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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域外传播研究

“梅兰芳现象”与 20 世纪
中国戏曲新美学

　 　 　 施旭升　 徐　 晨

摘　 要:　 梅兰芳,作为 20 世纪中国戏曲的“世纪现象”,其意义不仅在于代表了一个

戏曲时代,而且代表着一种美学风范、一种艺术精神。 从而,如何在 20 世纪中国艺术美

学发展史上来定位梅兰芳,也就成为全面理解与准确评价梅兰芳的艺术体系及其历史

地位的关键。 “梅兰芳现象”之于 20 世纪的中国戏曲,一方面固然体现出西方美学视

域下的中国传统艺术的古典特质,另一方面则是属于 20 世纪融合了西方戏剧美学的一

种戏曲新美学的建构。 换言之,梅兰芳正是以其“新古典”的品格而体现出他对于戏曲

“新美学”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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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梅兰芳现象”谈起

毋庸置疑,称梅兰芳(1894—1961)为“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应该并不为过。 梅

兰芳不仅以其杰出的舞台艺术创造而成为 20 世纪中国戏曲的一个表征符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20 世

纪中国戏剧史上的“梅兰芳现象”,其意义与影响甚至已明显超越了戏曲艺术本身,而成为一个具有划

时代性且有着世界意义的美学与文化现象。 可以说,梅兰芳不仅代表了一个戏曲时代,而且代表着一种

新的美学风范、一种艺术精神。 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实践,正是以其典雅蕴藉的古典风味以及对于“古

典”的传承与守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响。
确实,自 20 世纪 20 年代“四大名旦”声名鹊起以来,梅兰芳就成为话题式人物,成为人们不断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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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 即使在梅兰芳去世之后(“文革”时期除外),“梅兰芳现象”的影响热度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不

断提升,更是成为 20 世纪中国戏剧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 换言之,对于 20 世纪中国戏剧史与艺术史的

研究来说,“梅兰芳现象”肯定是绕不过去的。 虽然,历史上的梅兰芳曾经被太多的媒体以及各色人等

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的语境中加以言说,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梅兰芳研究始于五四时期乃至于 20 世纪

二三十年代,一方面是梅迷及梅党乃至梨园内外广泛的热捧,另一方面是新文化人士言辞的激烈批判以

及随后几代戏剧学者的不断反思。 特别是随着访日访美访苏的进程的展开,梅兰芳的世界性影响逐渐

形成,在东西方戏剧的全球视野中来审视梅兰芳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向。
问题是:作为一个“世纪现象”的梅兰芳,不仅曾经因为其杰出的艺术成就而声名远扬,同时也因为

其身份和反响而被贴上了太多的标签,引起了国内外学界持久的热议甚至带来诸多的误解和曲解。 特

别是新时期以来,随着梅兰芳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关于“梅兰芳现象”不仅曾被广泛地加以讨论,而且形

成了某些似是而非的陈说,如所谓“梅兰芳表演体系”①之类,既影响广泛,更以讹传讹。 所以,需要进一

步追问的是:这些关于梅兰芳的陈说,究竟被遮蔽了什么以及放大了什么? “梅兰芳现象”究竟意味着

什么? 梅兰芳舞台艺术的美学意义究竟何在? 如何在 20 世纪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的坐标系上来定位

梅兰芳? 诸如此类,也就成为理解和把握梅兰芳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 21 世纪的今天,邹元江教授更是以一部《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对

于梅兰芳的表演美学体系及其相关界域进行了具体全面的理论阐释。 该书以 23 章篇幅对于相关问题

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最后得出了 23 项结论。 这些结论中的大部分都显示出邹元江教授对于梅兰芳研究

中的诸多陈见的积极反思,但也有些结论却显得有些勉强,值得商榷。 譬如,邹元江对于“以梅兰芳为

代表的京剧精神”的批评,认为“实际上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戏曲美学思想泛西方化、泛斯坦尼化的产

物”②。 其实,细究起来,此一结论本身就大有偏颇。 因为这不仅关乎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美学特质的理

解,更关乎对于梅兰芳所身处的“特定历史时代”的美学精神的把握,所以也就有必要对其加以进一步

讨论。 而这种讨论如果离开了梅兰芳及其被言说的时代背景与其文化语境,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回答清

楚的。 恰如邓晓芒在评述邹元江的结论时所指出的:“梅兰芳的成功与其说是受到了西方艺术理论的

影响,不如说是实现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现象学还原’。”③窃以为,这种“还原”并非只是观念上的,
只有努力“还原”20 世纪上半叶梅兰芳舞台实践的艺术现场,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下给予梅兰芳以

准确的历史定位,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精神实质,进而才能准确理解梅兰芳在 20 世纪

的中国乃至世界戏剧史上的美学价值。

二、如何理解“梅兰芳表演体系”?

邹元江教授的梅兰芳研究是从对于“梅兰芳表演体系”④的质疑开始的。 确实,从梅兰芳半个多世

纪的舞台表演艺术实践来看,究竟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梅兰芳表演体系”? 人们又是如何理解“梅兰

芳表演体系”? 诸如此类,也就成为人们首先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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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梅兰芳表演体系”,又被称为“梅兰芳(戏剧)体系”,而与斯坦尼体系、布莱希特体系相提并论,被称为“世
界三大戏剧体系”。 此一说法流传甚广,且似是而非。

邹元江:《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84 页。
邓晓芒:《中西戏剧理论的“错位”与“化用”———读邹元江〈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研究〉》,《湖北大学学报》 (哲

社版)2018 年第 5 期。
邹元江将其转述为“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进行美学阐释。 其实,无论“梅兰芳戏剧体系”还是“梅兰芳表演美

学体系”,都是以梅兰芳“表演”艺术实践为中心,当属无疑。



确实,提起“梅兰芳表演体系”,人们一般都首先想到黄佐临。 1962 年 3 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

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黄佐临做了一个“漫谈‘戏剧观’”的发言,指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
兰芳和布莱希特代表着各不相同的“戏剧观”。 其发言后经整理在 1962 年 4 月 25 日的《人民日报》上

发表,才在国内出现了所谓“梅兰芳戏剧观”的说法;此后黄佐临为英文版《京剧与梅兰芳》一书作《梅兰

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一文①,明确将其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布莱希特的戏

剧观相比较,但黄佐临本人似乎一直并未明确却也未曾否认“梅兰芳表演体系”一说;到了 1982 年,“梅

兰芳戏剧观”经上海戏剧学院青年学者孙惠柱改造而成为“梅兰芳表演体系”,并将其与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布莱希特相并列而提出了所谓“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之说。 而此说一出,竟然不胫而走,且引发了

诸多争议。 然而,事实上,因为对于梅兰芳的表演艺术研究来说,此一“梅兰芳表演体系”说虽流传甚

广,却颇多附会。②

这里,问题的实质也许不在于梅兰芳有没有“体系”以及对于所谓的“梅兰芳表演体系”有着怎样的

理解与曲解。 因为不管贴上什么标签,都无损于梅兰芳舞台艺术本身的价值与意义。 因而,问题的根本

还是在于:如何给予梅兰芳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究竟怎样理解和评价梅兰芳舞台艺术的历史的和美学

的价值,以及如何看待梅兰芳的艺术实践在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 梅兰芳的戏剧美学观念是如何在

梅兰芳的舞台实践中得以具体体现的? 是否真的如邹元江所言完全是为了“迎合斯坦尼体系”而变得

“混杂”且“不清晰”的呢? 如果说,理解这一切,离不开对于梅兰芳的戏剧观念与实践进行历史还原的

话,那么,对于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实践本身进行正本清源的梳理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邹元江对于所谓的“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的系统研究确实是有历史还原与

理论澄清的价值的。 但是,将梅兰芳所代表的表演艺术视为一个“已成”的实体,而不是一个在具体历

史语境当中不断变化且不断完善的艺术经验体系;在看到了梅兰芳表演艺术的外源性影响的同时,却又

把这种影响仅仅视之为“西方的”理论“误导”所致,则成为邹元江的一个明显的思维误区。
与邹元江过分强调“西方的”理论对于梅兰芳的“误导”不一样,理解“梅兰芳表演体系”其实还有

另一个维度,那就是“传统 / 现代”的维度。 它与“东方 / 西方”的维度一起,正好构成了一个理解和定位

梅兰芳舞台表演艺术的一个直角坐标系。 如果说,“东方 / 西方”是坐标系的一条横轴,那么,“传统 / 现
代”就是该坐标系的一条纵轴;而这个坐标系的原点就是作为梅兰芳艺术起点的 20 世纪初。

晚清时代,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③。 确实,在一个新旧尖锐对立的时代,作为梅兰芳

艺术起点的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出现巨大转折,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随之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而且,20 世

纪更是中国的一个“不断革命”的世纪。 随着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的开展,古老的中国戏剧也经历了一

个急速的以革命化、功利化为导向的现代化的历程。 受此影响,京剧在民国初期以最快速度掀起大规模

“改良”热潮,及时跳出清末京剧藩篱,实现了从艺术审美、剧本创作、表演形式到剧团管理、观众组织、
媒体宣传等方面的全面更新,形成了民国京剧的新传统,并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从而,原本

属于市民娱乐层面的戏曲也就难免被裹挟进入这一历史进程当中。 创作历程几乎贯穿半个多世纪的梅

兰芳,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的更新和立场的选择,也便成为我们理解梅兰芳表演艺术

体系及其美学精神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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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黄佐临:《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梅绍武译,《人民日报》1981 年 8 月 12 日。
参见傅谨:《“三大戏剧体系”的政治与文化隐喻》,《京剧学前沿(续篇)》,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81-

195 页。
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1872),转引自秦晖:《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群言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 页。



梅兰芳舞台艺术实践的自觉应该是始于 1913 年的上海丹桂第一台的演出,他自己就认为是其“一

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①。 何以言之? 因为,梅兰芳 1913 年的上海演出不止是一次简单

地走码头,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他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他看到上海观众喜欢“唱做并重,新颖生动”,
立即新排了刀马旦戏《穆柯寨》加演。 他深深意识到“上海舞台上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

向迈步朝前走了”。 新的舞台、新的观众、新的戏剧观念和新式的灯光装置,等等,无不刺激着年轻的梅

兰芳。 特别是梅兰芳在 1914 年 11 月至 1915 年 1 月的第二次赴沪演出,更加坚定了他要“改良”京剧的

决心。 如果说,此前梅兰芳更多的是接受严格的古典的训练,那么,此后的梅兰芳则更主要的当是开启

了自己真正的艺术探索。 于是,在继续习演昆曲的同时,先是《孽海波澜》《一缕麻》《邓霞姑》《宦海潮》
等“时装戏”的编演,然而接着则是《洛神》《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千金一笑》等“古装戏”的新编。

关于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体系的定性,把它归于“旧文化”的一端似乎无可置疑,然而从“传统 / 现代”
的维度上来看,梅兰芳以其不断的趋新求变,表现出对于传统戏曲的改造;如果至此还把梅兰芳视为

“‘旧文化’的范本”②,显然又是十分不妥当的。 因为,事实上,梅兰芳不仅受欧阳予倩等编演“红楼戏”
的影响,自己也早就明确意识到,只有跟上时代的变化,才能获得自身生存与艺术发展的空间。 为此,他
率先排演了大量的时装新戏、古装新戏,并对传统剧目做出大幅度加工改造。 梅兰芳的“改良”迅速得

到观众的热烈拥护,每出新戏都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即使是激烈批判“旧戏”的傅斯年也曾在

文中记述其亲眼目睹的场景说:“我有一天在三庆园听梅兰芳的《一缕麻》,几乎挤坏了,出来见大栅栏

一带,人山人海,交通断绝,便高兴得了不得。”③

当然,作为“改良”先驱的梅兰芳,并不满足于为“新”而“新”。 梅兰芳与他的智囊团(所谓“梅党”)
尤其注重将新思想、新审美以及新的戏剧理论与其编演的新戏剧目相结合。 如果说,他最初排演的时装

新戏还是囿于某种“写实”的范畴,实际上可以说就是以京剧面目出现的“社会问题剧”,那么,最晚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梅兰芳就已经注意到了西方“非写实”的唯美主义戏剧,并且有意识地通过其一系列

古装新戏的编演做出探索,旨在创造出一种抽象与理想的、超越现实生活的东方唯美主义戏剧。 从而,
随着其“时装新戏”的息演,梅兰芳转而完全专注于“古装新戏”的编演,直至他生命中最后编演的《穆桂

英挂帅》。 梅兰芳“从传统到现代”的表演艺术实践终于止步于激进的“现代”思潮的门槛之前。
20 世纪 50 年代的“戏改”之后,梅兰芳几乎成为一个特例,他除了被允许继续担纲私营性质的“梅

兰芳剧团”的主演,同时还成为主持新中国“戏改”运动的主要官员之一。 这也使得梅兰芳难免陷入一

种矛盾的境地:既不能置身事外,又不能积极投身其中。 所以,“戏改”之后,除了那部重新编演的《穆桂

英挂帅》,梅兰芳可选择的剧目却越来越少。 事实上,自“三并举”的提出,与“传统戏”渐趋萎缩相一致,
加大“现代戏”及“新编历史剧”的创作力度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特别是在梅兰芳去世之

后,1963 年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④,以至文革中江青主导的“样板戏”的推出,梅兰芳所代表的中国

戏曲的古典美学精神就已被彻底荡涤,或者也可以说,“现代戏”的一枝独秀已然促成了中国戏曲古典

美学的终结。 1976 年“文革”结束之后,虽然戏曲舞台上很快有了传统戏的恢复,但是梅兰芳表演艺术

体系所代表的古典美学精神却与新的时代已渐行渐远。
故而,就 20 世纪中国戏曲而言,所谓“梅兰芳表演体系”,并非只是一个指代中国传统戏曲体系的

泛泛的代名词,而是一个有着特定的时代精神和具体的美学内涵的表演艺术体系。 它不仅关乎中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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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7 页。
傅谨:《梅兰芳与新文化》,《京剧学前沿(续篇)》,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86 页。
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新青年》杂志五卷四期“戏剧改良专号”,1918 年 5 月。
1963 年 1 月 4 日,

 

在上海文艺界新年联欢会上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曲的一般性原理,更体现出梅兰芳和他的时代的特定的文化精神和美学内涵,包括其中所蕴含的内在矛

盾。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将“梅兰芳表演体系”和差不多同时代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简单地

相提并论,还不如将梅兰芳置于 20 世纪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来审视其独特的文化与审美

的内涵,以及其时代的变迁,由此可以揭示出“梅兰芳表演体系”与斯氏及布氏的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

义戏剧体系的本质上的差异。

三、梅兰芳:“新古典”的生成

从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所体现的文化姿态和审美立场来看,梅兰芳既是东方的、现实的、伦理的、民间

的,同时也是超越的、灵性的、雅化的。 其经典雅致的艺术追求,从激进的现代化的立场来看,似乎是有

些不合时宜。 但是,在“东方 / 西方”的维度上,梅兰芳所坚守的仍是一种与西方现代艺术趣味相对应的

中国戏曲的“古典”美学风范。
然而,在趋新求变的“现代”思潮的鼓荡之下,梅兰芳的坚守确实不再是那份纯粹的“古典”,而是一

种基于传统之上的创新,使它成为一种新的“古典”。 这也就是梅党所谓“有声必歌、无动不舞”①的中

国“理想优美之剧”。 这也与其后梅兰芳“移步不换形”的戏曲改革观的形成是一脉相承的。
从梅兰芳的艺术血统及家族渊源来看,他无疑属于传统的、民间的;然而,梅兰芳的艺术又绝非传统

与民间所能界定。 缀玉轩的“梅党”确实不同于具有启蒙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而是一帮有着古旧气息

的文人雅士,以及实业家、银行家。 虽然他们已不再着长袍马褂,但是“品梅”成为他们共同的趣味与爱

好。 可以说,他们当中虽有像齐如山等那样受到西方戏剧观念的影响,但是他们总体上的趣味还是相当

守旧的。 梅兰芳虽然有访美访苏演出且大获成功,但是梅兰芳的主体观众却仍然是中国大众。 梅兰芳

终其一生所坚守的还是其民间的姿态和传统的立场。 即使是 1949 年之后,梅兰芳虽被新中国的体制所

吸纳,但是他最终并没有全部融入体制,仍有其一种民间的身份和一份传统的血脉。 即使在激进的革新

思潮鼓荡之下,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创造当中,依然有着像《三娘教子》里所宣扬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

人情伦理,也依然有着《宇宙锋》《生死恨》当中所呈现的现代悲剧美感的渗透。 所以,与其强调梅兰芳

的民间性,不如正视梅兰芳的古典性;与其强调梅兰芳“对于西方戏剧观念的迎合”,不如揭示梅兰芳对

于传统的坚守。
梅兰芳“新古典”的创构究竟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有论者指出:“古典”乃是“指以经典作品为典

范、强调审美理想的继承性和艺术价值的恒定性的艺术观念。 古典艺术精神是一个民族文艺传统的精

髓,对于理解传统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②。 也就是说,“古典”显然不是自封的,而是源自于传统。 或

者说,“古典”的精神必然是与某种深厚的传统结合在一起,而体现出“审美理想的继承性和艺术价值的

恒定性”。 这种“新古典”无疑主要体现在梅兰芳的新编戏的创作当中。 他曾在介绍自己的新编戏创作

过程时说:

我排新戏的步骤,向来先由几位爱好戏剧的外界朋友,随时留意把比较有点意义,可以编制剧

本的材料,收集好了;再由一位担任起草,分场打提纲,先大略地写出来,然后大家再来共同商讨。
有的对于掌握剧本的内容意识是素有心得的,有的对于音韵方面是擅长的,有的熟悉戏里的关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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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插,能在新戏里善于采择运用老戏的优点的,有的对于服装的设计、颜色的配合、道具的式样这几

方面,都能够推陈出新,长于变化的;我们是用集体编制的方法来完成这一个试探性的工作的。 我

们那时在一个新剧本起草以后,讨论的情形,倒有点像现在的座谈会。 在座的都可以发表意见,而
且常常会很不客气地激辩起来,有时还会争论得面红耳赤。 可是他们没有丝毫成见,都是为了想要

找出一个最后的真理来搞好这出新的剧本。 经过这样几次的修改,应该加的也添上了,应该减的也

勾掉了。 这才算是在我初次演出以前的一个暂时的定本。 演出以后,陆续还要修改。 同时我们也

约请多位本界有经验的老前辈来参加讨论,得到他们不少宝贵的意见。①

虽然是新编,却既能“善于采择运用老戏的优点”,又“能够推陈出新,长于变化”,定本演出之后,还
要不断地进行“修改”。 新编创作依然遵循的是传统的体制,推崇的却是全新的风貌,古典的韵味也就

自然蕴含其中。 正如许姬传所言,梅兰芳一系列新编创作,从《西施》 《洛神》到《生死恨》 《凤还巢》,它
们“在唱腔、音乐、表演、服装、舞台美术各个方面,都给人以清新瑰丽的感觉,就证实了他的创作方法是

步步升华,光景常新的”②。
所以,梅兰芳的“新古典”更意味着一种典范性的品位、风貌、格调和境界的创造。 这也合乎王国维

之所谓“古雅”:古典的韵味当中,必然包含着风情和雅致,既意味深长,又常品常新。 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所谓一种“新古典”的美学精神,既不是一个既定的对象实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和教条。 从梅

兰芳所传承的经典剧目到诸多的梅派新编剧目,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新古典”的传承与重构。 它既是

传统的延续,更是一种“新”的创建。 可以说,以 1913 年梅兰芳的上海演出为起点,自此以往,梅兰芳舞

台艺术无不显示出一种传统的自觉与再发现。
确实,“古典”之于“现代”,不是一种简单的隔空“对话”,也不是纯然以“现代”

 

取代“古典”,而是

以“古典”的神韵为现代人提供一种血脉、一种审美范式,甚至具有某种精神“原型”的意味;或者说,这
种“古典”之于现实的审美体验,犹如提供一种“格式塔质”,它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 从而,与其说

这种“古典”是与现代化或时尚化相对立的,还不如说是在现代性追求的时代背景下一种古典情怀的回

味与模式的重构。 它既是梅兰芳自我选择的结果,同时又是一种不断“他者化”的过程。 换言之,是由

一个与梅兰芳的自我相对应的“他者”来推动的。 这种“再发现”当然不止一次,而是数次;不是纯然被

动呈现的产物,而是梅兰芳主动选择的结果。 这与邹元江所谓梅兰芳“对于西方戏剧观念的迎合”显然

并不是一回事。
从一种“新古典”的生成建构来看“梅兰芳现象”,制约着梅兰芳艺术表现的社会性因素,无非两个

方面:市场的和政府的。 在时间的区隔上,以 1949 年为界,构成了梅兰芳艺术表现的两个阶段。 如果

说,1949 年之前,梅兰芳主要还是受制于市场,那么,1949 年之后的梅兰芳,则主要倾向于新政府新社会

的感召而更明显地热衷于政治立场和思想的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梅兰芳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

存在,甚至也不免有其矛盾之处。 也许,梅兰芳本人并不自觉,甚至常常不由自主或者言不由衷;其艺术

表现也呈现出多重话语的特性:不仅常常言其所非言,而且难免是其所非是。 事实上,梅兰芳的访美之

后所获得的“博士帽”乃至晚年的“体制化”,显然都不属于梅的真正的身份认同。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

都是一种“他者”立场上对于梅兰芳的身份型构。 因而大体上可以认定这些基本上都是外在的,而不是

自发的;是社会政治赋予其光环,而不尽然属于梅兰芳的自觉的艺术旨趣和精神追求。 故而,梅兰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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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表现,从“移步不换形”的戏改观念的被批评,到《穆桂英挂帅》中的“中规”与“合辙”,也都可以说

是梅兰芳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回归“新古典”的结果。

四、20 世纪中国戏曲“新美学”的建构

再回到邹元江所讨论的议题上来,如果就像邹元江所言:“梅兰芳走向世界的历程就是向世界展示

中国戏曲魅力的历程。”①那么,梅兰芳的意义,就仅仅是一种博物馆式的存在么? 如果我们承认梅兰芳

表演艺术体系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那么,事实上它就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且改造了中国戏曲的古典

美学精神,而且更创造出了 20 世纪中国戏曲的新美学。
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何以能够代表 20 世纪中国戏曲的新美学? 固然,无论是欧阳予倩称梅兰芳是

“美的创造者”②,还是叶秀山所言,梅派艺术是一种“典型的美”③,对于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的美学特

质的概括显然都还是语焉未详,只能属于概而论之。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将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置

于“传统 / 现代”与“东方 / 西方”所构成的二维坐标系中来加以审视。
在“传统 / 现代”的维度上,可以说,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所体现的“新古典”精神特质,既具有典范

性,又具有时代性。 换言之,它固然属于过去的那个时代,然而却只有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急遽的现代化

进程的“镜像”当中才得以显现。 而在“东方 / 西方”的维度上,也可以说,正是在“现代”及“西方”的镜

像之中,梅兰芳在其艺术实践中才逐渐显示出中国戏曲的古典美学的品性与特质。 离开了 20 世纪中国

文化的现代化历程,离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语境,其实是很难理解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的品

格及其意义的。
梅兰芳的艺术实践究竟体现出怎样的 20 世纪中国戏曲“新美学”的建构? 如前所述,梅兰芳舞台

艺术实践,不仅意味着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的终结,而且也体现出一种“新古典”的生成。 虽然,梅兰芳的

著述未必建构起一个严密的美学理论体系,但是,梅兰芳的舞台表演艺术实践则无疑代表了在中国戏曲

古典美学传承的基础上,伴随着西方戏剧美学观念的传入,创造出一种以“新古典”舞台样式为代表的

中国戏曲的新美学。
具体说来,这种 20 世纪中国戏曲“新美学”的实践,大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 20 世纪戏曲审美形态的嬗递,戏曲审美逐渐实现了从“听戏”到“看戏”的演进。 对于戏曲

的观赏,传统习称“听戏”;20 世纪以来,人们则逐渐习惯于称为“看戏”。 所以者何? 原因就在于 20 世

纪的中国戏曲审美,经历了一个从“听戏”到“看戏”的历史转变,而且这不止是一种单纯的审美方式上

的转变,它更代表着 20 世纪戏曲表演与观赏的美学精神的转变。
所谓“听戏”,就是观众以听为中心。 “听戏”是和“唱戏”相关的。 戏曲“四功”(唱念做打)当中,尤

以唱念为主,做打次之。 戏谚有所谓“千斤念白四两唱”,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戏曲讲究载歌载舞,追
求歌舞化,突出“以歌舞演故事”。 戏曲表演当中,好的唱段,往往绕梁三日、余音不绝。 而热衷于“听

戏”的戏迷,泡在戏园子里,自然而然耳濡目染。 可以说,直到 20 世纪初,“唱戏” / “听戏”成为中国戏曲

审美的基本风貌。
但是,20 世纪初以来,随着戏曲改良的兴起,逐渐实现了从“听戏”到“看戏”的转向。 所谓“看戏”,

注重的是戏曲艺术的剧场整体的呈现。 看戏的人(观众),已然将注意力从“听戏”只专注于唱腔转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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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舞台整体表现。 从剧情戏理到身段场面,从服饰化妆到灯光布景,无疑较之“听戏”阶段,引起观众

更多的关注。
促成戏曲审美这一转向的,无疑是与清末以来的“西风东渐”有关。 20 世纪的中国戏曲,从舞台到

表演,历经了太多的变化。 特别是海派京剧的出现,和相对恪守传统的京朝派京剧相比,不仅有着新的

更为靓丽的舞台样式,有了更多的灯光布景、服饰化妆,而且也促成了戏曲美轮美奂的视听一体的审美

效果。
梅兰芳艺术实践历经了戏曲从“听戏”到“看戏”转变。 梅兰芳一改以唱为主的传统青衣的表演方

式,融汇了花旦、武旦等戏曲行当的特色而独创“花衫”行当,使得青衣的表演既好听又好看。 特别是梅

兰芳的戏曲新编创作,不仅提升了剧中歌舞的表现力,更是在剧情构造、剧中人物的表情动作、具体情境

中的个性表达等方面都大大提升了戏曲舞台的美听美视的效果。
其二是 20 世纪戏曲美学精神的演变,实现了从“古典”到“新古典”的转变。 确实,20 世纪以来的

中国戏曲,已远非只是一副“古典”的面孔。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戏曲的“古典的,传统的”美

学风貌,似乎戏曲舞台美学都是“虚拟性、程式性、写意性”的;戏曲就是“歌舞演故事”,戏曲表演总是

“无声不歌、无动不舞”。 长期以来,秉持这种“古典”式的戏曲观念,人们的认知已然形成了关于戏曲的

诸多刻板印象。
其实,20 世纪初以来,以京剧及各地方戏的兴盛为代表,中国戏曲的古典形态及其美学原则似乎都

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种“终结”状态;而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相一致,戏曲新的美学原则也势

必随之兴起。 在不断趋新求变的艺术实践面前,关于“古典”戏曲的一些刻板印象就难免被打破。 一方

面,戏曲传统的审美惯性得以延续;另一方面,20 世纪的戏曲“革新”却又总是占有着主导地位。 一方

面,“京朝派”的京剧历来被视为正宗;而另一方面,在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却又造就出被称为“海派京

剧”的“新京剧”的繁荣。
正是在这一历史趋势之下,20 世纪中国戏曲新美学得以乘势而起。 归结起来,这种戏曲新美学的

兴起大体不外乎两种路径:一种是“弃旧从新”,是断裂式的;一种是“整旧如旧”,是延续式的。 前者与

激进的戏曲“现代化”的实践相伴随,后者则是基于一种渐进式的戏曲改良之路。 如果说,“弃旧从新”
最终导致“样板戏”的出笼,那么,“整旧如旧”就成为梅兰芳舞台艺术实践原则的重要体现。

可以说,正是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实践为传统戏曲在 20 世纪的趋新应变带来了一种“新古典”戏曲

的生机,并伴之以戏曲新美学的兴起。 它根植于古典戏曲美学的土壤,却又在中国 20 世纪的求新求变

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土壤中艰难求生;它深受欧风美雨的侵袭,而又无意中得其滋养,形成其特殊的“新

古典”的艺术特质。
与梅兰芳“新古典”的美学原则截然相反,“样板戏”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数:它以现代意识相号召,

其中充斥着革命精神;不破不立,破字当头;与艺术表现中个体人格的消隐相一致,舞台的阶级属性得以

强化。 特别是使得其中“三突出”“高大全”之类的创作理念,成为文革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典型的美学原

则和表现符号。
新世纪以来,戏曲(特别是昆曲和京剧)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同时也面

临着新的危机。 一方面,戏曲需要理论上的美学自觉,在恪守传统的同时,需要走出一条“新古典”的创

造之路;另一方面,激进的功利化的价值诉求则又难免使得戏曲在不断的趋新求变当中走向消亡。 如

今,梅兰芳的艺术实践和美学追求是否还能给我们提供一副拯救的良方,我们确实需要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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