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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重读

身体与文体之间

——重读郭沫若历史剧《屈原》

周海波

摘 要：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历来存在争议，对其解读多从文本与时代关系的角 

度，阐释其抗战时期独特的政治含义，并困于“历史”的阐释与抒情诗的再造。近年来 

的研究开始从剧作外部转向文本内部的辨析与考论。从戏剧冲突的理念出发，可以发 

现郭沫若在戏剧文体方面的创造性意义，身体叙事及其蕴含着的身体与政治的关系、身 

体所构成的戏剧冲突，呈现出剧作的美学向度。《屈原》的艺术力量不是来自于抒情的 

方式，而是来自于戏剧本身，从“橘颂”到“雷电颂”，既是屈原的行为与情感变化的过 

程，也是戏剧冲突逐步趋向高潮的过程。“雷电颂”因其强烈的动作性而具有戏剧的张 

力，其动作性又表现着舞台演出强烈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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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元旦过后不久，郭沫若开始奋笔疾书，写作历史剧《屈原》，到1月11日，“夜将《屈原》完 

成，全体颇为满意，全出意想之外。……计算二日开始执笔至今，恰好十日，得原稿一二六页，……真是 

愉快”①。郭沫若在自己的日记中一方面表示对剧作“颇为满意”，另一方面又表示整个剧作“全出意想 

之外”，创作完成的作品与其最初的构思差别之大，出乎意料，完全打破了开始设计的情节和场面，“各 

幕及各项情节差不多完全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②。郭沫若在创作过程中所打破的原来设计的内 

容，他本人已经在有关《屈原》的创作谈中有详尽的阐述，围绕这种“意想之外”的各种讨论和阐述，尤其 

将作品与时代的特殊背景的联系，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而关于郭沫若为什么要打破这种设计， 

这种创作变化与其作品文体特征的关联，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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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阐释的空间：文本理解的可能性

历史剧《屈原》于1942年1月至2月《中央日报》发表，3月，又由文林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此期 

间，历史学家侯外庐曾作《屈原思想的秘密》，认为屈原的思想中存在矛盾，而郭沫若在创作中并没有真 

正还原屈原的真实形象。由此开始，学术界、戏剧界一直围绕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展开《屈 

原》的讨论，形成了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当人们把《屈原》置于抗战语境进 

行考察时，着重把握的是作品与政治的关系，特别强调《屈原》“借古讽今”的意义。特殊的时代背景与 

创作题材之间的关系，给人们解读《屈原》提供了诸多的可能性，由此更多地看到了作品的现实讽喻意 

义，看到了作品对时代的呼应。这种看重作品的现实讽喻意义的观点，应当说对作品与时代的把握是非 

常准确的，非常明确地意识到郭沫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作这部作品的目的。但这种观点也往往忽 

略了文本自身，从某种观念出发对作品进行阐释。1942年10月17日，郭沫若在致杨树达的信中曾说： 

“迩来只就历史逸事编为剧本，已成《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诸种，实一逃荒解闷之策，不 

足以登大雅。”①作者本人的解释虽然不能等同于作品本身，一方面作家有其客气谦虚的成份，另一方面 

作品艺术上的客观效果可能是作家无法把握的。但是，面对如此重大题材和具有重要美学意义的作品， 

在作者眼中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逃荒解闷之策”，这与人们对作品的分析评论格格不入。某种意义 

上说，郭沫若创作《屈原》的初衷与评论界学术界的较大出入，构成了作品阐释的矛盾现象，为我们重新 

解读作品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人们之所以将《屈原》的现实讽喻意义突出到特殊的高度，也与郭沫若本人后来对作品不断修改有 

关。金宏宇在《〈屈原〉版（文）本演进考释》一文中指出，郭沫若对《屈原》的两次重要修改，主要涉及对 

剧情和细节方面的改动，这些改动在“古”与“今”、“事”与“似”之间的调整中，逐渐使剧本在文本世界 

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的关系结构中，进一步确立作品借战国时代的故事来表现抗战时期的现实主题。在 

这些修改中，作品所呈现的屈原性格与思想更加趋于完整。②也就是说，作家在几次重要修改过程中， 

突出了人物与现实的关系，将屈原的现实政治性通过文本获得了与历史真实的相似性表现。《屈原》虽 

然是历史剧，但作为戏剧的主要功能是“发展历史的精神”，是在戏剧文本的创造中传达出某种历史意 

识及其这种意识所呈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戏剧性。从这个意义上再看郭沫若对原来设计的剧本情节的 

修改，以至于最后作品“全出意想之外”，正是对《屈原》戏剧性的不断调整。从原来的设计看，郭沫若过 

于注重屈原的生平经历，试图表达屈原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去完成一位历史学家所要做的事情。而最 

终的文本却以屈原一天内的命运转折为题材，表现了屈原被陷害之后的情感变化和人生归宿。郭沫若 

之所以进行这种调整，主要从强化戏剧冲突的角度出发，将人物立于戏剧冲突的主要位置，以动作作为 

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这种调整不仅使剧情更加集中、矛盾冲突更加激烈，而且更强调了从发掘与发展 

历史精神的角度强化人物的戏剧感。

近些年来，人们开始重视对戏剧文本的解读，试图寻找打开《屈原》的新的方式。当政治性解读和 

文化解读不能完全阐释《屈原》时，人们试图回归到戏剧本体，从戏剧的矛盾冲突以及艺术模式等方面 

寻找答案。沈庆利在《郭沫若〈屈原〉：性与政治的偷情》一文中认为，郭沫若在作品中“将政治、爱情乃 

至'性’一类的'传奇’巧妙地扭结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刺激起人们敏感的神经”，从而发现了《屈原》 

的“历史消费主义”③现象。刘奎在《情感教育剧：〈屈原〉的形式与政治》中从“美学与伦理的双重空间”

① 郭沫若：《致杨树达》，黄淳浩编：《郭沫若书集集》（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页。

② 金宏宇：《〈屈原〉版（文）本演进考释》，《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③ 沈庆利：《郭沫若〈屈原〉：性与政治的偷情》，《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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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了作为历史剧文体形式的剧本空间，在深入探究“情感与形式”的问题中发现了 “情感教育剧”的美 

学意义。刘奎论文的突破在于，他不仅没有回避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而且在回答抗战的政治问题的同 

时，从情感教育这一独特角度讨论了《屈原》戏剧文体的本质特征，并恰到好处地论述了情感在推动《屈 

原》戏剧情节发展中的意义，突出了“雷电颂”将“诗人内在的愤怒、激情等强烈情感，不仅经由独白而得 

到宣泄，也转化为了驱使万物的动力，情感因而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或社会能量”①。

毫无疑问，无论人们怎样看待《屈原》的现实讽喻，都没有改变其现实政治的属性，认定《屈原》是在 

40年代抗战政治背景下的一次目的性明确的创作。但从单纯的政治性考察，到对剧作的情感、性等问 

题的涉足，研究角度与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趋向对剧本文体 

的讨论，人们试图从剧作的艺术形式方面寻找郭沫若创作的美学意义。当然，创作《屈原》时的郭沫若 

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而且也是以一位剧作家的身份进行《屈原》等戏剧的创作的。因而，讨论《屈 

原》的文本创造，就不仅是关注剧作的诗的特征，也不仅是关注其浪漫主义艺术风格，而是回到戏剧文 

体的自身，讨论戏剧艺术的创造。在这方面，沈庆利已经注意到了《屈原》“情节设置的不合情理” “忠奸 

对立”以及“贞女牺牲”的原型模式，从而判断《屈原》是一部“大众审美中的'政治剧诗’”。②他与刘奎 

一样接触到了剧本文体比较深入的一些问题，并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中涉及到了戏剧研究的核心内容。 

无论刘奎发现的《屈原》作为情感教育剧的文体意义，还是沈庆利论述的文体意义上的戏剧模式，都能 

够触及戏剧文体，是在戏剧的艺术范畴讨论问题。

二、身体作为文体的隐喻

首先从人们都非常关注的剧情突变的第二幕说起。《屈原》第二幕是剧情突变的一幕“宫廷戏”，故 

事发生在“楚宫内廷”，在这个联结宫内与宫外的半开放性场所，几乎聚集了矛盾双方的主要人物，屈 

原、南后、楚怀王、张仪、靳尚等人物渐次出场，集中表现了宫廷斗争及其政治观念的矛盾。这种剑拔弩 

张的矛盾却是在歌舞升平中开始的，又在歌舞声中发生巨变，剧情因此而急转直下。楚宫内廷就要进行 

的一场歌舞宴会，一方面为宫廷的平和氛围进行渲染，一方面又为杀机四伏的剧情进行着铺设。如果仅 

仅这样看第二幕戏，郭沫若的这种戏剧设计就显得比较平淡，但是，在这些平淡的故事中，屈原、南后、子 

兰等人的身影时隐时现，为平淡的剧情埋设了不平淡的情节。就是在这种舞台氛围中，剧情却发生了意 

想不到的突转，南后佯装头晕，倒在屈原怀中，屈原“因事起仓卒，且左右无人，亦急将南后扶抱”，这一 

幕恰恰被出现于青阳左房的楚怀王、子椒、上官大夫诸人看到。南后“及见楚怀王已见此情景”，立刻态 

度大翻转，“忽翻身用力挣脱”，一遍遍地大呼“你太出乎我的意外了”。随后，“宫廷淫乱”的屈原被解 

除职位，驱逐出楚宫。在这个剧情突变中，南后的身体可谓充满了政治的隐喻，屈原也以身体为南后提 

供了道具。这个以身体与身体的矛盾冲突，当然可以理解为政治斗争的表面化，是早有预谋的政治陷 

害。但是，如果仅仅是一部表现政治斗争的宫廷戏，作家这样书写也许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很可能会 

被认为是“人为制造的冲突”。但是，这个情节直接将整个剧情引向紧张、对立的矛盾冲突，把对立的双 

方很快彰显于剧情的发展阶段，具有戏剧剧情发展的突变性、偶然性，增强了剧情的艺术力量。一般来 

说，戏剧剧情的突变往往与戏剧矛盾冲突达到高潮相关，屈原在宫廷被陷害是剧作情节发展的第一个高 

潮，是戏剧冲突中矛盾的双方集中表现的一幕。

不过，人们一般认为第二幕“宫廷戏”并不是剧情的最高潮，第五幕“雷电颂”才是剧情的高潮，是最 

具张力的一幕。认为“雷电颂”以政治抒情诗的方式展现了屈原与南后的政治斗争，将矛盾引向讽喻现

① 刘奎：《情感教育剧：〈屈原〉的形式与政治》，《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② 沈庆利：《现代视界与传统魅惑——重读郭沫若历史剧〈屈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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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高潮。这种将政治主张的矛盾作为戏剧冲突的观念，反映了人们戏剧艺术上的一个盲区。当人们 

将《屈原》解读为以屈原为代表的联齐抗秦派和以楚怀王、南后、上官大夫、张仪为代表的拒齐亲秦派的 

矛盾冲突时，已然将政治主张的矛盾理解为戏剧冲突，或者说将宫廷政治斗争解读为艺术。如果以这种 

戏剧观念看屈原与南后的关系，第二幕显然是突兀的，影响到了戏剧发展内在联系的严谨性，与第一幕 

以及第三幕、第四幕的剧情发生了游离。已经有学者指出过，第二幕是“全剧的关键一环”，因为这一幕 

“诗的品格减少了而戏剧的品格加强了”。①魏建观点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对历史剧的研究重新拉回 

到“戏剧本体”，从戏剧本体的角度理解戏剧创作。正是这样，他看到了《屈原》第二幕的动作性加强了， 

看到了这一幕在动作性基础上的戏剧冲突，看到了“诗”并不等于戏剧。这个观点是突破性的、建设性 

的，也是我们进一步理解《屈原》的重要支点。

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二幕中屈原与南后的戏并不是政治分歧的戏剧冲突，而是在动作性基础上的 

身体冲突，是一幕以身体叙事为基础的宫廷戏，是在舒缓、平和的戏剧发展中构造紧张、激烈戏剧的一 

幕。郭沫若于1942年1月8日“上午将《屈原》第二幕草完，甚为满意”②。这个“甚为满意”不仅仅在于 

他的意外收获，而更在于这一幕写得更具有戏剧文体的特征，更有戏的因素。所谓戏剧的“戏”，既是文 

本自身所呈现的动作性，包括人物语言、剧情等戏剧因素，也是舞台艺术演员的表演，是作家创作与演员 

演出的完美度。在第二幕的创作中，郭沫若为了突出这种动作性，特别强调了人物的身体特征，将身体 

与政治结合起来，既写出了身体的私密性，又表现了政治的宽广空间。屈原与南后的一幕戏，恰恰是因 

为身体上的冲突而完成了剧情的突变，当南后将身体倒在屈原怀中的时候，不仅仅是早已设计好的政治 

陷害，而且也有身体的满足，或者试图获得身体上的满足。南后倒向屈原怀中的动作是极具夸张特征 

的，既有政治的欲望也有身体的表现，当南后能够获得身体的满足时，身体是自我的，当身体无法获得满 

足时，身体变成了政治。就这场被称之为“宫廷淫乱”的戏来说，南后所表演的政治性陷害，带有鲜明的 

目的性，但当政治陷害诉诸于身体时，政治与身体的结合就是非常可怕的。恰恰是南后作为一位女性， 

她意识到身体的意义，并以身体作为自我打开的方式。所以，当她的身体倒在屈原怀中的时候，渗透了 

身体的多重象征意义。

还可以注意南后在陷害屈原前后分别与屈原和张仪的两段对话，这两段对话都谈到了身体，都是以 

身体作为人物心理与情感的表达方式的。南后与屈原有关身体的对话，是在屈原进宫后不久，他与南后 

之间就南后的儿子子兰的身体进行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南后反复说过子兰因为身体衰弱、容易出 

毛病，而屈原则回答南后说：“公子子兰很聪明，只要身体健康，随后慢慢学都可以学得来。”屈原的回答 

显然与南后的意思不相对应，南后想表达的是子兰这个孩子“真是难养”，是让屈原注意子兰身体所带 

来的问题，而屈原的回答则是只要身体好了，“功课可以慢慢学”，并没有明白南后所说的身体衰弱包含 

的意思。这种对话的错位形成了内在的张力，戏剧冲突也在这种不经意间开始形成。南后让屈原到宫 

里来看歌舞演出，却对屈原大谈身体的事情，而当屈原将对话引到关于南后让他进宫的目的后不久，南 

后却不再谈论子兰的身体，而将话题转向屈原的诗，赞美屈原诗中的辞句是多么芬芳、甜蜜、优美、动人， 

这种赞美虽然带有夸张的成分，却不失大体。但屈原的回答却再次出现与南后的怪诞不对应：“啊，南 

后，你实在太使我感激了。你请让我冒昧地说几句吧：我有好些诗，其实是你给我的。南后，你有好些地 

方值得我们赞美，你有好些地方使我们男子有愧须眉。我是常常得到这些感觉，而且把这些感觉化成了 

诗的。我的诗假如还有些可取的地方，容恕我冒昧吧，南后，多是你给我的！”这种献媚式的夸奖可以理 

解为诗人的语言，但这种夸张性的赞美其实带有对南后身体的赞美，恰恰流露出屈原对南后的真实

① 魏建：《得失之间的“戏”——郭沫若历史剧戏剧本体的再探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 

第6期。

② 郭沫若：《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郭沫若剧作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4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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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

屈原自己说他的一些诗是写给南后的，从作品所叙述的语境来看，这些诗应当就是第一幕中他读给 

宋玉的《橘颂》。人们一般认为《屈原》第一幕是写屈原对宋玉的期望，是将独立不移、坚贞顽强的品格 

传授给宋玉的，从屈原所说的《橘颂》是为宋玉所写的话中，可以判断屈原对宋玉能够形成完满人格有 

所期望。在这里，屈原对宋玉的期望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假借，当宋玉展读完了《橘颂》的后半部分问屈 

原“你这真是为我写的吗”时，屈原回答说：“是，是为你写的。”当宋玉再次问“先生这首《橘颂》是可以 

给我的吧”时，屈原又说过另一句话：“我为你写的诗，怎么会不给你？ ”这里就更明确地告诉人们，《橘 

颂》是屈原写给宋玉的，却并不一定是写宋玉的。这两层意思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时，我们还应当 

注意的是，屈原在与宋玉的对话中，“仍不断抚琴，时断时续”，而当宋玉说自己“怎么当得起”时，屈原则 

说得更明确了 ：“我希望你当得起。”这里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宋玉至少在现时的语境中是无法“当得起” 

屈原所写的诗的，也不可能“当得起”园中的橘树。那么，既然宋玉无法当得起，这里所说的就是借宋玉 

而完成的一种寄托，这种寄托就是第二幕中屈原对南后所说的那番颂扬的话。我们注意到，《橘颂》所 

写的橘是一种女性化的象征，除诗的下半部分是写对青年的期望，上半部分所描写的橘的形象则给人以 

女性形象的联想：“多么可爱呵，圆满的果子！由青而黄，色彩多么美丽！内容洁白，芬芳无可比拟。植 

根深固，不怕冰地雾霏。赋性坚贞，类仁人志士。”这里描写橘树的“美丽”“洁白”“芬芳”，都是用在女 

性身上的，而“坚贞”一词当然也是对女性精神的概括。而当婵娟表示不喜欢南后时，屈原对她说，南后 

“是那样聪明、美貌，而又有才干的人”。这里所说的“聪明、美貌”又是对应他所说的橘树品格。因此可 

以说，屈原所期望的宋玉能“当得起”这首《橘颂》只是一种寄托，这种寄托到第二幕屈原与南后同时出 

现时，就可以找到准确的答案了。当屈原对南后说出“我有好些诗，其实是你给我的”这句话时，首先让 

人联想起屈原所描写的橘树的形象，联想起南后对屈原的诗的赞美辞。

屈原被逐出宫廷之后，南后、楚怀王和张仪之间也有一番与身体相关的对话。张仪与南后在楚怀王 

面前见面后，装作第一次相见，然后说出一句既是谄媚南后又是诬陷屈原的话：“我今天第一次拜见了 

南后，要请南后和大王恕客臣的冒昧，我才明白……屈原为什么要发疯了。”并且再一次补充说：“客臣 

走过不少的地方，凡是南国北国、关东关西，我们中国的地方差不多都走遍了。……我实在没有看见过， 

南后，你这样美貌的人啊！ ”这些博得女性欢喜的谄媚之词，是送给南后的，赞美南后的身体，同时又是 

为了加害于屈原，在南后的身体与政治之间架构一起“宫庭淫乱”剧。在楚怀王面前，张仪的这番话暗 

示了屈原因南后美丽的身体而疯的原因，加重屈原“淫乱”的罪行。可以看到，郭沫若在考虑戏剧的矛 

盾冲突及其剧情发展时，着意于以人的身体为矛盾冲突的中心，屈原对南后身体有意无意地抱扶和张仪 

对南后的谄媚，构成了戏剧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第三幕写靳尚、子椒、宋玉等人对屈原被逐出宫廷之 

后的反应，子椒反复强调屈原的病“实在很深沉啦”，为什么病？子椒解释说：“他的太太去世了两年多， 

我早就劝他再讨一位，他总是拖延着。你想，一个四十岁的鳏夫子，又到了百花烂漫的春天，怎么不出乱 

子呢？ ”子椒试图通过对屈原的身体叙事强化屈原作为一个“疯子”而做出的荒唐行为，让屈原的行为成 

为“合理”的存在，从而达到诬陷屈原的目的。同样，那位以宫庭演出行列中的钓者，因为说自己听到了 

南后倒在屈原怀里时所说的话，也被作为疯子被抓进了监狱中，这里所寻找的理由同样可以作为身体叙 

事的材料，为屈原被陷害进行了必要的艺术补充。

三、文体作为身体的呈现

《屈原》戏剧冲突的高潮无疑是屈原在东皇太乙庙中那一幕“雷电颂”。这幕长达数十分钟的屈原 

独白，学术界向来有不同的评价，大多学者认为这段“雷电颂”是郭沫若40年代“女神”式抒情，也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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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抒情独白是作品的“不协和弦”①，已经“逸出于戏剧情节进程”，“形成了情节的中断”。②对“雷 

电颂”的不同认识反映出人们对《屈原》作为戏剧文体的不同理解。当人们赞同“雷电颂”时，实际上不 

是在赞同其戏剧文体的美学特征，而是认为这是新的《女神》，是赞同《屈原》具有诗的美学特征。徐迟 

认为，《屈原》的第五幕第二场应当写出屈原的“天问”，他担心“将来上演了，从演员到批评家，假使不能 

消化了屈原的人与诗”，全辜负了这部戏剧的。刘奎的观点直指《屈原》的戏剧结构问题，点到了要害的 

部门。但他紧接着又从“情感教育剧”的角度认为这种情节中断恰恰是对戏剧的突破，一个契机，能够 

使观众“感受其情感的强度、愤怒的力量，对浪漫的崇高主体形成某种心理认同”。理解“雷电颂”也必 

须从戏剧艺术的角度重新解读这篇长篇独白式语言，解读“雷电颂”的戏剧艺术。郭沫若是诗人，他的 

戏剧中具有诗的成分是一个被所有郭沫若研究者所认同的事实。但是，戏剧毕竟还是戏剧，不是诗，郭 

沫若可以以诗的方式写戏，但戏剧不等于诗。“雷电颂”之所以成为《屈原》戏剧冲突的高潮，就在于它 

是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在于它的诗的特征。

中国古代文体学多以诗文为主体，突出强调身体与文体的关系。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就 

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③这里以人体比喻文体，将人体的内 

在与外在结构等同于文体的构成要素。颜氏所指当然首先是文章的构成，包括外在的形状、面貌或者架 

构和内在情志、气调等在内的文体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 

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④这里也将文体与人体结合在一起，把文体比喻为人 

体部位。所谓“正体制”也就是指文体与人体一样的正，不仅缺一不可，而且如人体部位一样生长正常。 

与古代诗文理论相比，中国戏剧理论出现较晚。人们一般认为汉代张衡的《西京赋》是最早的戏剧理 

论，而到清代的李渔那里，才有了比较系统的戏剧理论。李渔在论述戏剧创作时认为：“古人作文一篇， 

定有一篇之主脑”，“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而其中的“一人一事，即作传奇 

之主脑也”。⑤这种对戏剧文体的认识与古代诗文理论基本一致，即把一本戏作为一篇文章来看待，作 

为一个完整的人看待。李渔还将作家的戏剧创作视为附着在人体上的衣服，写戏如缝衣服。这些观点 

也都表达了古代戏剧理论看重戏剧人物或者把一本戏作为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事物对待。如果从古代文 

体学的角度来看“雷电颂”，这一独白无疑是整个戏剧的“心肾”或者“神明”。它将屈原内心的积郁、愤 

怒以及对未来的期望都集于这段独白之中，或者说，是从第一幕“橘颂”开始的情节上的演绎，到“雷电 

颂”的情感抒发，是诗人屈原相同表达方式的不同情景，是同一情感表达的不同方式。也可以说，《屈 

原》从戏剧情节上来看，“雷电颂”正是从“橘颂”而来，是对“橘颂”的提升与强化。屈原与“颂”构成为 

《屈原》“一人一事”的主脑，屈原作为剧作的艺术形象，当然是全剧的“主脑”，而“颂”则是全剧作为 

“事”的主脑。从“橘颂”到“雷电颂”是屈原情感世界的发展变化，也是剧情的发展演变。在这个演变 

过程中，屈原从对南后的想象性赞美，经过宫廷“淫乱”的剧变，屈原遭到陷害，从理想的世界坠落到现 

实的残酷状态。屈原以“颂”的文体完成了他对生活世界的认知。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中的“雅 

颂”是正音，即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屈原说他的诗“是受过’典谟训诰'、'雅颂'之音的熏陶”，所以他 

的文章仍然保留了《诗经》正音的那种格调。屈原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他的诗《橘颂》既保留了雅颂的 

正音，是“思无邪”的表现，但他的诗又有所突破，是正音之变，是屈原“橘颂”寄寓的一点点别的心思。 

当他在这首《橘颂》中抒写了他心目中的美貌、聪明的南后时，心中实际上起了那么一点“邪”的念头，而 

正是这种“邪”的念头让他在受到南后的陷害之后，表现出自己的非常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同时又有

① 徐迟：《徐迟先生来信》，《郭沫若剧作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499页。

② 刘奎：《情感教育剧：〈屈原〉的形式与政治》，《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③ 颜之推：《颜氏家训》，檀作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4页。

④ 刘勰：《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78页。
⑤ 李渔：《闲情偶寄》，杜书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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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期望：“唉，南后！我真没有想出你会这样的陷害我！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先王先公，列祖列宗，你陷 

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呵！”由此而形成最后的“雷电颂”，出现了带有强烈动作性的情感 

愤怒。正是这“一人一事”构成了戏剧的矛盾冲突，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上文曾说过，屈原的“橘颂”是 

写给宋玉的，更是写南后的。写给宋玉是屈原对未来的期望，对一种精神品格的颂赞，写南后则是对一 

个女性人物的赞美，这种赞美寄寓着屈原一定的身体渴望和政治理想。但是，当他受到这个女性的陷 

害，当他的学生宋玉背叛了他的时候，这种期望变成了愤怒的情绪，化为“雷电颂”倾吐出来。

如果仅仅这样理解“雷电颂”，还不能真正说明其戏剧的美学意义，不能真正理解这一幕屈原的内 

心独白在戏剧文体创造上的独特贡献。同样，如果仅仅将“雷电颂”理解为一首长诗，是不能解释其在 

戏剧冲突中的意义。

在西方诗学理论中，诗起源于摹仿，摹仿是人的本能，所有的艺术都是摹仿。亚里士多德认为“人 

对于幕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①，由于摹仿的对象不同而区分为悲剧和喜剧。梁实秋在解释亚里士多 

德的理论时说：“戏剧的对象是人生，其工具是文字，其体裁是动作的。”②亚里士多德承认戏剧是诗的一 

种，同时也承认悲剧是动作的摹仿，而这个动作必须是严重的，是有一定长度的。在戏剧理论中，动作不 

仅是指舞台演出中演员的演出动作，而更是指戏剧对动作的摹仿。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戏剧理 

论研究中国戏剧，但徐迟所指出的《屈原》与《李尔王》的关系，至少可以提醒我们郭沫若对西洋戏剧的 

熟悉程度，我们可以说，“雷电颂”是屈原在特定情景下的动作，而且是有一定长度的动作。出现在第五 

幕第二场的这段长独白，不仅是屈原的抒情诗，而且也是屈原作为戏剧人物的人生摹仿，是对悲剧性格 

的摹仿。正如梁实秋所概括戏剧的定义那样：“戏剧者，乃人的动作之模仿也。其模仿的工具为文字， 

其模仿的体裁乃非叙述的而是动作的。”③如果从这一戏剧的命题岀发，“雷电颂”的戏剧冲突与动作的 

摹仿就当另行看待。

“雷电颂”出现在《屈原》第五幕第二场，这是作品的最后一场，也是戏剧冲突的高潮。在此之前的 

第五幕第一场主要叙写了宋玉、子兰、婵娟等几个人物之间围绕屈原的下场而进入的辩论，尤其通过宋 

玉和婵娟对待屈原不同的态度，表现出二人绝然不同的人生境界。这一场戏为屈原出现在东皇太乙庙， 

高歌“雷电颂”进行了必要的铺垫，也为婵娟以自己的身体替代屈原进行了必要的交待。这几个人物的 

动作性主要表现在他们内心的世界与现实情景之间的失衡，尤其是对“橘颂”品格的重新阐释，表现了 

宋玉的萎缩与婵娟的张扬。剧情发展到此，宋玉无法担当得起“橘颂”已是事实，而婵娟则成为屈原期 

望中的独立不移品格的实践者。第五幕第二场的前半段，主要是靳尚和郑詹尹两个人为谋杀屈原进行 

的准备，也为屈原的“雷电颂”做了恰当的引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屈原，无论其形象，还是其举 

动，都具有一种内在动作性。因此，屈原出场的同时，作者所作的一段形象提示就显示出特别的意义： 

“屈原手足已戴刑具，颈上并系有长链，仍着其白日所着玄衣，披发，在殿中徘徊。因脚有镣行步其有限 

制，时而伫立睥睨，目中含有怒火。手有举动时，必两手同时举出。如无举动时，则拳曲于胸前。”这是 

具有相当动作性的叙述，或者说是“悲剧中的人物既借动作来摹仿，那么’形象’的装饰必然是悲剧艺术 

的成分之一”④。虽然婵娟代替屈原而死，屈原成功逃向汉北“做一个耕田种地的农夫”，但屈原形象仍 

是作为悲剧人物进行艺术处理的。从早上屈原出现在橘园，朗诵《橘颂》，到夜间屈原手足带着刑具出 

现在东皇太乙庙，这个巨大的变化已然尽显悲剧人物特点。如果比较橘园中的屈原，那么在东皇太乙庙 

的屈原形象，不是颓丧与落魄，而是悲愤、崇高。橘园里的屈原“着白色便衣，巾幘”，“左手执帛书一卷， 

在橘林中略作逍遥”，这个典型文人形象的屈原与夜间东皇太乙庙中愤怒者屈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而

① ［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3页。

② 梁实秋：《戏剧艺术辨正》，《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③ 梁实秋：《戏剧艺术辨正》，《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④ ［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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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反差对于悲剧人物来说，是一种带有张力的动作，即人物形象自身的动作性。一个人物的两种不同 

形象，两处不同背景，构成了屈原这个悲剧人物在“雷电颂”时的从内到外的强力。这种力量支配人物 

的动作，使其向天追问过程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具有强烈的内在冲突，与人物形象一起构成对动作的 

摹仿。

从这个意义上说，“雷电颂”之所以在舞台演出中能够产生极强的戏剧效果，不是因为“雷电颂”抒 

情诗的文体形式所具有的抒情力量，而是因为雷电独白所呈现出来的动作性及其戏剧冲突的艺术力量。 

在这里，需要重新理解什么是戏剧表现中的动作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动作是戏剧的特殊 

表现手段，戏剧摹仿的对象是行为，而摹仿的方式则是动作。或者说，戏剧是行为的艺术，其表现手段则 

是动作，用动作去摹仿人的行为，这就是戏剧艺术的表现形态。在这里，如何理解人的动作是一个关键。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人的动作分为外部动作和内部动作，人的言语、独白等语言形式是一种外部动 

作，如屈原的“雷电颂”作为屈原的内心独白，首先是一种外部的动作，是以语言的方式传达屈原的处 

境、命运、情感等。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屈原的动作显然是不够的，作为动作的言语，应当具有鲜明 

的对话性。对话既包括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的对话，还包括个人的内心对话，也就是说，屈原的 

内心独白本身就是具有动作性的艺术表现。这个动作来源于屈原所处的生存环境、政治环境和人际关 

系，具有一定的行为流动性。屈原由“橘颂”这个期望的动作到“雷电颂”这个悲愤的动作，是连续性的、 

发展的。第五幕第二场，当屈原出场之时,作家已经提示了屈原的形象特征及其动作，因此，当屈原展开 

内心独白的时候，他的外部形象与内面形象已经完美融合在一起，长篇的内心独白既具有动作性，也是 

对外部动作的阐释。“雷电颂”以呼告风的咆哮开始，构成了屈原（“我”）与风的心灵对话。在这个对 

话中，屈原再次带回到洞庭湖的思念，回到“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随后，屈原对雷的呼告 

承继了风的力量，从湖与海的心路历程中追寻心灵的更广阔的自由。对电的歌赞是屈原情感的进一步 

升华，内在张力已经将屈原的情感推到雷电轰鸣的境界，将“宇宙中的剑”和“心中的剑”融为一体，使独 

白的动作性更加明晰和突出。正是在与风、雷、电的心灵对话中，屈原的呐喊或者内部的动作与光明形 

成一体化的“宇宙的生命”。如果说这些对话带有形而上的意味，那么，在风雷电光明之后，屈原再次回 

到现实，开始了与“高坐神位上的”东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河伯等展开了另一种形式的对 

话，让风雷电光明与这些庙里的神构成了一组矛盾，让这组矛盾暗示屈原的情感世界。可以看到，作家 

在表现屈原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过程中，让人物内在的动作落到实处，形成戏剧冲突的内在张力。在 

这一点上，《屈原》与《李尔王》具有相当的共同性。

但是，与《李尔王》相比，屈原内心独白的戏剧冲突显然并不充分。在这方面，《李尔王》立意于人物 

的命运，将命运悲剧与内心独白结合在一起，在强烈的动作性基础上，达到了戏剧的美学效果。而“雷 

电颂”作为戏剧冲突的紧张性显得不足，人物的悲剧命运更让位于某种现实政治理念，这也是《屈原》紧 

张有余而艺术感染力尚有空间的主要问题。

如果说在古代诗文的文体学中，以身体比喻文体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的话，那么，将身 

体与文体联系在一起，对于话剧文体来说，则是更为恰切的文体关联。话剧既是一种文本创作，又是一 

种舞台演出，当文本移动于舞台时，演员需要以自己的身体与动作阐释剧作文本。当然，作家在创作中 

已经将身体与文体联系起来，以身体展示文体，以文体表现身体。在这里，作家笔下的身体与文体无法 

等同于戏剧舞台上演员的身体，而舞台上演员的身体当然也不能等同于戏剧文本中的身体与文体，但二 

者之间又存在着某些联系，是相互依存的文本关系。因此，当我们重新解读《屈原》时，不能不关注郭沫 

若笔下的身体与文体的关系，关注郭沫若将自我体验融入戏剧创作的艺术追求，由此才有可能更好地理 

解与解读《屈原》的戏剧性特征。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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