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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致远杂剧中的女性形象 

  

内容摘要 

 

女性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学中被书写的题材之一，很多作品都是以女性作为主角。在

以男性作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上，他们所书写的女性的形象正代表着当时候的社会是如何看

待女性。在封建社会的概念灌输下，女性就得遵守妇道、三从四德，并且受到礼教的束缚，

她们必须作为男性的依附而生存于社会，女性存在的价值是被男性作为主体的社会来下定

义的。而在元代的杂剧中却出现了叛逆的女性，也就是违背传统观念的女性。这一种反传

统的描写女性形象正是元代杂剧的特色之一。 

本论文第一章将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动机其目的，讲解笔者为何以马致远作为本论文的

研究焦点，并且清楚列明笔者将会以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本论文的书写。笔者也会叙述过往

的学者对于元杂剧的研究以及他们对于女性形象的研究，并尝试论述元杂剧中的女性形象

问题。 

本论文第二章将重点放在元杂剧的考源，同时也会议论元杂剧中的女性形象之描写。

在元代时期，都是男性作家作为主导和创作杂剧。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到底扮演着怎

么样的角色，这是本论文的研究重点。元杂剧中的女性形象，和元代之前的作品中的女性

是否有着巨大的差异，这都能显示出元杂剧女性形象的特殊意义。同时笔者也会略谈马致

远总体的杂剧创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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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第三章主要论述马致远杂剧中的女性形象。在马致远现的杂剧当中，有着不同

形象的女性，例如对爱情忠贞的女性、贪婪的女性、被命运左右的女性等等。她们在家庭

和社会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性格和形象鲜明地被刻画出来，更多时候其实是作者的感情

投射。 

本论文第四章探讨元杂剧的女性形象之比较。笔者以关汉卿的杂剧和马致远的杂剧做

了一个对比，期望能看出他们的差异，以正确地展示出元代文人的写作态度。元代杂剧作

家以反传统的写作手法刻画出各色各样的女性角色，这能反映出当时候的元代社会环境和

风气，也是作家所透露的情感讯息，如在杂剧中被压迫的女性就像被打压的元代文人一样

不得志。关汉卿和马致远是否也是如此，这是值得探讨的一点。同时在本章也会论马致远

杂剧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马致远 杂剧 元代文人 女性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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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第一节、研究动机及研究目的 

笔者选择马致远作为笔者的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题目，首先是受到莫德厚老师与林良

娥老师在笔者第二学年的元曲之一科的指导，让笔者初次接触了马致远的杂剧——《汉宫

秋》。在众多杂剧里《汉宫秋》未必是最佳的一本杂剧，不过在故事中王昭君的凄惨处境

无不让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什么马致远笔下的王昭君和史书上的王昭君有着那么大的

差距？为什么马致远刻意将匈奴写成那么强悍？这让笔者想去参透其背后意义，也引起了

笔者想更进一步去了解马致远的作品。同时，相比起艰涩的古文和诗词，通俗易懂但是却

充满着戏剧化的杂剧更能引起笔者欲加深了解的想法。所以笔者想跟进一步去了解《汉宫

秋》和马致远的其他杂剧。 

除此之外，笔者想透过了解马致远的杂剧，一窥元杂剧的精神面貌。大家都说若研究

元杂剧，肯定是以关汉卿作为主要对象。和关汉卿的杂剧研究相比起来，研究马致远杂剧

的学术论文和书籍却相当少。笔者认为其实马致远的杂剧并不比关汉卿逊色，而是学者多

数对于马致远的作品研究的焦点都放在其散曲之上。无可否认马致远的“曲状元”美誉正

是显示他在散曲的创造成就之高，所以笔者反其道地选择了马致远的杂剧来作为本论文的

研究重点，因为笔者认为马致远的杂剧创作更能体现出他对于人生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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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方法及难题 

马致远现今存世的六种杂剧包括《西华山陈抟高卧》、《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半

夜雷轰荐福碑》、《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江州司马青衫泪》、《吕洞宾三醉岳阳楼》

六种杂剧，和他人合作的则有《邯郸道省悟黄粱梦》一种，以及一首残曲《晋刘阮误入桃

源洞》。笔者选择了文本分析的方法，选取了《汉宫秋》和《青衫泪》这两种杂剧中所出

场的女性作为本论文的研究重点，因为马致远的其他杂剧皆被归类于神仙道化剧，唯独这

两种杂剧是属于爱情题材和历史题材，并且是以女性作为杂剧中的主导对象。 

 笔者认为在充满悲剧元素的爱情杂剧里，女性形象的描写会更鲜明和有血有肉。就

如《汉宫秋》和《青衫泪》皆是改编自历史真人故事，但马致远在原有的历史人物的故事

传说上添加虚构的情节，并以爱情作为杂剧的主要发展线，不仅是感叹自己的人生，同时

也具有借古抚今的含义。这两种杂剧中所登场的女性有着不一样的性格，有为爱情赴汤蹈

火的女性，也有贪婪钱财的女性，不同的女性形象一一展现在马致远的杂剧之中。 

马致远杂剧中的女性标示着的正是在男权社会当道的那个时代，她们所追求的是自由，

是一种情感上的宣泄。同样的，在文人备受打压的元代，马致远也像其他文人一样以其作

品来倾诉心中的情感。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马致远自身的创作心态和元代的社会风气两

个角度，将之与马致远杂剧中的女性形象结合而谈，以探析出马致远杂剧中的女性追求的

情感出路是否也会是马致远自己所追求的情感出路。同时笔者也将以马致远创作元杂剧中

的女性形象作为依据，尝试去清理出和元代之前的作品之差异以及元杂剧对后世的影响和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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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着手写论文之时，首先遇到的难题是研究马致远杂剧的书籍和论文的缺乏。笔

者需要清晰去理清前朝作品的女性形象，这说明笔者不仅仅得专注在元朝的文学作品，而

是得放眼唐诗宋词、唐传奇等等富有女性形象的文学作品。笔者也得对于元代社会、元代

文人的心态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才开始下笔成书论文。除此之外，笔者选择了关汉卿的杂

剧与马致远的杂剧做一个比较，看出他们的相似之处和相异之处。 

 

第三节、研究综述 

论研究戏曲之学者，不离王国维、吴梅这两位学者。笔者尝试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

史》开始着手去了解何谓元曲以及元杂剧。吴梅的《顾曲尘谈》对于中国的戏曲历史研究

让后人能了解曲的体系和创作。王季思对于元曲的研究也让笔者受益良多，所以本论文多

番引用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 

关于元杂剧的研究综述，不同的学者都对马致远的元杂剧有着细微的研究。章培恒、

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汉宫秋》认知了民族矛盾的主题，更转而探求作者的

内心；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表示马致远对《汉宫秋》的情节处理有深刻的历史原

因；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表示马致远的杂剧大抵都是与他自己的情绪思想有关系

的；奚海所著的《元杂剧论》依照各个主题来分析杂剧，例如在第四和第五篇章的“女性

世界的美和魅力”将王昭君女性形象视为民族英雄，而在第六篇“以史为鉴 警世觉人”

是从历史剧角度去看待《汉宫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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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杂剧的女性形象研究方面，么书仪所著的《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将元杂剧的女

性形象与唐传奇做了对比。同时，笔者也认为张维娟所著的《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可

谓是妥善处理了诸多学者对于杂剧中的女性的看法，再加上作者以颠覆性的理论去看待元

杂剧的女性，将元杂剧的女性放入传统文化和元代社会的时代之中，这让笔者加深一步去

了解元杂剧的女性。张文澍的著作《元曲悲剧探微》也以西方的原理来详细列明了《汉宫

秋》和《荐福碑》的悲剧形态，这对于笔者有着莫大的启发。 

 

第四节、元杂剧中的女性形象问题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古社会，女性作为男性的依附，生存在社会上，这是无需置疑的事

实。女性需要遵守礼教的规定，要懂得何谓“三纲五常”，要小心翼翼不犯上七出之条，

这可见得女性的卑微地位是建立在男性主导的社会当中。这让笔者思考到，为何元剧总是

充斥着那么多反传统的女性？“反传统”的意思就是违背正道。元杂剧中的女性，无论身

份有所差异，但是她们多数是敢爱敢恨的女性。 

元杂剧多以女性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女性。在元杂剧作家的笔

下，女性拥有着多样的面貌，而不再是封建制度下的传统女性。例如有些女性是比男性来

得更勇敢和坚强，她们对于所追求的事物是积极向上的，而不是只有遵从丈夫的吩咐而唯

唯诺诺的传统妇人形象。因此在男性元杂剧作家的笔下，元杂剧的女性是多元性和复杂的。 

笔者认为男性元杂剧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会将其感情融入在作品里头，就如王国维在

《宋元戏曲史》所提出的，元曲之佳在于“自然”，元杂剧作家将其胸中的感情写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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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头，真挚而自然。1男性元杂剧作家是将其理想投射在杂剧中的柔弱的女性形象身上，

让她们不再是男权压抑之下的女性，而是站出来捍卫自己权利的女性。所以说元杂剧的女

性可以说是男性杂剧作家的情感投影，这正是笔者所要处理的元杂剧女性形象问题。 

 

 

 

 

 

 

 

 

 

 

 

 

                                                             
1王国维所提出的“元曲之佳在于自然”，可详阅王国维撰，叶长海导读：《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8 年，页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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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元杂剧的考源——兼论元杂剧中的女性形象之描写 

元杂剧在元代的盛行形成了中国戏曲史上的巅峰时期，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形成独特

的风景。元杂剧与前朝文学作品有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女性形象的塑造更为突出。本

章也会详细叙述元杂剧的时代特征和特色。本论文的研究重点——马致远的生平与叙述也

稍微会在本章提及，笔者也会阐述马致远的创作态度。 

 

第一节 元杂剧与前朝文学作品的差异——以白居易〈琵琶行〉与马致远《青衫泪》为例 

自古以来皆有以女性作为主要书写题材，无论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都不乏以

女性作为作品的情感抒发对象，元曲亦是如此。不过元曲以女性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之时，

却与之前朝代的作品有所区别。 

首先得纵观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和女性在家庭的地位。根据《仪礼·丧服传》所言，

妇女的人生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2妇女是服从人的人，

不允许自作主张，因此这“三从”之义让妇女一生中从生到死都是处于从属男子的地位。

3自古以来夫尊妻卑的传统观念影响久远，男性可以掌控女性的命运，所以即使是书写成

文字，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是一种封建制度下的女性，是他们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

象。男性所接受的儒家或理学的教育都影响着男性对于女性的看法。特别是在宋朝以后，

对于女性的贞节观念更为重视，要求妇女即使是在丈夫去世之后，也得终生为他守身。而

这一个观念影响着元杂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2 杨天宇撰：《仪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页 308。 
3
 常建华著：《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页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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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塑造女性形象最成功的因素在于反传统的描写。历代文学家对于女性的描绘，

多数以哀怨的女性形象示人，例如以晚唐温庭筠为首的“花间词人”正是多以男女艳情和

离别仇恨为主的。他们更多是借着诗词中的哀怨女性来抒发自己郁闷不得志的心情或是控

诉对朝廷的不满，要不然文人的作品多数是描写妇女坚守妇道。而在中国文学史发展上，

文人士子与妓女的诗作唱和对繁荣诗词文学创作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宋代为妓女填词作

赋更形成一种社会时尚。4 

来到了元朝，元杂剧的内容多元广泛，因此近代学者对于元杂剧的分类之说各有不一，

笔者以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的分类作为基准。元杂剧的题材可以被分为五类：爱

情婚姻剧、神仙道化剧、公案剧、社会剧和历史剧。在现存的杂剧剧目当中，爱情婚姻剧

约占有五分之一。5这可见得以女性为主的杂剧数目之多。唐传奇出现了不少“才子”和

“佳人”的爱情故事，这也延续到宋、金的小说和戏曲等等，而元杂剧中的爱情婚姻剧写

这类故事也比较多，而且爱情和仕宦常常纠结在一起。6 

在元杂剧中，女性很多时候是主导者，特别是在婚姻自主权上，例如《救风尘》赵盼

儿、《拜月亭》王瑞兰姐妹、《秋胡戏妻》罗梅英等等。除此之外，元杂剧中的女性有时

候更是比男子更有胆量和有勇气去承担，例如《窦娥冤》不向恶势力低头的窦娥、《汉宫

秋》舍身救国的王昭君、《倩女离魂》追求爱情的张倩女等等。元杂剧男性作家大量刻画

出各种不同的女性形象。当然元杂剧中并非只有善良的女性，也有着扮演才子与佳人的阻

碍者的女性，而她们多数都是女子的长辈，例如《西厢记》的崔莺莺之母崔夫人、《青衫

                                                             
4
 祝瑞开主编：《中国婚姻家庭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页 441。 

5 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页 44。 
6
 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页 44。 



 

8 
 

泪》的鸨母裴妈妈等等。这一类的女性多为见钱眼开，以名利为先，不让女儿和穷书生结

合。作为才子佳人的爱情阻碍者，笔者认为这也是元杂剧作家仕途的阻碍，一段不被父母

承认的婚姻就像是作者不被世人所认同的想法一样。 

笔者选择以唐朝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的琵琶女和本论文研究重点马致远的杂剧

《青衫泪》的裴兴奴作为一个对比参照。〈琵琶行〉是诗人借与弹奏琵琶的商人妇的相遇

来感叹自己贬官的命运，而马致远的杂剧是由〈琵琶行〉敷演而成，所以裴兴奴的原型就

是琵琶女，但是马致远则将裴兴奴添加了不同的性格。当元杂剧以旧有的题材改编成杂剧

时，有着大幅度的改变。例如〈琵琶行〉本来是一首文人的悲歌，但是在马致远的笔下却

成为了文人与妓女的爱情剧，这无非也包含了须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与爱好。马致远所写

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地符合上述多所提及的“爱情和仕宦纠结在一起”的条件，那就是元杂

剧中的书生多数遭遇挫折，但是到最后他们都抱得美人归，这无疑就是元代文人自我怜悯

的一种表现方式。 

 

第二节 元杂剧的时代特征和特色 

元杂剧其繁荣的主要原因可以被归纳为几项：一为戏剧演出在社会的广泛流传性。自

宋以来，戏剧演出就十分的广泛，上自宫廷皇室，下至平民百姓，都以观赏戏剧作为他们

的娱乐消遣，这自然地推动了戏曲的发展。其二为文人参与杂剧的创作，让元杂剧达到相

当高的水准。因为元代的阶级等级之分，大批的文人失去了仕途之路，唯有将才学放进当

时流行的杂剧里头，可以温饱之余更是能舒展才华及心中的真实想法。三为拥有着大批著

名的演员。优秀的表演艺人提高了元杂剧的表演水平，而一部分的杂剧演员在接受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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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熏陶下也能创作出优秀杂剧剧本。7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文人将全副精神投入在元杂剧

的创作当中，这才带来了戏曲史的巅峰。 

正所谓一个时代的作品，能展现出当时的时代情感和面貌。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

一代有一代文学的翘楚，王国维引焦里堂之说：“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

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8

王国维认为最能体现出元朝文学的文体，正是元之曲，因此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对于

元曲有着很高的评价：“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弊之，曰：自然而已矣。”9 

    王国维强调，元杂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10元杂剧的文章充满

着意境。笔者以马致远的《汉宫秋》第四折作为举例。 

【蔓青菜】白日里无承应，教寡人不曾一觉到天明，做的个团圆梦境。（雁叫科，唱：）却

原来雁叫长门两三声，怎知道更有箇人孤另！11 

当汉元帝在深夜思念王昭君之时，一只雁子的出现引起了他的愁绪。汉元帝同情这只

雁子，但是其实也是在同情着没有王昭君陪伴在身边，孤单的自己。汉元帝借着同情雁子，

来抒发自己对王昭君依依不舍的感情，剧中的意境之妙展露无遗，形成情（愁绪）景（孤

独的雁子）交融的画面。 

除此之外，学者郑振铎认为，“元剧的好处，在其曲辞的直率，而其题材与结构，虽

多雷同，落套，却是深深的投合于当时人民的爱好的”。12元杂剧正是民间作品与文士的

                                                             
7 详见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页 35-41。 
8 王国维撰，叶长海导读：《宋元戏曲史》，页 98。 
9
 同上。 

10 同上。 
11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页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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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笔刚刚接触时代的最好产品，形成了杂剧的黄金时代。元剧的最好地方，是在于能够连

结民间的质朴风格与文士们的隽美文笔，所以杂剧的大多数文辞都是很自然、真切和质劲

的，却又是很美丽的。杂剧迎合着广大人民的心理与喜爱，所以在题材与结构上便往往表

现出与前代诗、文、词里所不曾有过的东西。同时，杂剧的大团圆结局可谓是符合广大民

众的需求而成立的，例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正是一个有着大团圆结局的悲剧。 

 

第三节 马致远的创作杂剧之态度 

    马致远，晚号东篱，大都人，生卒年不详，曾任江浙行务官吏。钟嗣成《录鬼簿》将

马致远列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之内。13依据钟嗣成于 1300年著

书，马致远应当生活于元代初期，年辈晚于关汉卿和白朴。宁献王《太和正音谱》赞誉马

致远的词 “如朝阳鸣凤”，并且称誉“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而相颉顽。有振鬛

长鸣，万马皆瘖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言哉？宜列群英之上” 。14

宁献王将马致远的词列为第一，可见得宁献王对他的词之欣赏。明人臧晋叔辑《元曲选》

就取《汉宫秋》列诸百种剧之首。 

马致远的杂剧受到后世文人们的推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马致远的作品反映了元代文

人的共同心态。在元朝时期，蒙古统治者推行民族等级制度，将臣民按民族划分为以下四

等人：第一等是元朝的“国族”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西北各民族、西域一集欧

洲人；第三等是汉人，概指原金境内的各族人，包括汉族、女真、契丹、渤海及高丽人；

                                                                                                                                                                                                    
12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页 760。 
13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年，页 108。 
14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集，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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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等称为南人，概指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人，被称为“蛮子”、“囊加歹”和“新附人”

等。15这样的等级划分直接规定了人民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例如在仕进科举方面，蒙古人

和色目人获得优待，汉人和南人则处于弱势地位。 

除此之外，在官员制度上也出现了等级划分。根据《元史》记载，无论是中央官府还

是地方衙门，“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16在元朝初期曾废除了科举制

度，这让很多文人失去了仕进之途，尤其是汉族的儒生和知识份子。“九儒十丐”之说正

是显示出儒生的地位仅仅只高于乞丐。元代的文人们满腹不得志的牢骚，透过创作来抒发

自己的情感，所以文人们都尽将才学施展在杂剧里头。 

将元代文人的际遇放在马致远身上并不为过，因为他的杂剧《荐福碑》的张镐、《青

衫泪》的白居易都是不得志的儒生，在仕途之路上都受到了阻碍，正是马致远和其他元代

文人的真实写照。纵使杂剧的最后结局是大团圆结局，但是马致远给予一个大团圆结局也

只是为了迎合当时的人看戏的心态。笔者认为这也是马致远的一个心愿，因为这既然是现

实所不能达成的心愿，那么在自己所创作的剧本里，自然可以按照自己所规划的来发展和

叙写笔下人物的命运。 

马致远的杂剧的结局并不是只有大团圆结局，也有着悲剧的结局，例如《汉宫秋》。

《汉宫秋》不仅仅是描绘了王昭君悲惨的命运，也将焦点放在汉元帝与其国势的软弱身上。

杂剧中西汉的软弱和匈奴的强势，就像马致远所身处的年代——由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蒙

古人就像匈奴那样，胁迫和侵占了中原，马致远亲眼目睹蒙古人灭金入元、国破家亡的惨

                                                             
15 史卫民著：《元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页 52。 
16

 出自《元史》卷 85，《百官志一》，转引自史卫民著：《元代社会生活史》，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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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所以他更有所体会，反而将原本史书上“西汉强盛、匈奴弱势”写成了“匈奴强盛、

西汉弱势”，并不是刻意地颠覆历史，而是想将现实情况真实地还原在杂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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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马致远杂剧中的女性形象 

马致远的杂剧作品著录的有十五种，今存的有《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江州司马青

衫泪》、《半夜雷轰荐福碑》、《西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

三度任风子》六种杂剧，另有《邯郸道省悟黄粱梦》是与他人合作，另外残存《晋刘阮误

入桃源洞》第四折。17《汉宫秋》是根据史书“昭君出塞”的记载改编而成的历史剧。除

《汉宫秋》外，马致远现存的另外六种杂剧可分为两类：《青衫泪》、《荐福碑》和《陈

抟高卧》是写儒士的不幸命运；《岳阳楼》、《任风子》和《黄粱梦》是神仙道化剧。18

神仙道化剧，顾名思义是以道教活动为题材，以道教的基本宗旨——修炼成仙或隐居乐道

为主导思想的戏剧。19 

缘于本论文主要探讨马致远杂剧的女性形象，所以以男性作为剧中主人公的杂剧并不

详细论述，而是以《汉宫秋》和《青衫泪》的女性作为本论文的讨论重点。笔者选择以

《青衫泪》的裴兴奴和裴妈妈，以及《汉宫秋》的王昭君，分为三节来讨论马致远杂剧中

的女性形象。 

 

第一节 对爱情忠贞的女性——《江州司马青衫泪》裴兴奴 

        元人爱情剧分为两类，一是写书生与妓女相爱，历经波折例如鸨母从中干预或商贾

加以破坏，终至团圆，二是写秀才与名门闺秀邂逅相爱，因为门第有别而被女方父母阻扰，

                                                             
17

 傅丽英选注：《马致远全集校注》，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 年，页 1。 
18 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页 148。 
19

 詹石窗著：《道教与戏剧》，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年，页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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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经历诸多磨难才有情人终成眷属。20《江州司马青衫泪》（简称《青衫泪》）当属

元人爱情剧的第一类。 

    儒家虽然竭力推崇贞洁烈女，但对妓女却不做这样的要求，也不反对娼妓制度，而且

很多时候名儒仕多以与名妓交往为荣。唐代诗人的狎妓风气鼎盛，其中以元稹、白居易最

为著名，白居易更曾有“泛舟太湖，饮酒狎妓至于五日夜，流连忘返的罗曼艳史”（王书

奴《中国娼妓史》）。21在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中，他写出了诗人与妓女的心灵相通。

马致远则将白居易的〈琵琶行〉加以虚构，形成了诗人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的爱情剧《江

州司马青衫泪》。 

    《青衫泪》的裴兴奴可谓是马致远的杂剧中，最能代表出对爱情忠贞不移的女性。作

为一名妓女，她本身的职责就是遵守母亲裴夫人的指令去接待客人。直到裴兴奴和白居易

相知相爱后，她的眼中只有白居易，愿意终身只侍候白居易一人，所以当白居易贬官到江

州后，裴兴奴不接见任何客人。即使裴夫人要求她陪其他男人吃酒，她也不答允，这可看

出裴兴奴遵守和白居易当初许下的诺言： 

       “（白乐天云）大姐，实指望相守永久，谁想又成远别。（正旦云）妾之贱躯，得事君

子，誓托终身。今相公远行，兀的不闪杀人也！”
22
 

对于和白居易的来往，裴兴奴心中渴望的是能与白居易相守永久，白头偕老。纵使她是一

位妓女，理当她的职业是不允许她去寻求真爱，但是充其量裴兴奴的内心也只是一个普通

的妇女，必定渴望能与深爱的男人建立起家庭，长相厮守。裴兴奴对白居易的一往情深显

                                                             
20

 么书仪著：《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页 40。 
21 祝瑞开主编：《中国婚姻家庭史》，页 440。 
22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二卷，页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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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古代女性对于爱情的态度是从一而终，即使她的身份特殊也不能动摇裴兴奴对白居易

的感情。所以当白居易和裴兴奴分别之时，裴兴奴更是把酒唱出心中的情意： 

        【仙吕·端正好】有意送君行，无计留君住，怕的是君别后有梦无书。一尊酒尽青山暮，我

搵翠袖泪如珠，你带落日践长途，情惨切意踌躇，你则身去心休去。
23
 

除了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贞不移，裴兴奴也展示出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勇气。例如在面对裴妈

妈强迫她嫁给刘一郎时，刘一郎以白银五十两做见面礼，裴兴奴毫无心动，更是大骂他： 

        （正旦云）过一边去！好不知高低。我做了白侍郎之妻，休来缠我！
24
 

裴兴奴并不会为金钱和物质而向刘一郎妥协，更是因为她对白居易的情是坚贞不移的。在

白居易贬谪江州时，裴兴奴为他守身，并坚持拒绝刘一郎的求婚。若不是刘一郎捏造白居

易已死的消息，裴兴奴也不会在万念俱灰的心情下答允嫁给刘一郎。得知白居易的死讯之

后，她的伤心可想而知： 

      【叨叨令】我这两日上西楼，盼望三十遍；空存得古人书，不见离人面。听的行雁来也，我

立尽吹箫院；闻得声马嘶也，目断垂杨线。相公呵，你原来死了也么哥？你原来死了也么哥？从

今后越思量越想的冤魂儿现！25 

对于改编《青衫泪》，马致远最大的改动是将原作中琵琶女是一个追忆欢场繁华，感

叹嫁后凄凉的妓女形象，彻彻底底改写了这个形象的精神内涵，将其变成一位厌恶欢场、

忠贞不移的人物。26除此之外，商人的逼婚的情节更加凸显出裴兴奴正面的性格——坚守

                                                             
23 同上。 
24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二卷，页 137。 
25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二卷，页 140。 
26

 张维娟著：《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页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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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道。除此之外，裴兴奴对于母亲的行为也是颇有微词，她讽刺母亲见钱眼开将女儿卖出

去。 

在此杂剧中，妓女不再是人们印象中下贱不自爱的女性，而是化身为忠贞不二，重视

贞节，视钱财如粪土，富有高尚情操品德的女性。这样的女性形象塑造，笔者认为不外乎

是男性作家的理想化和心中向往。纵使她忤逆了母亲为她定下来的婚事，是大逆不道之事，

但是她是为了维护贞洁，所以这样的叛逆行为也是为了维护其尊严和名声。同时，笔者认

为马致远将礼教的约束和封建思想套在不是一般妇女的女性身上，这显示出男权强加要求

女性去遵守他们所规定的定律。因此在本杂剧当中，妓女也可以成为一个正面的典范，这

是出乎大众所意料的。 

除此之外，笔者也认为裴兴奴对于爱情的执着，是一种情感上的宣泄，就像马致远一

样所要追求的情感上的出路。马致远笔下的裴兴奴所向往的正是一种自由，她渴望能摆脱

母亲对于她的枷锁，向往着和白居易早日会面的日子。在那个文人不得意的时代，笔者认

为马致远的心中也有着一份情感的追求。为了寻求情感上的宣泄，他创作了杂剧，笔者认

为裴兴奴的性格有着马致远的影子存在着。 

 

第二节 贪婪的女性——《江州司马青衫泪》裴妈妈 

    《青衫泪》的裴妈妈李氏是教坊司裴五之妻，也就是裴兴奴的母亲。丈夫早逝，所以

裴妈妈只能依靠女儿卖身赚钱养家。裴妈妈是以自己女儿的终生幸福当做一门生意去做，

为的就是金钱和物质上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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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云）俺这老母呵，（唱）更怎当他银堆里舍命，钱眼里安神，挂席般出落着孩儿卖。几

时将缠头红锦，换一对插鬓荆钗！
27
 

从裴兴奴的唱词就可以得知，母亲将她当成摇钱树看待。裴兴奴暗讽母亲是个“虎瘦雄心

在”的人，将她折磨和摧残。作为女儿的裴兴奴，只能哀叹自己的命运，而不能怨恨是母

亲毒害她的。 

    裴妈妈让裴兴奴和白居易来往，也只是看中白居易是当官的，但是眼见白居易被贬江

州，裴妈妈的态度则有所改变了。当裴兴奴一心盼望被贬官的白居易归来迎娶她时，裴妈

妈竟然联合茶商刘一郎去欺骗女儿，捏造白居易已死的假消息，意图想要裴兴奴能死心并

嫁给刘一郎。为了得到丰厚的钱财，裴妈妈将女儿的“卖”给茶商，这只能表示裴妈妈仅

仅视女儿为摇钱树，而不是一个会为女儿幸福着想的妇女。眼见裴妈妈要裴兴奴嫁给刘一

郎，裴兴奴气愤唱到： 

        【倘秀才】这姻缘成不成在天，你休见兔起呵漾砖。情知普天下虔婆那一个不爱钱。28 

“见兔起呵漾砖“是宋元时歇后语，意味看见兔子就抛砖块，以喻见财起意。29马致远多

番以裴兴奴的唱词来强调出裴兴奴的母亲是一位见钱眼开的人。她轻视被贬谪的白居易，

就像作者这样的书生文人被轻视一般。马致远笔下的裴妈妈就像马致远和元代文人所遇到

的窘境，也就是受到权贵之人的轻视和不看重。 

    在剧中，裴妈妈作为白居易和裴兴奴爱情的阻挠者，同时她和刘一郎也是恶势力强权

的代表。丈夫过世，作为裴兴奴唯一的亲人，裴妈妈主宰着裴兴奴的命运。 

                                                             
27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二卷，页 130。 
28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二卷，页 137。 
29

 傅丽英选注：《马致远全集校注》，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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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儿云）这小贱人不听我说，只想白侍郎，他那里想着你哩！左右是左右，员外多拿些钱

来，我嫁与你将去。
30
 

所以不管裴兴奴同意与否，只要刘一郎多付点钱，裴妈妈就将裴兴奴嫁给他，完全表露出

来裴妈妈的贪婪的一面。 

马致远所塑造出的裴妈妈是恶势力的代表，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逼女儿与商人成亲。

这从裴兴奴的口中可以得知： 

（云）母亲，我是你亲生之女，替你挣了一生。只为这几文钱，千乡万里卖了我去。母亲好

狠也！
31
 

父母亲应当是天下最爱子女之人，但是在金钱欲望的面前，亲情根本毫无价值可言。马致

远可说是写出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利益熏心导致人性蒙蔽。 

在剧中的最后一折，裴妈妈得到了恶果，被皇上判决“老虔婆决杖六十”，因此皇上

的判决更彰显出扶植纲常的重要性。这也是马致远给予世人的一个警惕，提醒世人需要正

视纲常伦理。 

  

第三节 被命运左右的女性——《破幽梦孤雁汉宫秋》王昭君 

    与其说《汉宫秋》是一部爱情剧，其实它更符合历史剧的要求。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

事是历史上所发生过的真人真事，在《汉书》和《后汉书·南匈奴传》有着记载。在正史

                                                             
30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二卷，页 138。 
31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二卷，页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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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王昭君嫁给匈奴单于并不是出于对他的感情，而是服从汉朝和匈奴的政治外交的需

求，是一段建立在政治上的婚姻。马致远所创作的《汉宫秋》是在传说的基础上再加虚构，

变成了一部假借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加以大量虚构的宫廷爱情悲剧。32 

王季思评价《汉宫秋》时表示“历来评价不一，或以为表现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

或以为隐寓着知识分子对元代现实的愤懑不平等等”。33马致远所塑造的王昭君形象可谓

是多样化，因为对于王昭君的性格诠释，诸位学者有不同的解说，故此笔者也会从不同角

度切入。 

    首先是王昭君作为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34这可以从画师毛延寿求贿赂不成功一事看

出王昭君不轻易妥协的性格。王昭君理当知道，若不给毛延寿百两黄金，后果会很严重，

但是她仍然坚持，从中可以看出王昭君不轻易向恶势力低头的正义性格： 

（旦云：）当初选时，使臣毛延寿索耍金银，妾家贫寒无凑，故将妾眼下点成破绽，因此发

入冷宫。35 

    在面临匈奴单于索昭君为阏氏的困境，文武百官毫无用处，汉元帝也无能为力。所以

当王昭君站出来表示愿意和番之时，更展现出一位坚强的娇弱女性有不输于只会畏刀避剑

的文武百官的气概。纵使柔弱，但为了心爱的男人以及国家社稷，王昭君舍弃了自己作为

一个女性的终生幸福，而选择了和番。 

      （旦云）妾既蒙陛下厚恩，当效一死，以报陛下。妾情愿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36 

                                                             
32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年，页 49。 
33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二卷，页 2。 
34 奚海著：《元杂剧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页 228。 
35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二卷，页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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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剧中第三折，王昭君选择在汉番的交界处黑龙江投江自尽，以示对于国家的效忠和

对汉元帝的情意之深。 

        妾身今生已矣，尚待来生也。（做跳江科）
37
 

    王昭君拒送贿赂于前，和番救国继之，以死殉国于后，这环环相扣的举动塑造出一位

爱国女杰和民族英雄的伟大形象。38 

另外在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有着相反的看法：“《汉宫秋》也许包

含了一定的民族情绪。但是，我们要注意到马致远的基本人生态度，要么是在元朝统治下

积极求功名，要么是视一切价值标准为空幻，所以，在这方面过分强调是不适当的。这个

剧本同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地方，主要是反映出民族战争中个人的不幸”。39王昭君的形

象在此反而被淡化，相对来说是马致远感叹无情的历史变迁以及人世无常。 

王昭君的命运不能自己掌控着，即使是天子也无法挽留他所爱的女人留在他的身边。

失去王昭君的汉元帝只能夜晚独自一个人哀伤： 

【蔓青菜】白日里无承应，教寡人不曾一觉到天明，做的个团圆梦境。
40
 

从不同学者对于王昭君的形象诠释，笔者较为偏向认为王昭君是一位命运被摆布的女

性。一心一意向着汉元帝的她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和番的提议。最终王昭君的

下场是以死来表示对汉元帝的忠贞和对国家的忠诚，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人最后只能以自

                                                                                                                                                                                                    
36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二卷，页 117。 
37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二卷，页 123。 
38

 奚海著：《元杂剧论》，页 229。 
39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册，页 49。 
40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二卷，页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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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来表示出不轻易向敌人妥协的决心，从中可以看得出她的勇气和对汉元帝的忠贞，最重

要的是她对于国家的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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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元杂剧的女性形象之比较——以马致远与关汉卿为主 

关汉卿和马致远同是元杂剧作家的翘楚，他们并列于元曲四大家当中。钟嗣成的《录

鬼簿》以关汉卿为首，宁献王的《太和正音谱》则以马致远为首，两人的杂剧创作成就之

高可显而知。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关汉卿的杂剧创作和马致远的杂剧创作做出比较，并

且将论点着重于关汉卿和马致远的杂剧女性形象。除此之外，本章也会探讨马致远杂剧对

后世的影响。 

 

第一节 关汉卿杂剧的女性形象之概论 

    根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的记载：“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己斋叟”。
41
关

汉卿也被列为《录鬼簿》之首，这可见得关汉卿在元杂剧的成就之高。宁献王《太和正音

谱》则评“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盖所以取者，初为杂

剧之始，故卓以前列” 。42宁献王的评价是以才情为主，所以若关汉卿不是杂剧之开始，

可能排位在更后面。 

    关汉卿的杂剧所作有六十五种之多，今存杂剧十四种。关汉卿今存杂剧可以被分为四

类：一为恋爱的喜剧，包括《玉镜台》、《谢天香》、《拜月亭》、《救风尘》、《金钱

池》和《调风月》；二为公案剧本，包括《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和《绯衣

梦》；三为英雄传奇，包括《西蜀梦》和《单刀会》，四为其他，如《望江亭》。43郑振

                                                             
41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集，页 104。 
42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集，页 17。 
43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页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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铎在其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列出了关汉卿杂剧的独特之处，那就是除了两部英雄传

奇以及《玉镜台》、《鲁斋郎》之外，关汉卿所创作的剧中主人翁竟然都是女子。44 

在关汉卿的杂剧当中，什么样的女子都有，有肯自己牺牲的慈母（《蝴蝶梦》）；出

智计以救友的侠妓（《救风尘》）；从容不迫，敢作敢为，脱丈夫于危险的智妻（《望江

亭》）；贞烈不屈，含冤莫伸（《窦娥冤》）；美丽活泼，娇憨任性的婢女（《调风

月》）；因助人而反害人，徒唤着无可奈何的小姐（《绯衣梦》）；还有历尽了悲欢哀乐

的（《拜月亭》），任人布置而不自知的（《谢天香》）等等。45这可见得关汉卿擅长于

描绘女性之余，还能塑造出丰富的，不一样的女性形象。 

关汉卿的杂剧表现出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在关汉卿杂剧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即

使她们遭遇到了不幸，她们依然维持着她们的善良。她们积极和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不

贪生怕死，以勇敢的态度去面对恶势力的侵害。从郑振铎对于关汉卿杂剧的研究来看，笔

者认为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更是塑造地丰富多样化，并不只是拥有单一的面貌。相比

起来，由于现存流传的马致远杂剧数目有限，所以笔者仅能以女性作为主角的《汉宫秋》

及《青衫泪》来做出研究和比较。 

 

第二节 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的女性形象之差异——以《窦娥冤》和《汉宫秋》为主 

关汉卿的《窦娥冤》、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白朴的《梧桐雨》和马致远的《汉宫

秋》被称为元曲四大悲剧，而关汉卿的《窦娥冤》是最富有悲剧的性质，所以笔者取之，

                                                             
44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下册，页 678。 
45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下册，页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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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窦娥冤》的女主角窦娥与《汉宫秋》的王昭君做一个比较，尝试以此作为例证展示出

关汉卿和马致远杂剧的女性形象之差异。鉴于笔者在本论文第三章的第三节已经略述《汉

宫秋》的王昭君的形象，所以本节并不再一一描述，而是着重在《窦娥冤》的窦娥的女性

形象身上。 

首先从题材方面来看，《窦娥冤》和《汉宫秋》皆是出自于流传民间的典故并加以改

编的。关汉卿《窦娥冤》是以西汉东海孝妇和周青的故事为蓝本。46另一方面，马致远

《汉宫秋》的题材源自于王昭君和番的故事。《汉宫秋》背景中的匈奴强盛、西汉衰弱的

情况，正和原本的历史是完全相反的。马致远如此写法不出于对当时元朝社会的感叹，他

见证了金朝灭亡，蒙古人建立起元朝，这无疑是强势的外族入侵中华民族，就像强势的匈

奴逼迫衰弱的西汉。 

在主题上，《窦娥冤》深刻地描绘了社会的不公平和官场的黑暗。被张驴儿冤枉谋害

张老头的窦娥被控告到衙门。当太守接见告状的张驴儿，就不叫他跪地： 

      （只候云：）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孤云：）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

衣食父母。47 

“衣食父母”在这里是借演员打诨的话，以讽刺官吏们趁老百姓打官司的时机，进行敲诈

贪污的行为，所以楚州太守桃杌称呼打官司的人是他的“衣食父母”，这显示出官吏的丑

态。 

                                                             
46 详见张文澍：〈关汉卿悲剧作品研究〉，《元曲悲剧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页 80-105。 
47

 顾肇仓选注：《元人杂剧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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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在《汉宫秋》的主题思想上，强势的匈奴和弱势的西汉正是一个强烈对比，就

像作者马致远所处的情况那样。国势的趋弱让汉元帝不得不答应和番的要求。所以对于只

是一味地劝汉元帝让王昭君和番的文武百官，汉元帝给予强烈的批评： 

      （驾云：）我养军千日，用军一时；空有满朝文武，那一个与我退的番兵！都是些畏刀避箭

的，凭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
48 

在面对匈奴的到来，官员们选择劝汉元帝让王昭君和番，而不是采取行动去对抗匈奴。从

汉元帝的角度来看，官员们是白白食用皇家俸禄，是一群贪生怕死之人。 

    谈到窦娥的形象，她可谓是贞洁烈女的典范。即使恶棍张驴儿强逼她当媳妇，她也不

首肯，只因为她为着亡夫守节。 

       谁知他两个倒起不良之心，冒认婆婆做了接脚，要逼勒小妇人做他媳妇。小妇人元是有丈夫

的，服孝未满，坚持不从。
49
 

    对于从七岁开始服侍的婆婆，窦娥有着深厚的孝心，她不愿意见到年迈的婆婆被挨打，

所以她宁可妥协认罪。 

     （孤云：）你招也不招？（正旦云：）委的不是小妇人下毒药来。（孤云：）既然不是，你与

我打那婆子。（正旦忙云：）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是我药死公公来。50 

                                                             
48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二卷，页 115。 
49 顾肇仓选注：《元人杂剧选》，页 23。 
50

 顾肇仓选注：《元人杂剧选》，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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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论文第三章第三节里谈到，王昭君不向毛延寿行贿，彰显出王昭君有着不轻易向恶势

力低头的勇气。同样的，窦娥也是如此勇敢的女性。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洁，窦娥断然拒绝

蔡婆婆将她许配给张驴儿： 

       （正旦云：）婆婆，你要招你自招，我并然不要女婿。
51 

在《窦娥冤》杂剧第三折当中，有一段描写窦娥对天地的抨击，窦娥的情绪波动和控

诉可谓是这一折最出色的地方。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

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

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52 

相比起窦娥对天地的控诉是出自于被冤枉的不忿，那么王昭君是连控诉也不能够表明

的弱女子，只因为她所处的立场不容许她反抗，为了汉元帝和国家，她必须答应和番。因

此笔者认为她在黑龙江的自尽，其实是一种对天地的无声控诉。王昭君宁可一死也不愿意

委身于匈奴单于，笔者认为她的忠贞不输于窦娥。 

除此之外，在马致远《青衫泪》中有着一段情节，当裴兴奴知道白居易的死讯之后，

裴妈妈立刻强迫裴兴奴嫁给刘一郎，裴兴奴伤心地怨恨唱出“教我空捱那没程限的窦娥

冤”。根据注释的解释，“窦娥冤”的意思为“不白之冤”。53马致远引用了关汉卿的

《窦娥冤》来表示裴兴奴的委屈和被冤枉，而且裴兴奴受冤枉的程度是比“窦娥冤”还更

加深。笔者认为马致远是在强调一个妇女贞节的重要性。 

                                                             
51

 顾肇仓选注：《元人杂剧选》，页 12。 
52 顾肇仓选注：《元人杂剧选》，页 28。 
53

 傅丽英选注：《马致远全集校注》，页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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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者研究方面，郑振铎曾经就关汉卿和马致远的杂剧做出一番比较。他认为在关汉

卿的剧本中，看不出一毫作者的影子，而在马致远的剧本中，却到处都有马致远自己。54

关汉卿的剧作当中多以女性作为主要描写对象，而马致远的杂剧多有描写不得志的情节，

例如《青衫泪》白居易的贬官、《荐福碑》的寒儒张镐都有着作家的影子存在。章培恒、

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表示，在众多的元杂剧作家当中，马致远的创作最集中地表

现了当代文人的内心矛盾和思想苦闷，并由此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55 

笔者认为悲剧的情节描写能显示出作者的心态，但是在刻画大团圆结局的手法上两人

有明显的差异。总结来说，马致远的作品大都是投合士大夫的，结局多是儒生壮志得以抒

发，而关汉卿的作品则大都是投合于一般民众看戏剧心态，有着高潮迭起的精彩剧情和大

团圆结局。 

 

第三节 马致远杂剧对后世的影响——明传奇《青衫记》的形成 

    在本节当中，笔者选择了马致远的《青衫泪》杂剧作为他对后世的影响研究，因为此

杂剧的原著——〈琵琶行〉是一首六百一十六言的长篇叙事诗，马致远在原有的历史上，

出色地对诗歌加以改编和设定了人物角色性格，塑造了一种流传于世的名篇杂剧《青衫

泪》。 

                                                             
54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下册，页 704。 
55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册，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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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琵琶行〉原本是叙述白居易“忽闻水上琵琶声”而和琵琶女邂逅，两个失意的人产

生了相知相怜的故事，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56。来到马致远的手中，

原诗中的某些情节也有着不同的演变。例如琵琶声在〈琵琶行〉和《青衫泪》有着不同的

意义，在〈琵琶行〉里琵琶声是让白居易和琵琶女邂逅的契机，而在《青衫泪》里琵琶声

则是白居易和裴兴奴被拆散后再度重逢的关键钥匙。在原诗“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

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这个设定上，马致远引发出白居易和裴兴奴爱情中的第

三者——浮梁茶商刘一郎的角色。 

后世的作品透过间接取材的方法，也就是通过既有的历史剧达到对原始文学艺术作品

创作本事的取材，例如明代顾大典的《青衫记》传奇就是在马致远《青衫泪》杂剧的基础

上创作的。57《青衫记》继承了马致远《青衫泪》的剧名，不过《青衫记》将“青衫”写

实为一件衣衫，故名为《青衫记》。而在原诗〈琵琶行〉当中，青衫指的是白居易所穿的

九品官服。58《青衫记》的青衫则是白居易时常穿着的衣物。在第七齣，白居易与友人寻

访名妓裴兴奴，在脱下青衫时不慎将酒打翻，白居易命人典当青衫去买酒。这个情节透露

出一些讯息，其一是脱胎自〈琵琶行〉的诗句“血色罗裙翻酒污”，不过情境有所不同；

其二是白居易将心爱衣物典当，可见得她对于裴兴奴的情感非比寻常。59 

笔者认为，纵使明传奇《青衫记》的评价和流传度并不高，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元杂

剧对于明朝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并且清代蒋士铨的《四弦秋》杂剧是在顾大典的《青衫记》

传奇的基础上创作的，展现出对于历史剧的“再创造”。 

                                                             
56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注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页 686。 
57  孙书磊：《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页 51。 
58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注二》，页 695。 
59 曾永义总策划 ；沈惠如著：《从原创到改编：戏曲编剧的多重对话》台北：国家出版社，2006 年，页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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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元杂剧的女性形象颠覆了前朝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元代文人创作了以独特的

女性魅力展示在杂剧里。同时元杂剧的创作表现出元代文人独特的精神面貌，尤其是马致

远可谓是将元代文人的满腹牢骚写进其杂剧当中。 

        在马致远的杂剧里，他笔下的女性或多或少都带有他的影子存在。就像《青衫泪》的

裴兴奴是一位对于爱情忠贞不移的女性，是马致远理想中女性的感情投射。而《青衫泪》

逼婚的裴妈妈则是一个反面人物，是马致远想藉此警惕世人的教材。对于马致远自身不幸

的遭遇和国家兴亡的哀叹，在《汉宫秋》里能强烈感受到王昭君遭受敌国的侵害，正如马

致远亲身感受金灭入元是一样的。 笔者认为马致远杂剧中的女性形象正是作者本身的情

感追求的表现，都是鲜明地刻画出尽自己的所能去追求心中渴望的勇敢女性形象。 

        在笔者讲马致远与关汉卿的杂剧作为比较的时候，笔者发现虽然两人书写女性形象是

有所差异，但是都带有忠贞不移的形象，例如《窦娥冤》的窦娥和《汉宫秋》的王昭君。

《青衫泪》的裴兴奴在剧中也比喻自己受到像窦娥一样，遭受不白之冤，可见得元代文人

重视妇女的贞节，即使是妓女也是带有着传统妇女的观念。虽然如此，但是在题材的处理

手法上，关汉卿和马致远还是有着不同的风格，不过他们的创造是在悲剧中见到了一丝曙

光，虽然这道曙光是为了迎合看戏人的心态而刻意写出来的。 

        马致远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成为了明代传奇顾大典的《青衫记》的题材。顾大典在

原有的杂剧的情节上更改成更为丰富，也影响了清代蒋士铨的《四弦秋》。历史取材法得

以让马致远的杂剧继续影响后世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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