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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研究】

也谈元杂剧中的搽旦脚色
— — 兼与范长华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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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范长华以为元刊本杂 剧搽旦皆称作净旦 ,搽旦是由净旦发展而来。 其实 ,搽

旦是搽旦 ,净旦是净旦 ,两者不属于同一类概 念。搽旦 是脚色称谓 ,净旦不是脚色称谓。净旦是净类
脚色的一种功能 ,是以净扮旦的简称。 搽旦不是净旦的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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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范长华教授在 1997年 12月《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创刊号发表了
她的新作《试探元杂剧的搽旦脚色》 ,该文开列了 64部元杂剧 (旦本 31部 ,末本 33部 )中以搽
旦脚色和她以为是以搽旦脚色扮演的人物 ,分析了搽旦脚色在元杂剧中的演化 ,所扮人物的身
份、性行以及搽旦脚色在各剧中的排场功能、科诨特色。指出: “搽旦脚色正是推动关目发展 ,映
衬正面人物以及激起戏剧高潮的利器 ; 这也正是元杂剧生命力不可忽视的主要成分。”这是近
年来专门探讨元杂剧中搽旦脚色的一篇论文。 范先生下了极大的功夫搜集资料 ,进行排比论
说 ,这无疑是对元杂剧脚色研究向深入发展的一篇新成果 ,有助于人们深入地探讨元杂剧的脚
色体制及其功能和作用。
尽管范先生论文分析的全面而又详尽 ,但是笔者对于其文中的某些观点、某些论说仍有异
议 ,这里也说说我对元杂剧中的搽旦脚色的认识 ,以同范先生进行商榷。
搽旦的产生乃是杂剧发展过程中脚色职能逐渐分工明确细致的结果。范先生文言: 元杂剧
旦、旦儿、外旦之中 ,渐有分化搽旦的趋势。 这个论断当是不错的 ,这里要补充的是: 不仅是旦、
旦儿、外旦 ,而是正旦以外的一切次要旦色 ,以及除却末以外的外、净、杂诸脚色 ,只要其扮演的
女性人物属于性格滑稽、轻佻、乖戾、凶暴、残忍、阴险者俱有演化为搽旦的趋势。这是元杂剧脚
色向性格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元代的时间短暂 ,元杂剧不过是中国
戏曲最初的一种成熟形式 ,元杂剧的脚色发展最终也没有来得及达到完善化和规范化 ,在各个
剧作家笔下及各剧团演出时对同一类型人物的扮演脚色也没有达到完全统一化。 正是在这前
提下范先生的论文才具有学术探讨的意义。 但是范文虽然说搭旦这一脚色是元杂剧发展过程
中的产物 ,却没有对这一复杂的发展过程进行深入探讨 ,指出其具体的发展轨迹 ,反而在文章
一开始就把此问题简单化 ,提出了两个含义模糊的论点: 一是说搽旦是明刊本元杂剧旦行体制
的一个名目 ,元刊本的搽旦脚色称作净旦 ;一是说搽旦是由花旦发展而来 ,净旦发展又包括搽
旦 ,净媒婆 ,净梅香、净扮禾旦、净扮卜儿等。
第一 ,范先生说在元刊本杂剧中没有见到搽旦的名目 ,凡在元代刊本 ,搽旦都称作净旦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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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意在告诉人们说搽旦这一脚色及其称谓是到明代才产生的 ,是明代人刊刻元杂剧剧本时
加以更改的 ,在元代只有净旦而没有搽旦。 如果是这样的话 ,范先生的文章就没有意义了。 既
然元代没有搽旦这一脚色 ,那还探讨什么呢? 尽管范先生又说搽旦由净旦发展而来 ,但如果不
把刊本问题说清楚 ,那么范先生的第二个论点 ,即搽旦是由花旦或净旦发展而来的述说 ,也只
能使人认为是明代之事了。 是否应当补充说明明代所刻元杂剧绝大多数反映了元杂剧的本来
面目 ,明刻元杂剧中搽旦的名目就是元剧所固有的一种脚色称谓。但是范先生是否同意这样补
充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这还牵涉到搽旦与净旦的称谓概念及其间到底是怎样关系的问题: 比如
搽旦和净旦是同属脚色范围的概念吗? 搽旦是由净旦发展而来的吗? 范先生还提出搽旦由花
旦发展而来 ,事实是这样吗? 花旦和净旦又是什么关系? 花旦、净旦、搽旦之间以及它们和其他
旦类、净类脚色又是怎样的关系? 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范先生的文章都没有加以阐说。笔者这
里不得不略加补充和阐述。
搽旦是元杂剧中旦类脚色之一。元杂剧的旦类脚色源于唐代歌舞戏的“弄假妇人” ,直接承
继了宋金杂剧的“妆旦色”。 由于元杂剧所表演的题材不断扩大 ,内容不断丰富 ,登场人物就不
断增加 ,剧中的女性人物再不只是一个。 为适应剧情及演出的需要 ,自然就形成了元杂剧中一
系列的旦类脚色。计其称谓有正旦、旦儿、外旦、小旦、老旦、贴旦、副旦、花旦、色旦、搽旦、禾旦、
细旦、大旦、二旦、魂旦等。各种旦色各司其职 ,在剧中表演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
品行的人物。旦类脚色系列的形成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元杂剧的成熟和发展的过程 ,这些名目繁
多的旦类脚色在元杂剧中并不是处于同等地位的。 其中只有正旦 ,有时简称为旦 ,是元杂剧中
最主要的脚色之一 ,是剧场演出占据舞台中心地位的人物 ,是一剧故事的主要人物或关键人
物 ,特别是在旦本剧中 ,只有正旦才是主唱的脚色。换句话说 ,也就是在元杂剧中只有主唱的旦
色才是正旦。由于元杂剧的演出和演唱特点是只有一个脚色主唱 ,所以在那一时代某一个剧班
只要有一个演员能够挑大梁就可以冲府撞州到处演出了。 如果一个剧班挑大梁的演员是演旦
色的 ,就构成了一个旦班剧组 ,有书会才人和剧作家专门为他们撰写旦本剧本供他们演出。 在
元杂剧中正旦这一脚色只饰演主唱的正面人物 ,而不计所饰演人物的身份、年龄、性格。这是和
当时戏剧发展情况紧相适应的一种概括性极强的类型化脚色。
除却正旦之外 ,那各种名目的旦色都是不主唱的次要脚色。 在以末脚主唱的末本剧中 ,凡
是有一个女性脚色俱称为旦 ,亦不计身份、年龄、性格。 无论旦本剧还是末本剧 ,只要有两个以
上以旦脚扮演的女性人物 ,即是在正旦或旦的脚色之外再增加一个或几个旦色 ,为了区分就有
了大旦、二旦之称。同时为进一步分工 ,明确次要旦色在扮演人物方面的不同特性 ,各旦色也就
有了各自的专称。 如外旦 ,即外加一旦 ;贴旦 ,即补贴一旦 ; 副旦 ,即旦与正旦之副 ,亦外加补贴
之意。外、贴、副 ,名不同而意同 ,俱为旦之次要脚色意 ,不受所扮人物的身份年龄性格所限。然
此三种名目以外旦使用最早最广最多 ,旦儿一词是一个模糊概念 ,泛指不主唱的旦色 ,可相当
于末本剧中的旦色 ,或相当于其他次要的旦色。 由于元杂剧是一种新兴的文体 ,在脚色名目的
用语方面不可能使全国各地作者都完全统一 ,所以在旦类次要脚色的称谓上就出现了一些差
异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同时还有一种现象 ,即旦类次要脚色出现了分化 ,而不再笼统地称作
外、贴、副或旦儿。 如剧中表现次要旦色的年龄特征 ,就有了老旦和小旦的称谓 ;表现旦色的身
份特征就有了禾旦、细旦、魂旦等称谓。 禾旦扮乡村农妇 ,细旦扮女学士 ,魂旦扮女鬼等。 表现
旦色的身份兼性格特征就有了花旦、色旦、搽旦等称谓。 为了使这些旦色在表演上与旦和正旦
形成强烈的反差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面部化妆别具特色 ,皆偏于重彩浓抹或以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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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王国维《古剧脚色考》曾以为花旦、色旦、搽旦是一种脚色的不同名称。 实际上他们之间是
有一定差别的。 夏伯和《青楼集》言: “凡妓以墨点破其面者为花旦。”徐扶明则以为花旦初扮各
色年青妇女 ,后来专扮妓女 ,以面部有“面花子”化妆为其特征 (《元 代杂剧 艺术》 ,上 海文艺 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294页 ) 。色旦 ,即专以色事人者 ,扮歌妓舞女 ,但面部并无特殊彩画。搽旦的化妆最

为繁复 ,或青紫黑白五颜六色 ,或厚敷脂粉艳红惨白 ,要在突出其妖冶怪异 ,以示其人品性不同
凡常。 搽旦的化妆有一种是丑化 ,以表演女性人物中的不端与恶行者 ,由于旦类各种名目的次
要脚色所扮演的女性人物都可能有一些不端庄不正直者。 在元杂剧诸脚色中净类脚色是专门
扮演滑稽诙谐或凶狠残暴者 ,这样净类脚色和旦类次要脚色间就自然发生了勾通。
我们进一步来仔细探讨关于净旦与搽旦的种种问题:
关于净旦与搽旦的关系 ,范先生的文章明确提出由于元刊本的搽旦脚色称作净旦 ,所以她
推导出: 净旦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一些新的脚色名目 ,其中包括搽旦。 这就是说范先生明确地
把搽旦这一脚色置于净旦之下 ,净旦还有一个长长的发展系列 ,搽旦不过是这一系列中的一
个。 我以为这种论述是不妥的。
元代有没有搽旦这一脚色名目? 这个问题在元剧研究界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范先生也承认
搽旦是明刊本元杂剧旦行体制的一个名目 ,那就是说在元杂剧剧本中实有搽旦这一名目 ,虽然
那些元代剧本在明代才被刊刻出来 ,并不能说剧本中所标有的搽旦脚色名目是由明人编造出
来的。可是范先生文章一开头就强调说元刊本杂剧搽旦称作净旦 ,所以她才接着以元后期戏曲
家夏伯和对于花旦的述说作为根据 ,说有了花旦之“花” ,才有后世搽旦之由来。 搽旦怎么由来
的呢? 范先生回答即由净旦发展而来。这里首要弄清的一个问题是“元刊本的搽旦脚色称作净
旦”这句话本身就有逻辑错误 ,搽旦与净旦并不是同意义的概念 ,并不能说明元代杂剧俱把搽
旦称作净旦 ,不能说明元代没有搽旦的称谓 ,也不能说明搽旦是由净旦发展而来。 因为搽旦就
是搽旦 ,元代剧作实际上既有搽旦的名目脚色 ,又有净旦的称谓。 但净旦却并不是元代旦类一
系列次要脚色的一种 ,也不是净类脚色系列中的一种。
人们都知道“净”这一脚色在元杂剧中无论是旦本或末本都是重要的帮衬脚色 ,它源于古
戏之“参军” ,宋金时戏曰“副净”。 向以滑稽调笑为表演特色 ,有搽灰勾脸的化妆传统。 元杂剧
时“净”这一脚色继承了前代滑稽调笑与化妆的传统 ,同时又有所发展 ,即形成了净脚色的系
列。其称谓有净、外净、副净、大净、二净等。在所扮演的人物上除却传统的市井下人 ,村野乡民
滑稽耍笑之外 ,更增加了扮演的范围。元剧中相当多的反面人物 ,如贪赃枉法的权豪势要 ,无法
无天的恶霸衙内 ,蛮不讲理的泼皮无赖 ,流氓恶棍以及卑鄙阴险的幕僚劣绅 ,市井乡野各色小
人等都由净这一脚色装扮。 净这一脚色与末脚只扮演男性人物、旦脚只扮演女性人物不同 ,它
不仅可以扮演男性人物 ,也可以扮演女性人物 ,不管所扮是男是女 ,都表示人物具有这个脚色
所限定的身份和行事特点。 因此就有了净旦、净媒婆、净卜儿、净伴姑儿、净梅香等称谓。 这里
再强调说明一下: 这种称谓并不是元剧脚色名的称谓 ,也不是净脚系列的脚色称谓 ,而是在剧
本中作者对剧团演出由何种脚色扮演何种人物的简单提示词。 上述提示词在“净”字之后都省
略了一个“扮”字。所谓“净旦” ,就是说由“净”这个脚色扮演“旦儿” ,扮演“外旦” ,扮演“禾旦”之
意 ,所以有的剧本就直接写作“净扮外旦” ,如顾曲斋本《潇湘夜雨》 ,脉望馆本《货郎担》剧 ,或干
脆写明“净扮媒婆” ,如脉望馆本《桃花女》、《刘弘嫁婢》等。净旦 ,有一种脚色扮演另一种脚色之
味 ,而净媒婆、净梅香、净伴姑就明显表示出剧本设计由“净”扮演女性人物的演出规定。净旦既
是由一种脚色扮演另一种脚色 ,就说明这两种脚色之间有共同与共通之处。所以元人同一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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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同一人物在明人不同刊本中 ,是由净扮还是由旦儿扮就有了不同的安排。 如杨显之所作
《潇湘夜雨》中的贡官千金 ,顾曲斋本作“净扮外旦” ,而元曲选本则作“搽旦扮”; 无名氏所作《盆
儿鬼》中的撇枝秀 ,脉望馆本作“净旦儿扮” ,元曲选本则作“搽旦扮”。 皆一为净脚扮演 ,一为旦
脚扮演。究竟是刊刻者所据底本不同还是刊刻者自行更改 ,这是一个难以下结论的问题。元时
是中国戏曲繁荣时期 ,也是中国戏曲初创时期 ,一切都比较简陋 ,一个剧团成员有限 ,除主唱的
旦脚或末脚固定不变外 ,其余脚色扮演剧中次要人物采取通变办法就是一种适时的措施。不仅
净脚可串演旦脚、杂脚兼扮男女人物 ,而且“外”这种脚色也可串演旦脚、末脚、杂脚 ,兼扮男女
人物。 不过外旦、外末则已各自形成了旦末脚色系列中一个固定脚色的概念 ,它扮演杂脚行当
里的男女人物也多为正派人物。净旦的称谓和外旦不能等同看待 ,它是元剧脚色行当发展过程
中一个含义不甚明确 ,概念尚未固定的词语。 能说净旦是旦类脚色的一种吗? 不能。它根本不
是由旦脚扮演女性人物。 范先生文中直把净旦当作搽旦的同义称谓我想是欠妥的。 搽旦这一
脚色是由旦、旦儿、外旦等分化出来的概念 ,是旦类行当一种固定的脚色称谓。净旦则不是一种
脚色行当的称谓 ,在元杂剧剧本中也不是搽旦的代称。
范先生文章是直把“净旦”当做了一种元剧的脚色称谓 ,所以她才说“元刊本的搽旦脚色称
作净旦” ,才说“净旦的发展面较广 ,包括搽旦、净媒婆、净梅香…… ”在这种错误的概念混淆的
前提下总述元杂剧中搽旦脚色的名目由来及其变化情况就很难论说准确了。脚色 ,用某脚色扮
演某人物和某脚色所扮演的人物 ,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旦、末、外、净、杂及其所属系列是元剧
的脚色行当 ,搽旦属于这类概念。净旦、净扮禾旦、净扮卜儿、净媒婆、净梅香之类属于净这个脚
色扮演某一人物的概念。 而媒婆、梅香、孟婆、腊梅、小姑之类则属于净脚所扮演的人物。 范先
生则把三种不同含义的内容都揉杂在一起论说 ,只能让人感到头绪混乱。 范文所开列的 64个
剧本中的旦、旦儿、外旦、卜儿、姑姑、嬷嬷、孟婆、梅香、媒婆、小姑、禾旦、色旦、净旦及净扮系列
并不都是搽旦脚色的同义称谓。它们应分别属于旦扮、净扮、杂扮还有丑扮的脚色系列 ,不能把
这些不同脚色系列的扮演全当做搽旦脚色的称谓进行分析和评说。 其文又标列搽旦脚色的身
份性行 ,严格说脚色本身是没有什么身份没有什么性行的 ,它只是戏曲行当人物类型的概念 ,
只有脚色落实到所扮演的具体人物才有了可指的具体身份和性行。 其实范文所分析的并不是
搽旦脚色本身的性质 ,而是分析在元剧中搽旦都扮演了什么样的人物 ,那些人物具有怎样的身
份和性行。 文中把有些旦、旦儿、卜儿、媒婆、梅香、嬷嬷分析为具有搽旦的性质是对的 ,有些也
有强加与人之嫌。 其脚色就是净 ,就是外旦 ,就是杂 (卜儿 ) ,并不一定非是搽旦。 说到底 ,净旦
和搽旦不是同一类概念。搽旦是旦类脚色系列中的一种 ; 净旦则是净这一行当的一种职能或说
是功能。 更不是先有净旦 ,而后经过发展才有搽旦 ,搽旦不是净旦的衍生物。 净扮的其他人物
或说脚色也不是净旦发展的产物 ,只不过是净这一脚色扮演不同年龄 ,不同身份 ,不同气质 ,不
同性格人物的称谓。这些扮演并没有时间先后的发展顺序及相应的继承关系 ,如果范先生把文
章再修订一下 ,说明以净脚所扮演的人物和搽旦所扮演的人物的相同或差异 ,从而阐述元剧脚
色行当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或许条理会更清楚一些。
然而从总体看 ,像范先生这样全面细致论说元杂剧一种次要脚色的文章并不多见 ,这种深
入探究的学风令人敬佩。只是笔者感到范先生所述尚有不够严谨之处 ,特做一些补充或发表一
点个人的认识同范先生商榷 ,并请专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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