呢? 对于裴度来

不应异想天开, 不着边际。但裴度却与此相反, 他

讲, 他此时此刻缺乏的是维持生活的钱财, 而不是

无视眼前处境, 幻想一鸣惊人。

官职。关汉卿以官职满足裴度, 这正如一位研究

裴度十分狂傲, 他的狂傲所仗恃的是他的才,
那么, 裴度之才究竟包含什么内容? 作品并没有

者在谈荒诞派戏剧时所说, / 荒诞派戏剧中的人物
都是主题先行的产物, 就像牵线木偶一样, 不表演

具体描写, 但从他姨娘讽刺他的/ 之乎者也0看, 他

自己而只表演作者0。在这里, 裴度表演的就正是

的才不会是治国安邦之才, 而只是多背诵了一些
圣人 的词句而已, 这充其量 只是记忆力好罢了。

关汉卿, 而非裴度自己。
关汉卿曾在自述式作品5南吕#一枝花#不伏

这样一个人并没有必然的理由一定能做官、
会做

老6散曲中, 宣称自己是一个/ 普天下郎君领袖, 盖

官, 但结果却是他不仅做了官, 而且还风光无限,

世界浪子班头0, / 锦阵花营都帅头0, 如此风流洒

至此, 故事的荒诞正体现于他做官的过程中。
裴度是如何做官的? 他做官并非因其才, 而

脱且淡薄于名利的关汉卿, 其笔下的裴度为何如
此热衷于功名? 这不是自相矛盾么? 尽管我们已

是因其积了阴德。在他做官之前, 相士赵野鹤为

经听惯了所谓文如其人, 或文不如人之类的话, 但

他相面。这位野鹤先生道号无虚子, 具有肉眼通
神的非凡本领。他一见裴度便十分吃惊, 因为从

把这样的话放在关汉卿身上, 总显得苍白, 没有说
服力。那么, 我们就需换一种方式思考问题。在

相家眼光看, 裴度是一个十足的无福之人, 不用说

文学批评领域, 多数人已经习惯了把主人公看作

做官无望, 就是眼下还有性命之忧。赵野鹤的一

正面人物的评判模式, 但如果我们把裴度看作是

番直言相告, 对自视甚高, 且满怀信心要博取功名
的裴度来说, 无疑是当头棒喝。裴度先是大怒, 继

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式的被讽刺和被调侃的
人物, 那么, 关汉卿将是一个真正超越于自己时代

而斥骂赵野鹤是巧言令色打家劫舍的强盗, 还说

的文学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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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 关汉卿笔下的裴度的确具有浓厚
的荒诞滑稽色彩。首先, 他的外貌极为丑陋。在

造堂#吉诃德形象, 目 的在于消灭荒 诞的骑士文
学, 他说: / 我的愿望无非要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

相面大师赵 野鹤眼里, 裴度的外貌 具有五露、三

小说。堂#吉诃德的真人真事, 已经使骑士小说立

尖、
六极之特征, 所谓五露, 指的是: 眼突、
耳反、
鼻
仰、
唇掀、喉结。所谓六极, 指的是: 头小、
额小、
目

脚不住, 注定要一扫而 空了。
0 同样, 关 汉卿塑
造滑稽、荒诞、相貌丑陋的裴度形象, 无疑也使人

小、鼻小、
口小、
耳小。不用说/ 三尖0, 单是这/ 五

们对一直死抱住读书做官思想不放, 缺乏务实精

露0、
/ 六极0, 就使我们感到裴度是戏台上一个不

神的读书人产生嫌恶心理。尽管在剧中关汉卿让

折不扣的小丑, 与正面人物之类的字眼毫不相干,
这样一个具有相当生理缺陷的人如何配中状元?

裴度实现了读书人的重要人生理想 ) ) ) 中状元、
娶美妻, 且安排了一个多余又荒唐的抛彩球招亲

美丽多才的琼英小姐怎么心甘情愿地嫁给这样一

场面, 但舞台上相貌丑陋、人物卑琐的裴度, 决然

位丑八怪? 显然, 裴度丑陋的外貌会引发人们一
连串的疑问。

引不起人们审美的兴趣。与其说他是一个值得效
法的正面人物, 不如说他是一个引发元代知识分

其次, 裴度的言语行动没有流露出半点才子

子深思的反面典型。裴度走上舞台, 元代许多人

[ 5]

气质。自视甚高的裴度, 说的最慷慨激昂的话, 便

感叹的/ 儒人颠倒不如人0的抱怨, 应当叫停了。

是抱怨那些市井暴发之徒, 闾阎轻薄之子的愤激
之语。他挖苦他们重色轻贤, 看不惯他们/ 显耀些

英国戏剧评论家艾斯林曾说: / 荒诞派戏剧表
达一种深度直觉, 应该在观念上顷刻之间即被理

饱暖 衣食, 卖 弄些精细伶俐0[ 2] 。没想 到这些言

解, 只是因为在顷刻之间具体呈现一个如此复杂

语刚刚说完, 肚中饥馁, 他露出了穷酸本相。因为
填饱肚皮的食物竟还 要仰仗乞食四 方的住持提

的形象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才伸展在一个时间长
度当中。因此, 这样一种戏剧的形式结构只是一

供, 裴度之无能, 作 者对他的讽刺与调侃暴露无

种表达一个复杂完整意象的手段, 它让这个意象

遗。正如裴度的姨娘所说: / 怀才, 怀才, 你且得顿

在一 连串 互相 作用 的 因素 中展 开。
0 [ 6] 应当 说,

[ 1]

饱饭吃者! 0 一个不能挣得饱饭者, 就是一个废
人, 而一个废人, 如何有益于国 家社会! 更有甚
者, 裴度不仅没有才子气质, 甚至还可称得上是人
物卑琐。在山神庙发现玉带后, 区区一千贯钱的

5裴度还带6一剧, 即通过一个荒诞的故事, 表达了
关汉卿的深度直觉。
二、
5蝴蝶梦6、
5鲁斋郎6 ) ) ) 荒诞的情节和人物

玉带竟使他一夜不能入睡, / 思量计万条0, 他向山
神发誓, 保证不贪这条玉带, 要两只手还他。裴度

5蝴6、
5鲁6二剧是关氏剧作中受关注程度很
高的作品。二剧都是包公戏, 也是著名的公案剧,

心心念念于这条玉带, 这哪里有半点才子的洒脱

它们集中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黑暗, 尤其是权豪势

与气度, 甚至连一个慷慨大度的绿林人物都不如。
再者, 裴 度不懂人情 世故, 不会处理 人际关

要阶层的为非作歹。就是这样两部极具严肃主题
的作品, 内中也充满了强烈的荒诞色彩。由于情

系。对于自己亲人提供的帮助, 表达的善意劝告,

节和人物的荒诞性, 再加上大团圆的结尾, 整个作

他不是认真考虑接受, 而是谈容高傲, 卖弄他有朝

品给人以泡沫剧、
肥皂剧的印象。

一日/ 挂帅悬牌0、
/ 青史标名0。致使姨娘、
姨夫十
分生气, 只得把他赶出家门。一个如此缺乏现实

5蝴蝶梦6中, 权豪势要葛彪打死了王老汉, 王
老汉的三个儿子气愤不过, 找到葛彪后也将他打

感的人, 如何有能力、有资格去 做官? 忽 必烈曾

死。按照元代的法律制度, 权豪势要殴死汉人者,

[ 3]

[ 7]

说: / 汉人惟务课赋吟诗, 将何用焉。
0 关汉卿笔
下的裴度, 无疑为忽必烈的这句话作了一个很好

只是被断罚 出征, 并全征烧埋的银 两 , 他们没
有死罪。正因为有这样的法律规定, 所以葛彪打

的注脚。

死人后像没事人一样, 而王老汉的三个儿子则理

16 世纪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 是一个

所当然地被官府捉拿归案。这些描写应是元代社

坚信骑士道的人物, 如果有谁否认游侠骑士, 在堂
#吉诃德看来, / 就仿佛要人相信太阳不放光, 冰霜

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按理说, 王老汉的三个
儿子将在劫难逃。但故事的结尾却是他们不仅逃

不寒 冷, 大地 不滋育万物一 样0 [ 4] 。塞 万提斯塑

过了劫难, 而且因祸得福做了高官, 一门得到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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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旌奖。这不是极度荒诞滑稽的事么? 滑稽荒诞
的结局, 正缘自具有荒诞意味的情节。

如何回 答? 他 们对 此并 没有 做出 合理 的解 释。
5蝴6剧的荒诞性, 其非理 性意识, 于 此也可见一

且看包拯是如何审案的。他审案的标准不是

斑。需要说明的是, 包拯判案过程尽管荒诞, 但关

法律而是贤、孝等人伦道德。使王老汉一案发生
大逆转的, 源自一个梦境。包拯在尚未审理王老

汉卿所反映的元代权豪势要的特权法律地位, 他
们为非作歹的事实却是高度真实的。那么, 如何

汉案件之前, 做了一个自己也颇觉奇怪的梦, 梦中

既反映这一事实, 又体现出普遍的社会道德良心,

有三只蝴蝶前后飞向蜘蛛网, 前两只蝴蝶均被一

在法律天平发生倾斜的情况下, 荒诞性将是其唯

只大蝴蝶救走, 第三只蝴蝶落难, 大蝴蝶两次三番
只在花丛上飞, 并不前来搭救, 后来大蝴蝶竟扬长

一的选择。可以说, 用荒诞甚至是荒唐的情节, 表
达一种超现实的道德理想, 应是这部5蝴蝶梦6剧

而去。包拯有些不解, 他想起圣人 的话: 恻隐之

作的创作初衷。

心, 人皆有之, 于是救走了这只小蝴蝶。梦境刚刚
结束, 中牟县王老汉的案子便到了。最初, 包拯听

与5蝴蝶梦6 的梦境启示不同, 在情节上, 5鲁
斋郎6一剧的荒诞性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到小县百姓打死平人, 便下令让差役将罪犯一步

一是包拯惩治权豪势要鲁斋郎的计谋颇具戏

一棍打上厅来。他责备王母教子无方, 训子不严,

剧性、
荒诞性。包拯以/ 鱼齐即0蒙骗皇帝, 赚得皇

继而要查明究竟谁是首犯。
正是对首犯的认定过程, 使包拯对此案的看

帝的批文, 再将/ 鱼齐即0改换成鲁斋郎, 智斩了鲁
斋郎, 使皇帝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如果说包拯

法发生了转变。王老汉的三个儿子, 包括他的妻

在5蝴6剧中是一个偷梁换柱的高手的话, 那么, 在

子都争着充当首犯。包拯有些不解, 但他被这个
子孝母贤的场面所感动。在必须确定一人与葛彪

5鲁6剧中他又成了一个玩弄文字游戏和政治游戏
的高手。他使皇帝吃了一个哑巴亏, 人们不禁要

抵命的前提下, 王母选择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却让

问, 皇帝的权力被盗用、
滥用, 皇帝答应吗? 他乐

前妻的两个儿子活下来。王母的这一选择进一步

于被愚弄吗? 答案是否定的。但权豪势要强占他

打动了包拯, 他由此联想到那个关于蝴蝶的梦境,
认为这是上天提前给他以征兆。至此, 法律的天

人妻子, 如此严肃的社会问题, 一个有责任心的作
家该如何去表现? 按照现实生活的真实逻辑去表

平彻底被道德教条所取代。

现, 鲁斋郎可能仍然高高在上地享受着他那个等

应当说王氏母子死里逃生已为万幸, 怎能指

级的特权待遇, 被欺凌者仍然在痛苦地呻吟。这

望三个儿子均因此又做官呢? 况且贤孝与做官之
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随后却出现了三个儿子

是社会 事实。在此前 提下, 如何 体现公众 意志?
按照正常思维肯定做不到, 所以只能将惩治鲁斋

被包拯封官的荒诞情节。显然, 做官的奢望不出

郎的过程游戏化、
荒诞化, 才能达到大快人心的目

自此时此刻正有罪案在身的王老汉的三个儿子,
而是出自于作者关汉卿的一厢情愿。透过这个荒

的。需要指出的是, 游戏化、
荒诞化不仅没有降低
5鲁6剧的艺术品位, 淡化其严肃的主题, 相反, 由

诞的审案过程, 使我们了解了关汉卿的法律意识

于包拯以机智手段体现公众意志, 反而会给人以

和人才标准。且不说王氏三子是否具有做官的才

启迪,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况且在现实生活

干, 单是他们做官的程序就不合法, 他们被封赠的
官职出现于结案的断语里, 其戏谑性、
荒诞性令人

中, 也的确存在着/ 智斩0这种可能性, 只要包拯有
极大的勇气去做。观众在意的是结果, 并不会去

发笑。这是关汉卿的游戏笔墨? 还是他对元代官

过分追究包拯办案手段的荒诞性。在此, 关汉卿

府儿戏作风的一种有意识的嘲弄? 我们从剧中难
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将生活的可能性变成了艺术的真实性。
二是5鲁6剧大量使用了巧合的编剧手法, 给

另外, 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位盗马贼赵顽驴, 他

人以似真还假的梦境般的怪诞感受。5鲁6剧的巧

为何被处死? 盗马比杀人罪责还重吗? 难道他的

合之处很多, 如银匠李四和六案孔目张

的儿女,

家人不追究? 难道他的生命比王氏兄弟的生命低
贱? 再者, 既然是权豪势要, 葛彪的家人为何没有

他们离开父母后恰巧都被包拯收养。包拯是龙图
阁待制, 开封府的府尹, 他没有义务和责任收养流

全程监督审案? 面对这些疑问, 包拯和关汉卿当

浪儿童, 为什么偏偏均被包拯收养, 这显系作者结

吴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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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情节的有意安排。再如最后的大团圆, 大家不
约而同地来到了张 出家的寺院, 父子、
夫妻、
兄

节, 则被进行了荒诞化处理。这对于一本四折, 有
一定篇幅限制的元杂剧而言, 是一种明智而又节

弟相认, 两家人团圆在一起。这种不约而同, 仿佛

省的处理方式。当然, 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元杂剧

如梦境, 实非人间所有。此外, 李四、
张 两家的
儿子都考中了进士, 张 的妻子于李四患心疼病

一本四折的结构模式, 限制了作家对人物的精雕
细刻。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元杂剧中的人物和明清

时, 偏偏会治心疼病, 鲁斋郎赠给张

的妻子偏偏

传奇中的人物在内在蕴含方面颇为不同, 元杂剧

就是李四的妻子等等, 如此多的巧合, 给人以荒诞

中的人物大多数是作家表达主观思想的道具和符

不可信的印象。然而理性地看, 作者所揭示的权
豪势要奸占他人妻子的事实不容质疑, 作者用次

号, 而明清传奇中的大多数人物则是现实生活中
真实人物的真实再现。由于元杂剧的艺术追求是

要人物和事件的荒诞性来突现发生在鲁斋郎这一

短平快, 是痛快淋漓, 而传奇的艺术追求是委曲婉

主要人物身 上的真实事件, 采用夸 张、变形的手
法, 使人们对权豪势要所造成的人伦被践踏、亲情

转、
悠远冗长, 所以, 短平快描述一个复杂的故事,
显然存在困难, 这就需要次要人物、
次要事件的荒

被剥夺、
夫妻被拆散的人间悲剧更增强了感性上

诞化, 以便于作者减少枝蔓, 集中表现最重要的中

的认识。可以说, 没有这种看似荒诞式的巧合, 便

心人物和中心事件。这也正是王国维认为元杂剧

不会产生强烈的心灵冲击力。
三是5鲁6 剧在时空处理上也颇具荒诞色彩。

/ 关目之拙劣, 所不问也; 思想之卑陋, 所不讳也;
人物之矛盾, 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

从时间上说, 包拯在得知鲁斋郎恶行后, 并没有立

与时代之情状0 [ 8] 的原因所在。

即惩办他, 而是等到了 15 年之后。这 15 年对一
个人来讲决不是短暂的, 如此漫长的 15 年都发生

在人物塑造上, 5鲁6剧也极具荒诞色彩, 这尤
其表现在李四之妻和张 之妻身上。李妻被鲁斋

了什么事? 我们看到: 鲁斋郎安然生活了 15 年,

郎夺去, 后又转赠予张

李四、
张

李四的身边。张

的儿子分别考中了科举做了官, 张

已

, 又由张

之妻被张

这里再次回到

送给鲁斋郎, 在鲁

出家, 其妻李氏在鲁斋郎被斩后舍俗出家, 李四夫
妇安然享受着张 舍弃的家财, 似乎因祸得福, 捡

宅生活了长达 15 年的时间, 出来后又再次回到张
的身边。在这里, 女性的贞节意识和羞惭感荡

了便宜。15 年不同的境遇和遭际, 应当在每个人

然无存, 这不仅与生活实际不相符合, 也与人这一

的心灵世界中打下深刻的烙印, 但事实并不如此。

高度社会化的群体所认定的基本男女关系准则不

5鲁6剧中的时间虽然是流动的, 可人的心灵却是
静止的。因为每个人的心灵世界都未产生不同于

符。我们虽然否定窦娥式的一女不嫁二夫的片面
贞操观念, 但这并不等于赞同那些没有羞惭感的

以往的情绪波动, 他们相遇后, 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随意排列组合。所幸的是, 5 鲁6剧人物塑造上的

地接受了对方, 时间仿佛是从 15 年前接上去的。
从空间上来说, 李四夫妇经历了从许州到郑

荒诞性, 并没有影响到这部作品中心事件的真实
性, 反而引发了观众欲知其究竟的好奇心, 增强了

州, 从许州自己贫穷的银匠铺到郑州张

小康之

舞台演出的吸引力。试想, 如果当时的演出有海

则经历了由官员到和尚, 由小康之

报贴出的话, 那么, 李妻、
张妻两个女性的传奇经

家到凄凉庙宇存身的变化; 而李四和张 的妻子
都经历了被鲁斋郎蹂躏的人生历程, 甚至张 的

历, 两个家庭的分分合合, 将是戏班进行自我宣传
时的有 力卖点。关汉 卿作为一个书 会才人式作

妻子还一度出家为尼, 人生风雨的打击、
生活场景

家, 是深知观众心理和舞台氛围的营造的。

的一再变换, 本应使他们改换了容 颜, 冰冷了心
肠, 但时空转换在这里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

综上所述, 造成关汉卿戏剧荒诞性的因素主
要有三点: 一是为了表达深度直觉而编织荒诞的

种荒诞化的时空处理, 在元杂剧中十分普遍, 它们

故事; 二是为了超越现实生活的制 约, 表达政治

之所以没有招致人们更多的批评, 是因为许多元

的、
道德的或人伦的理想而使用荒诞性艺术表现

杂剧作品并不以塑造人物为目的, 而是以表现中
心事件为旨归。即以5鲁6剧来讲, 智斩鲁斋郎是

手段; 三是受杂剧艺术体制的制约而将情节或人
物荒诞化。总之, 关汉卿戏剧的荒诞性值得人们

其中心事件和创作目的。那些与此关系不密的情

关注, 这种编剧手段和技巧也值得人们更深入地

家的变迁;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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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在关汉卿的5救风尘6、
5望江亭6、
5陈母教
子6等作品中, 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荒诞性艺术

关氏剧作的荒诞性, 主要是因为这三部作品比较
突出地体现了本文所探讨的主旨。故姑妄言之,

因素。本文之所以选取5裴6、
5鲁6、
5蝴6三剧讨论

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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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bsurdity of Guan Hanqing. s plays
WU Xiu- hua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Lit erature,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y, Shijiazhuang, H ebei 05091, China)

Abstract: Guan Hanqing. s plays have ext ensively been accredited for militancy and realism , but more
perspect ives should be ex plored of t he great playw right . It is claimed that t he absurdit y of his plays is ref lect ed in t he fabrication, plot ting , and description of the heroes. Hence the absurdit y is bot h the device by
w hich the playw right creates his works, and t he unique marker of indiv iduality by w hich t he playw rig ht
dist inguishes himself from among others.
Key words: Guan H anqing; plays; absurd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