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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危机时刻的死生大事

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是一部充满死亡

气息的作品：第一幕出现于布满白杨荒草的坟前，

第二幕铺垫了聂政的牺牲决心，第三幕出现了刺杀、

多人混战与集体死亡，第四幕中的盲叟重述了第三

幕的死亡场景并引出豫让之死的故事，第五幕又是

一场集体死亡。剧本人物表中的 15 位主要演员，

有 9 位最终死亡。

惨烈的死亡遍布于郭沫若 20 世纪 40 年代的历

史剧之中。在《棠棣之花》之后，《屈原》中有婵

娟的被毒杀，《虎符》中依次出现了如姬父亲之墓、

被朱亥锤出脑浆的晋鄙、被赐剑自裁的太妃、被斩

首示众的朱女和自杀的如姬。《高渐离》中先回顾

了荆轲之死，接着出现了怀清、高渐离和怀贞的毁

容与死亡。郭沫若此时作品中浓重的死亡阴影究竟

来自何方？

1941 年 11 月 20 日首演于重庆抗建堂，在演

出过程中再加以整理，最终于 1942 年由重庆作家

书屋出版的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1］，是郭沫

若在 1920 年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的《棠棣

之花》［2］（简称“学灯版”），1922 年发表于《创

造季刊》创刊号的《棠棣之花第二幕》（简称“创

造版”），1925 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聂嫈》［3］

和 1938 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甘愿做炮灰》集

中的《棠棣之花》（简称“炮灰版”）基础上修改

完成的。除去最早的两幕之外，《棠棣之花》诸版

本的诞生时间都颇值得玩味。《聂嫈》诞生于“五

卅”之后，被郭沫若称为“五卅”的“一个血淋淋

的纪念品”［4］。“炮灰版”创作于郭沫若从日本

归国后滞留上海时期。1937 年 9 月，当他在前线

与陈诚会面时，陈诚提出的主张是“屡败屡战”［5］，

可见战事之困苦。1941 年，为了在郭沫若 50 诞辰

暨创作生活 25 周年纪念活动中演出，郭沫若重新

修改《棠棣之花》。而这一纪念活动的起因，则是

在“皖南事变”之后重庆政治环境恶化的情况下，

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希望将国统区政治斗争

转向文化斗争［6］。总结起来，《棠棣之花》历次

修改与再创作的时间节点，都处于现代中国和中国

革命的危机时刻。似乎可以说，《棠棣之花》中的

大规模死亡场景正是对深重现实危机的转写。

危机时刻的美学与政治

——以郭沫若历史剧《棠棣之花》为中心

罗雅琳

内容提要 《棠棣之花》的历次修改均对应着现代中国的“危机时刻”。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的历次修改中，聂政的“暗杀”色彩消失，聂嫈和酒家女的“扬名”

之举得到凸显。这些修改对应着晚清以降的革命者身份变迁，其中渗透着郭沫若用以对

抗阴谋政治的“真诚”理念。传统伦理在剧中被更新为可以无限扩张的“最广泛的同类爱”，

凭借极高的情感强度引发观众的普遍共鸣。但郭沫若历史剧并非简单地诉诸情感煽动，

它的“诗性”与历史必然性相关。面对作为“战国时代”的抗战时期，郭沫若不是像“战

国策派”那样意图效仿“强侵弱”的秦国，而是从小国弱国的历史中发掘出正义性与自

由反抗的精神，为暂时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找到了一条“弱中生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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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沫若 1941 年完成的《棠棣之花》，以及

1942 年完成的《屈原》《虎符》和《高渐离》这

四大战国历史剧中，40 年代中国的“危机时刻”

被转喻为“战国”。四部剧作的统一性不仅在于历

史时段，更在于共同的“抗秦”主题［7］。《棠棣

之花》中“三家分晋”后的韩国、《屈原》中的楚

国、《虎符》中的魏国和《高渐离》中已灭亡的燕

国，四个诸侯国中的各类人物如何应对强大的秦国、

如何在“合纵”与“连横”之间抉择，构成了四部

剧作的核心冲突，也成为抗战时期的中国该如何抉

择的隐喻。当时同样借镜战国历史思考中国抗战前

途的还有“战国策派”。值得注意的是，《棠棣之

花》的主角聂政、《屈原》中的反面角色张仪、《虎

符》的主角信陵君和《高渐离》中曾与高渐离一同

刺秦的荆轲，都曾出现在“战国策派”代表人物雷

海宗的笔下。雷海宗认为，张仪和先秦诸子等游说

人君者“文弱无耻”，聂政和荆轲这类“谁出善价

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的人则“粗暴无状”［8］。

高渐离被雷海宗视为“代表六国遗人力谋恢复的企

图”［9］，信陵君则被认为是“唯一有胆有识的抗

秦人物”［10］。已有论者指出，和郭沫若将战国视

为奴隶解放、人的意识觉醒和“仁义”兴起的时代

不同，“战国策派”将战国视为帝国主义扩张、君

主专制独裁的时代，甚至提出：战国外交“最狠最

辣”，处于“新战国时代”的中国应当“以不仁的

手段达到大仁的目的”［11］。“战国”理念上的差异，

最终导向了在应对外敌之时的两条不同路径：到底

应该学习秦国式的强国，还是学习其他六国？

“战国策派”选择的榜样是“强侵弱”、推行“全

体战”的秦国，指出德国、意大利和苏联都是“秦

之续”［12］，“小国弱国终没有幸存的余地”［13］。

郭沫若则反其道而行之，将目光投向作为“小国弱

国”的六国。若提倡中国进行“战国策派”式的“强

国对强国的决斗”［14］，结果必然导向取消个人自

由、以集体意志领导一切的“全体战”逻辑。而郭

沫若的战国历史剧则展现出，个人的自由意志本身

就是最强大的力量，自由也构成了弱者反抗强者的

基本正当性。暴政之下弱者的死，尤其是主动选择

的死——“牺牲”，正是对这二者的证明。伊格尔

顿借用布朗肖的理论指出：自我毁灭既“暗示人们

可以以一种绝对自主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一无所有”，

更让肉体瓦解的过程成为一种上帝式的“以一己之

力成为了自己的造物主”的行为［15］。郭沫若在战

国历史剧中执迷于描写肉身的惨烈毁灭，跳出了一

般性的“自强”战胜外敌的叙事陈套，直面充满牺

牲故事的真实中国史。他不是讲述“以强抗强”的

逻辑，而是在弱者身上发现正义性与反抗强暴的崇

高力量，进而，为暂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找到

了一条“弱中生强”的道路。1937 年，郭沫若从

陈诚的“屡败屡战”中得出结论：“要有‘屡败屡

战’的精神，我们才能够抗战到底。”［16］这句话

中对于抗战将士的期望，与他后来在战国史剧中讲

述的六国义士反抗强秦的故事，二者有着内在精神

的一致性。

郭沫若的政治理念渗入了他的文学构思。在《棠

棣之花》中，当春姑临死前讲述统治者的罪恶和聂

政之死的意义时，士长回应道：“你们讲的话总是

这一套啦，好像是从一本书本儿上背下来的。”［17］

春姑的劝诫也是郭沫若的劝诫，然而，如何才能让

这种政治劝诫不像是“从一本书本儿上背下来的”

那般生硬机械？本文以《棠棣之花》为中心，希望

探讨的正是其中美学与政治如何水乳交融的过程。

二 从“暗杀”到“明杀”：
 革命者之变

在 20 多年的修改过程中，《棠棣之花》的批

判对象从私有制转变为内战阴谋。此处仅举最典型

的一例：在 20 年代的《聂嫈》中，“只要是王是

宰相”，都是聂政的刺杀对象［18］。然而，在 1938

年的“炮灰版”和 40 年代的版本中，因为侠累“三

家分晋”的主张“削弱了中原的力量”，而且“私

下和秦国勾结，干着媚敌求荣的诡计”［19］，聂政

才行此刺杀之举。韩侯和侠累的罪恶不再来自其统

治阶级身份，而是来自私下勾结秦国的“诡计”。

相应地，聂政的刺杀也不再是早期无政府主义式的

暗杀当权者，而是对于勾结外贼、图谋内战的政治

阴谋的反抗。

在 40 年代的版本中，聂政的刺杀不仅被描述

为反抗“阴谋”，更被抹除了曾经的“暗杀”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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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22 年的“创造版”中，聂政讲述了自己的“暗

杀”主张：

我们中国贵与富是不分的，贵的倒了，天

下国家才有可均的希望，所以我们不惜杀身以

成仁的了。我们相信暗杀本是消极的办法，要

想全部推翻，终竟旷靡时日，但是我们此刻

所能做到，  并且很能痛快地做到的只有这一

种。［20］

但在 1938 年的“炮灰版”中，聂政的台词被改为：

是的，听你这样说，觉得这侠累实在是

罪不容诛。但不知有没有可以和他接近的机

会。［21］

聂政的“暗杀”色彩在修改中消失了，40 年代的

版本更在此处强调了侠累是“国贼”。40 年代的《棠

棣之花》强调正邪双方之间有着强烈的明暗对比：

正义一方的行为光明正大——剧本前的人物表强调

韩山坚“心地坦白”，严仲子在与聂政谋划之时也

不避外人。奸邪一方则显得“昏暗”——人物表中

的韩哀侯是“昏庸”，侠累是“阴险”。侠累常担

心他人暗算，并想给严仲子下毒。总之，从 1938

年的“炮灰版”开始，谋划刺杀的韩山坚、严仲子

和聂政不再是“暗杀”，反而象征着“明”，被刺

杀的韩哀侯和侠累则代表着“暗”。相比之下，在

《虎符》中，如姬将魏王意图谋害信陵君及其门客

的行为称为“暗杀”［22］。可见，“暗杀”和“暗”

在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心中已具有负面含义。

剧本中双方明暗关系的颠倒对应着真实的历史

变迁。清末民初是暗杀成风的时代。晚清革命党人

认为暗杀是革命的种子，秋瑾、邹容、刘师培和蔡

元培等人都曾参与或鼓吹暗杀［23］。郭沫若一度对

于“宁汉合流”之前作为武汉政府首脑的汪精卫抱

有极高期待［24］，而汪精卫曾以同盟会领袖的身份

于 1910 年参与暗杀摄政王。“创造版”中实行“暗

杀”的聂政，身上应当有着晚清革命党人的影子。

若要为之寻找原型，可以说，这一聂政形象与曾写

下名文《暗杀时代》、暗杀出国考察立宪的清廷五

大臣的吴樾有着暗合之处。在吴樾之前，史坚如刺

德寿、万福华刺王之春和王汉刺铁良等多起革命党

人的暗杀都几乎未伤及对象，吴樾则使清廷五大臣

受伤并另外毙伤数十人［25］。吴樾当场牺牲，“肠

腹崩裂，手足皆断，流血满地，备极惨状”，而且

“面目血污，模糊难辨，人不知其为谁，更不明其

宗旨”［26］。这一惨烈且难以辨认的死状正与聂政

类似。此外，吴樾的堂姐吴芝瑛是为秋瑾收尸的义

士，清廷搜查吴樾身份而不得、最终被桐城试馆里

的小孩认出，这些  细节亦与《棠棣之花》中聂嫈和

酒家女的故事有所呼应。郭沫若早年受到无政府主

义思想影响，曾十分崇拜暗杀者：

我们崇拜十九岁在上海入西牢而瘐死了的

邹容，我们崇拜徐锡麟、秋瑾。我们崇拜温生

材，我们崇拜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一切生存

着的当时有名的革命党人不用说，就是不甚轰

烈的马君武，有一时传说要到成都来主办工业

学校，那可是怎样地激起了我们的一种不可言

状的憧憬！［27］

徐锡麟、秋瑾和温生材都是持有暗杀主张的革命志

士。吴樾曾与陈独秀、秋瑾、柳亚子和章太炎等人

有交往，郭沫若应当也对其事迹有所知晓。《棠棣

之花》中的聂政，即使不能说是以吴樾为原型，也

可以说，他是郭沫若仰慕的晚清暗杀者们的缩影。

如果将《棠棣之花》分为聂政的刺杀与聂嫈和

酒家女的“认尸”两大故事，那么，早期的郭沫若

对前者更感兴趣。在《史记》的相应段落中，聂政

是故事的主体，聂嫈只是附属人物。在最早计划的

十幕版中，郭沫若首先完成的是主要写聂政的前五

幕，并未完成以聂嫈为核心的后五幕［28］。在最初

发表的“学灯版”和“创造版”中，聂政也是绝对

的主角。然而，从《聂嫈》开始，《棠棣之花》中

其他人物的戏份不断加重，聂政牺牲后聂嫈与酒家

女的“认尸”情节得到格外渲染。在 40 年代版本中，

聂嫈冒着危险“认尸”，是因为担心“我的兄弟永

远没有人知道”［29］。她阻止春姑自杀的理由，同

样是希望春姑传播聂政的故事。春姑也果然在临死

前宣扬了聂政和聂嫈的主张。在剧本的内在逻辑上，

聂嫈和春姑主动的“认尸”与“宣扬”使聂政的“暗

杀”色彩彻底消失。

事实上，暗杀在民国政府成立后的名声急转直

下。1913 年，宋教仁和徐宝山先后遭到暗杀，李

大钊因此写下《原杀》一文，指出“暗杀起于不良

政治”，进而批评暗杀是“以暴易暴，真实幸福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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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得也”［30］。1923 年，陈独秀也在《论暗杀暴

动及不合作》一文中批判暗杀是“小资产阶级出身

的改革家”的“消极的态度”，是“个人浪漫主义

的奇迹”。他认为，“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创

造武装的民众”和“积极的与民众合作”才是正确

的做法［31］。民国成立后，一方面，暗杀从晚清革

命者反抗专制的行动变成了专制者对付反叛者的阴

谋，另一方面，与有组织的武装斗争相比，暗杀也

被视为个人主义的消极行为。到了 40 年代国民党

特务统治下的重庆，尤其在“皖南事变”之后，“暗杀”

的负面含义更被强化。40 年代演出的《棠棣之花》

抹除了早期版本中的“暗杀”色彩，转而强调聂政

行为的光明磊落，正对应着现实中“暗杀”的负面

化，隐藏着反对阴谋政治和特务统治的呼声。

聂政的“暗杀”色彩在当时的评论中被进一步

抹除。剧本中仍被称为“刺客”的聂政在相关评论

中干脆被称为“游侠”。周恩来领导下的《新华日

报》开设了“《棠棣之花》剧评”专栏，其中由时

任周恩来文艺秘书的陈舜瑶写作的文章把聂政放在

“古代的游侠”谱系中［32］。常任侠称《棠棣之花》

有着“古游侠的壮烈史实”［33］，郭沫若本人后来

也称聂政为“游侠之徒”［34］。《史记》有“刺客”

和“游侠”的区分，聂政被归入《刺客列传》。这

些评论将聂政称为“游侠”而非“刺客”，显然是

为了避开“刺杀”所具有的阴谋意义和“刺客”对

于恩主的依附地位，而将之放在近代以来被章太

炎、梁启超和蒋智由等人阐释为“深明大义”的“游

侠”［35］谱系之中。在 40 年代的《棠棣之花》中，

聂嫈强调，如果不把聂政的精神流传出去，人们将

只把他当成“寻常的刺客”［36］。需要追问的是，

聂政是怎样一位“不同寻常的刺客”？早期版本中

作为“刺客”的聂政代表着晚清革命者不惧牺牲、

舍生取义的形象，那么，在后来抹除了“暗杀”色

彩、以“游侠”形象出现的聂政身上，郭沫若希望

展示怎样一种 40 年代政治所需要的新人格？

三 “真诚”：一种激进的政治美德

郭沫若的四部战国历史剧都包含着“真”与“假”、

“诚”与“伪”之间冲突斗争的母题。如前所述，《棠

棣之花》中的聂嫈和酒家女通过“认尸”之举使自

毁容貌的聂政显露真身，背后的逻辑是：一位正义

的政治人物应当以“真”示人。《屈原》中讲述了

南后和张仪对屈原的阴谋陷害，但郭沫若没有将其

写成一个智谋较量的故事，而是让满腔真诚地直抒

胸臆成为屈原几乎唯一的行动。郭沫若不惜以政治

人物在谋略上的幼稚为代价，也要极力突出其行为

的真诚与磊落。在《虎符》中，魏王想要弄明白如

姬的“真心实意”，但当唐雎对如姬假施法术、使

她说出魏王要暗杀信陵君的真话之时，魏王却将之

斥为胡言。这一情节揭示出：魏王虽想得到如姬之

“真心”，却无法容忍真正的“真话”，他的“真”

乃是一种“伪”。在《高渐离》中，秦始皇讲述了

自己“从容”“机敏”的对抗荆轲的故事，否认了

夏无且口中那个“只是在铜柱间逃来逃去的逃命”［37］

的版本。这也是对于当权者混淆真假的讽刺。这些

情节紧密地围绕着“诚伪之辨”展开，让即使不熟

悉历史的观众也可以对人物的立场一目了然：“假”

和“伪”就是恶，“真”和“诚”就是善；对“假”

和“伪”的揭露带来喜剧效果，显出人物的 滑稽与

低劣，而“真”和“诚”则显示出人物的崇高。借

用《屈原》中的台词：“我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事实俱在，我虽死不移”［38］，“真诚”构成了郭

沫若四部战国史剧中所有正面人物的共同政治品格。

将这些作品和同时期由“战国策派”代表人物

陈铨创作的话剧《野玫瑰》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双

方阵营在“真 / 假”“诚 / 伪”问题上有着意味深

长的差异。在《野玫瑰》中，汉奸王立民身边看似

与其关系亲密的各色人物，结尾处被一一揭示为肩

负不同使命的好人。这一反转意味着人们的表里可

能不一，看起来是恶的东西可能隐藏着善。后来中

国共产党阵营批评《野玫瑰》“美化特务”，指向

的正是剧本对于特务统治的阴谋与欺诈手段毫无反

省。而在郭沫若对于聂政和屈原等真诚、坦白的政

治人物的推崇中，则体现出另一种透明公开的政治

理想。在这些作品中，有过学医经历的郭沫若常使

用一种要把人体内部“看透”、“洗净”或“挖出”

的修辞。在《棠棣之花》中，当韩山坚想加入游女

队伍之时，严仲子让他把“肮脏的肺腑吐干净”［39］。

在《屈原》中，钓者说屈原的控诉和剖白震撼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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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骨节脏腑”［40］。在同样写于 40 年代但并

非战国主题的剧本《孔雀胆》中，阿盖也嘲讽了车

力特穆尔想要挖出“心肝”［41］的想法。“五脏六腑”

的修辞同样与“表里如一”相关，可见，在郭沫若

对于政治人物的评判中，“表里如一”的“真诚”

确实构成了重要的元素。

《棠棣之花》中有着《哈姆雷特》的影子。“十

字街头”一幕中守卫尸体的卫士们关于鬼魂的对话，

就与《哈姆雷特》的开头极为相似。卫士甲所说“大

凡疯子的面孔总是寡白的”［42］一语，与《棠棣之花》

的上下文毫无联系，却隐秘地指涉着哈姆雷特被反

复描述的脸色惨白。特里林指出，《哈姆雷特》和

莎士比亚的其他戏剧都贯穿着“冒充”情节，《皆

大欢喜》中的罗瑟琳、《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

都有过女扮男装的经历［43］。相比之下，在《棠棣

之花》中，聂嫈不仅为自毁面容的聂政扬名，自己

也由开始的女扮男装转而显露女身——“如何显露”

而非“如何冒充”构成了《棠棣之花》的戏剧动力。

《棠棣之花》与《哈姆雷特》之表现方式的最大差

异，在于聂政永远直抒胸臆，哈姆雷特则始终将意

图隐藏于各种“疯话”之中。郭沫若曾表示，《屈

原》和《哈姆雷特》的区别在于：哈姆雷特是“佯

狂而向恶势力斗争”，屈原则是“被恶势力逼到真

狂的界线上而努力撑持着建设自己”［44］。他指出

的正是二者之间“伪（佯）”与“真”的差别。

卢梭曾批评启蒙时期流行的戏剧观念，尤其指

出莫里哀的《厌世者》本质上是在赞美“伪善”。

因为它将心直口快、为人诚实、嫉恶如仇的阿尔塞

斯特表现为一个可笑的疯子，却赞美那些心口不一、

摆出“彬彬有礼的虚伪样子”的人［45］。卢梭反对

的是达朗贝尔对于剧院功用的歌颂。后者认为，由

于要取悦观众，剧院是无法促进道德的：

它导致人们偏爱社会上的做法与准则，而

不爱一丝不苟的正直不阿；因为，它将智慧看

成邪恶与德性之间的适中；因为，它说服观众

们相信：只要不是个彻底的恶棍，便足够成为

一名正派人了——这让观众大为宽心。［46］

莫里哀赞成的是作为“政治上适度者”的绅士，卢

梭却将这种“适度”看成另一种伪善［47］，因为适

度必然导向对于一个已经开始腐化的社会中普遍风

气的迎合，而对于世故练达之“智慧”的强调正是

一种“适度”的体现。卢梭影响了狂飙突进运动，

而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如歌德和席勒则对郭沫

若有着深刻影响。卢梭的主张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

郭沫若笔下人物的特殊性格。郭沫若宁可让他们显

出缺乏政治智慧的幼稚，也不愿放弃他们身上“言

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品格，这意味着，这些人物

不是“适度”与“智慧”的，而是以对于“真诚”

的高度坚守区别于常人。《棠棣之花》中的聂政和

春姑以及《高渐离》中的高渐离都与象征着世俗世

界的酒家格格不入，《屈原》中行为“适度”的宋

玉、表面上举止如仪的南后和善于辞令的张仪也与

屈原形成了鲜明对照，《虎符》中的如姬更绝非一

位优雅的贵妇。值得注意的是，《棠棣之花》和《屈

原》尽管广受欢迎，但其浓重的抒情色彩和反戏剧

性的特征其实有着拒斥大众趣味的倾向。在 1942

年与郭沫若的通信中，徐迟指出《屈原》第五幕的

长篇独白与《天问》相似，而“《天问》尽可以

不投合近来那大量的时髦而注重生意的剧作者的胃

口”［48］。同样，《棠棣之花》也曾因“有诗无戏”

而被应云卫和陈鲤庭拒绝导演［49］。最终执导《棠

棣之花》的石凌鹤有一番委婉表述：

我觉得与其说是热情的剧本，毋宁说是赞

美正义的壮丽的诗篇……作者是写实地用壮烈

的诗篇来讴歌这古代的英雄美人，同时用美丽

的情调来描写着可歌可泣的故事——虽则并不

必要曲折离奇。［50］

玩味此段，不难发现他对《棠棣之花》中“戏剧性”

的不足有所批评。《屈原》中的长篇大论并不符合

“时髦”与“生意”的标准，《棠棣之花》也并不

“曲折离奇”。与充满着多角恋爱和悬疑元素、以

舞女为主角之一的《野玫瑰》相比，郭沫若的战国

历史剧对于大众趣味有着内在的抵抗。总体而言，

这些绝非“适度”与“智慧”的情节正像卢梭所期

待的那样，撕裂了“社会上的做法与准则”，从而

以一种毫不妥协的激进达成更新社会风尚的效果，

通过对最彻底的真诚进行最激进的表现。

无论是以“明杀”反对阴谋，还是以最彻底和

激进的“真诚”反对伪善，都指向了 40 年代对于

民主政治的呼吁。阴谋和伪善在君主制和贵族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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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最大的邪恶，但在民主政治理念中则相反，“支

持民主政治的重要道德主张之一便是：在民主制

中，政治能够公开进行，并且摆脱操纵”［51］。和

崇拜“强国”之狠辣政治手腕的“战国策派”相比，

郭沫若捕捉到了“弱国”政治中存在着的“真诚”

品性，将之运用于对现代政治美德的构想。这是对

于历史的反向书写，也是对于历史逻辑的重新创造。

四 旧伦理的更新与扩张

郭沫若的四部战国历史剧都始于伦理教育的场

景。《屈原》开头处屈原讲解《橘颂》是对于“诗

教”的展示［52］，《棠棣之花》的第一幕则展现了

“丧礼”。虽然“三年之丧”的实行晚于聂政时代，

而且“侠与儒在精神上不相容”，但郭沫若不顾周

恩来的修改意见，仍为衬托聂政的孝心而强调“三

年之丧”［53］，可见对于“丧礼”的重视。《虎符》

始于投壶游戏，也即“射礼”。朱女与侯女约定输

者要向胜者叩头，侯女遵守约定，朱女输了却不肯

叩头。在后文中，朱女迅速出卖了如姬，而侯女则

离开魏王投奔信陵君。郭沫若的历史剧虽充满革命

精神，但其正面人物似乎仍是“守礼”之人。除了

对“礼”“乐”“射”与“诗教”等伦理教育方式

的展现，郭沫若的战国历史剧也对传统伦理本身多

有关注。在《棠棣之花》中，“三年之丧”是“孝”，

聂嫈和聂政之间有“悌”，酒家女不肯陪客人调笑

是“贞”，为聂政殉难是“烈”，聂政报答严仲子

的知遇之恩是“义”。刺杀国君非“忠”，郭沫若

以“爱国”对之进行替换。

在 30、40 年代，历史剧一直被拿来与“旧戏”

对比。刊于《新华日报》“《棠棣之花》剧评”

头条的文章《论历史剧》中，作者认为新兴历史

剧取代了两三年前对抗战将领加以“古装”的旧

戏风尚［54］。对旧伦理道德的遵从似乎可以满足旧

戏观众的观剧期待，不过，潜移默化中的改造，

才是郭沫若的真正目的。尽管其笔下的正面人物

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旧伦理的要求，但他们同时

更是新伦理的践行者。在《棠棣之花》中，酒家

女之“贞”在表面上表现为她不像其他人那样行

为放浪，在更深层次上则与其牺牲精神相关。酒

家母在为她送行时说：

万一死的果是聂先生，你要陪他死，那你

也就可以成为有名的烈女。［55］

“烈女”本是用以旌表守节者的词汇，在此处则一

语双关，同时指涉着酒家女的牺牲行为。同样，在

后文中，酒家女称聂政为“烈士”，称聂嫈为“烈

女”。此“烈”是革命烈士之“烈”，而非传统的“贞

节”之“烈”。《屈原》中也有一段类似的台词：

子兰 好的好的，算我枉费了唇舌。我们

恭喜先生成为圣人——

宋玉 婵娟，也恭喜你成为烈女啦！［56］

这里的“烈女”指向前文中婵娟的“不愿苟且偷生”

之语，同样指涉着牺牲精神。通过聂嫈、酒家女和

婵娟等女性角色，郭沫若为“烈女”注入了全新的

含义。相比之下，《高渐离》中的秦始皇在逼死怀

清并处死荆轲和怀贞之后，又下令表彰他们的“贞

烈”和“忠烈”。统治者对于“烈”的表彰与实际

的迫害之举形成对照，则体现出郭沫若对于传统“烈

女”观念的讽刺。

有学者指出，安分克己、忠诚孝悌和仁义礼智

信等被命名为“封建礼教”和“奴隶道德”的东西，

当表现于传统戏曲之时，或许并非对于等级制度的

妥协，而是隐藏着底层民众的“韧性抗争”精神［57］。

郭沫若的战国历史剧中看似充满传统的“封建礼

教”，但作家和评论者更重视的其实是“礼教”背

后的反抗精神和强劲生命力。在当时的评论中，《棠

棣之花》中的那些“孝悌贞义”被视为浓烈且真挚

的情感。李长之以“浓挚的情感”和“至情”等词

汇评价该剧［58］。陈舜瑶也指出，《棠棣之花》“所

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最纯真的恋爱——母子之爱、

兄弟之爱、朋友之爱、男女之爱，以及人类间最广

泛的同类爱”［59］。伦理道德被转化为“爱”与“情”，

其间的差异在于：前者“发乎情，止乎礼义”，需

要节制情感，而后者可以无限扩张；前者在费孝通

所谓从“己”出发的同心圆式“伦”［60］的关系中

展开，触及范围有限，后者则更具普遍性——正如

陈舜瑶所言，这是“最广泛的同类爱”。

这种可以无限扩张的、超出了“伦”之限定的

“爱”，最终成功地引发了观众 的普遍共鸣。《棠

棣之花》中的乐曲更有助于这种共鸣。当春姑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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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累曲》时，在“爱人呀，你还不回来呀？我们

从春望到秋，从秋望到夏”的歌词渲染下，春姑对

聂政的倾慕就化成了所有观众对聂政的呼唤。此外

还有第一幕和最后一幕都出现的“去吧，兄弟呀”

一曲。在第一幕中，它原本是姐姐为弟弟送行之曲。

“学灯版”中的第一句为：“去罢！二弟呀！”［61］

“炮灰版”将其改为“去罢！兄弟呀！”［62］这首

歌在此前的版本中只有第一幕中的聂嫈独唱，到了

40 年代版本中才加上了结尾处的众人合唱。“学

灯版”中“二弟”这一称谓使情感局限于聂嫈和聂

政二人之间，40 年代版本中的“兄弟”称谓和合

唱形式则使之扩展为一切革命志士的共同情感。

黄芝冈曾与郭沫若就《棠棣之花》展开讨论，

认为作为“诗剧”的《棠棣之花》具有“情感之强

力”，能让观众沉酣其中、丧失理智，进而被剧中

人物的情感所同化，从而“知人皆可为诗人侠士，

知自己和别人皆具有诗人侠士之心”［63］。这正是

使观众与剧中人物产生共鸣的过程。饱含“情感之

强力”的《棠棣之花》与强调“强力意志”的“战

国策派”主张似同而实异。此时的陈铨正在大论特

论“英雄崇拜”，提出要让拥有“强力意志”的少

数“英雄”引领群众前进［64］。而在郭沫若那里，

正如黄芝冈所言，“人皆可为诗人侠士”。于是，

强弱不在于武力或天才，而在于内在情感。要做一

个英雄，不必具备（只有少数人才有的）天赋异禀，

而只需（人人都有的）“情感之强力”。陈舜瑶曾

指出《棠棣之花》中“不是什么铁石心肠的超人，

而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凡人”［65］，可见这种

超人式的英雄和“人皆可为”的英雄之间的对比已

经存在于当时评论者的视野之中。

这种对于内在情感强度的强调或许要追溯到郭

沫若早年深受影响的阳明学。中国阳明学不仅强调

内心主体性的无限发挥，更重要的前提是“儒教的

大众化”；也即：放弃朱子学强调的、普通百姓无

法实现的、通过静坐内观来完成圣人性的个体修养

方法，转而提倡在实践中进行修养［66］。明末阳明

学曾提出了“无善无恶”的命题，甚至拒绝将孝、

悌、慈等伦理视为人的真情。而在其后，黄宗羲、

王夫之、颜元和戴震等人则开始考虑将自然欲望放

置在孝悌制度之中［67］。郭沫若试图在普通人的心

中发现可以成为“诗人侠士”的可能性，并以普遍

的同情共感、而不是严格恪守道德教条作为激发这

一可能的前提，让人看到了他思想中阳明学的影响

痕迹。再进一步，当普通人心中的“灼热之火”和

“情感源泉”被激发出来，前文讨论过的以普遍的

“诚”实现真正民主、反对阴谋政治的理想，也就

有了实现的可能。郭沫若笔下“人皆可为”的英雄，

通向的概念正是“人民”。

结 语

大力推动《棠棣之花》演出，并亲自为《新

华日报》头条的“《棠棣之花》剧评”专栏题名

的周恩来，将该剧本的主旨归纳为“士为知己者

死”，认为这不是封建思想，而是表达对党的感情

之深［68］。“士为知己者死”源自《史记·刺客列传》，

但周恩来在 40 年代重新采用这一评语，则似乎别

有深意。就《棠棣之花》中的表述而言，郭沫若将

聂政的刺杀从《史记》版本中的为“知己者”严仲

子报仇改写成了为晋国统一而杀侠累，在表面上看，

这符合 40 年代“望合厌分”、共同抗战的政治主

题［69］。然而，正是“士为知己者死”这一潜在的

故事原型，才让文本中政治主题并未流于生硬的口

号，而是渗透着饱满的情感。周恩来重新点出“士”

这一主体，其实提醒我们《棠棣之花》内在召唤着

某种作为“理想观众”的“士”，而剧中那些充满

诗情、拒斥大众庸俗趣味的部分则正是为吸引他们

而作。总结起来，《棠棣之花》无论是刺杀行动从

“暗杀”转为“明杀”，还是反对伪善、强调彻底

的“言行一致”，亦或是将传统伦理扩张为无远弗

届的“情感强力”，对“诚”之深度与力量的强调

都构成了《棠棣之花》所极力展现的美学风格。“诚”

与“知己者”相关，它将政治选择的问题化为了情

感选择的问题。在政治局面晦暗不明或政治主张难

以表达之时，“知己者”成为对于正当性的表达。

而最后的“死”，则是对 40 年代中国的“危机时

刻”的精炼概括，更构成了一种具有决断意味的、

召唤行动的力量。在以《棠棣之花》开端的郭沫若

40 年代战国历史剧中，“危机”、“美学”与“政

治”三者实现了互相激活：“危机”促成“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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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变，二者为“美学”赋予内在的强度；反过来，

“美学”也因“危机”而获得内涵与活力，从而为

“政治”构想出可感可亲的血肉身体和丰富的远景。

在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历史剧中，“诚”构成了

核心的美学风格和政治诉求。这与他早年在《女神》

和《三叶集》中体现的浪漫主义诗学精神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同时也要看到，40 年代进入历史剧时

代的郭沫若已经与 20 年代的诗人时代拉开了距离。

这一点强烈地体现在郭沫若与黄芝冈关于历史剧

与“诗”之关系的争论中。黄芝冈认为《棠棣之花》

是“诗剧”，但也批评其中“东孟之会”等内容

“没有诗趣”而失之“庸俗”。郭沫若则提出“诗”

不是“那样消极的东西”，“由‘墓地’到‘十

字街头’是我的目的”［70］。这体现出二人所持

“诗”之理念的分歧。40 年代的郭沫若在谈到历

史剧时，有一句名言曾被后来研究者反复引述：

史剧家是诗人，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

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

可能发生的事件”［71］。这句话指出了“诗”相对

于“史”的虚构属性，但更重要的是，它勾连着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关于“诗”具有“普遍性”

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诗之所以可以表达“必

然”，是因为它描述的是“普遍”，而历史因为

只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所以只能描述“具体

事件”——也即“特殊”［72］。只不过，亚里士多

德在“诗”所展示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中看到的是“哲

学性”，而郭沫若则将这种必然性和普遍性落实

为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必然性

的强调——这才是 40 年代郭沫若眼中的“诗”之

内涵。黄芝冈强调“诗剧”具有使人沉酣的情感

强力，但其中也隐藏着非理性的危险。然而，在

40 年代的郭沫若这里，因为“诗”与“必然性”

相关，所以它导向的不再是因情感被煽动而进行

的无理性行动，而是在掌握历史发展方向之后选

择的理性行动。郭沫若 40 年代的历史剧中依然洋

溢着诗性，充满“真情”与“真诚”，但这已经

告别了简单的浪漫主义，而是因其与历史必然性

的关联而最终通往“真理”。郭沫若 40 年代的历

史剧，正是他在抗战时期所写出的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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