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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小說與京劇電影中尤三姐形象及其所表達之主題的異同 

一、 緒論 

1、研究概況 

據小說《紅樓夢》改編的戲劇——紅樓戲，對於《紅樓夢》的傳播產生了很大的作用。京

劇電影作為紅樓戲的影像保存方式，值得研究。而前人對由《紅樓夢》改編的京劇電影之研究

甚少，台灣地區不少研究將焦點集中在小說中所體現的文化、心理方面，如飲食1、禪思2、喪

葬禮俗3研究等；大陸的紅學界則對小說版本4、作者5等考據收穫頗豐，對京劇電影方面的研究

不多，現有研究也多從藝術形式出發，研究電影的鏡頭感等6。僅有少量研究是從文本角度來

分析「紅樓夢」京劇電影的改編。光祖是比較早的將「紅樓」戲曲做概述的學者7，〈京劇「紅

樓戲」改編研究〉
8
是從小說改編成戲曲的角度分析，而有關京劇電影的研究多是概述，暫未

有研究將京劇、電影、紅樓這三元素全部放在一起做全面統一論述者。 

 

2、研究目的 

尤三姐這個人物形象，在紅學界中常作為一個反封建統治和腐朽思想的形象被討論。從小

說的角度出發，原著中的尤三姐，是一個潑辣、淫蕩的「淫奔女」。而當這個形象被搬上熒幕

的時候，則變成了另一個尤三姐，一個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上的女神，吳永剛導演 1963 年的

京劇電影《尤三姐》對於這個人物形象的刻畫可謂是一個典型。本研究試圖從京劇電影的文本

入手，分析其對於原著小說人物、主題等方面的改編，從而管窺當時社會、政治環境，意識形

                                                      
1
 陳德昭：〈《紅樓夢》之飲食研究〉，載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編：《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紅樓夢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2010 年），頁 1-10。 

2
 邱麗靜：〈從盛筵必散探討紅樓夢不二禪思〉（玄奘大學碩士論文，2013 年 6 月）。 

3
 徐福全：〈《紅樓夢》的白事〉，載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編：《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紅樓夢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2010 年），頁 105-158。 

4
 魏绍昌：《紅楼梦版本小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 

5
 谢志明：《紅樓夢作者新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 

6
 何昆達：〈戲曲電影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 年 5 月）。 

7
 光祖，〈「紅樓」戲曲概述〉,《四川戲曲》2001 年第 2 期（四川：四川省藝術研究院，1993 年 7 月），頁 15-17。 

8
 裘寧寧：〈京劇「紅樓戲」改編研究〉（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4 月）。 



態、導演自身等元素對戲曲改編的影響，以此推理京劇電影文本生成之規律。 

 

3、文獻回顧 

3.1 歷來紅學界對原著中尤三姐人物形象及其所表達主題之主要觀點概述 

對於原著小說的研究中，尤三姐的形象具有抗爭性這一點是所有研究公認的。只是由於小

說的版本問題，紅學界對其不同版本（脂評本和程高本）中的反抗性存在爭議，本文只討論原

著中的形象，因此這部分研究不做贅述。對於原著中的尤三姐，學術界眾多研究普遍認為她的

形象特點有淫蕩9、剛烈10、清醒（或慧眼識人）11等，同時，此形象也體現出了悲劇性，這個

悲劇性背後的成因是不是誤會，而是規定「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封建禮教12。比較有代表

性的研究認為，這部分情節的主題是，通過尤三姐先淫奔後改過的形象揭露了封建禮教、封建

階級腐朽落後，表現出對婚戀自主、個性解放的爭取，對於腐朽的封建階級壓迫的反抗13。 

3.2 改編原則 

現有研究表明，影響改編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可分為三方面：時代政治背景，改編前後藝

術形式的轉換造成表現上的差異，以及改編者自身的情況。 

 從大背景來看，20 世紀京劇「紅樓戲」的改編史與 20 世紀的政治是同步發展的14。民國時

期，由《紅樓夢》小說改編的京劇，其主題基本都是具有反封建性的。例如當時的《紅樓二尤》

中的尤三姐形象就「與當時提倡婦女解放、婚姻自主的民主主義思潮相一致，具有鮮明的反封

                                                      
9
 白盾：〈「淫奔女」與「精神上的女神」——論程、脂兩本兩個尤三姐〉，《湖北大學學報》1997 年 02 期（湖

北：湖北大學，1997 年），頁 36。 

10
 王瓊：〈試論「兩個」尤三姐形象〉，《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第 16 卷，第 2 期（浙江：紹興文理學院，1996

年），頁 38。 

11
 王建居：〈重讀《紅樓夢》,再論尤三姐〉，《中國校外教育》2014 年 01 期（北京：中央科教所、教育部教育

髮展研究中心、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發展中心、中兒中心、全國校外教育聯席會，2014 年），頁 197。 

12
 林朝虹：〈尤三姐形象的社會認知價值〉，《湖南工程學院學報》第 11 卷第 2 期（湖南：湖南工程學院，2011

年），頁 69。 

13
 劉永良：〈兩個版本系統 兩個尤三姐形象〉，《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第 27 卷（浙江：浙江師範大學學報，2002）， 

頁 14-15。 

14
 裘寧寧：〈京劇「紅樓戲」改編研究〉（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4 月），頁 18。 



建色彩」15。《紅樓二尤》的演出者曾表示，戲曲就是要反映封建社會黑暗的社會制度和舊式婚

姻束縛下婦女悲慘的命運16。民國之後，從建國後到文革之前，改編的京劇主題則是帶有了階

級色彩17。當時的戲曲基於「推陳出新」的指示，從「整舊」和「創新」兩方面來整理、改編、

新編舊有的劇目18。而改編之後的電影作品，普通的倫理道德問題、人物關係等，大多與政治

生活掛鉤19。這部京劇電影上映的第二年，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這對於京劇

的發展有好壞兩面的影響。其中一個負面的影響就是，把京劇的編演不恰當的高度，誇大了階

級鬥爭20。這側面說明《尤三姐》上映時，處於戲曲走向極端政治化的一個過渡期。這樣一個

特殊的時期，為了配合時代政治的需要，當時戲曲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澄清舞台形象，將一些

負面的中國人的舞台形象清除21。也就是說，改編會受時代政治背景的影響，將人物形象做一

番改動。 

從藝術形式來看，小說與戲曲電影本身就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藝術形式的不同也會對

改編產生影響。小說可以敘述平淡的故事，而戲劇決定了戲劇電影必須要有一連串的衝突22。

戲劇需要展開衝突，讓雙方進行多回合的較量，這個較量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到高潮部分展

開全劇最後一次決定鹿死誰手的較量，且戲劇中每一個衝突就是一場戲，每場戲裡面都有自己

的起承轉合23。戲劇電影作為戲劇的一種影視載體，為了呈現出衝突，勢必在人物形象和人物

之間關係上做出改變。 

對京劇電影而言，其作者不是編劇，而是導演。《尤三姐》的導演吳永剛自身，與這部京

劇電影的文本生成是有必然聯繫的。吳在拍此電影之前屬於「右派」，當其重獲導演的職位時，

                                                      
15
 裘寧寧：〈京劇「紅樓戲」改編研究〉（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4 月），頁 20。 

16
 荀慧生，《紅樓二尤的表演和唱腔，荀慧生表演散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頁 79。 

17
 裘寧寧：〈京劇「紅樓戲」改編研究〉（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4 月），頁 20。 

18
 朱穎輝：《當代戲曲四十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 年），頁 5。 

19
 胡鞠彬：《新中國電影意識形態史（1949-1976）》（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5 年），頁 108。 

20
 高義龍，李曉（主編）：《中國戲曲現代戲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 年），頁 247。 

21
 朱穎輝：《當代戲曲四十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 年），頁 7。 

22
 劉一兵：《電影劇作觀念》（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6 年），頁 5。 

23
 同上。 



導演的作品都「小心翼翼地把持著」24。他在此劇中把尤三姐與蓮花放在一起，喻三姐之出淤

泥不染，最後被冤枉，自盡以捍衛名節。吳在此時期導演的其他的角色，如李秀英，與尤三姐

同為剛烈女，前者隱忍，等待真相大白，後者自刎，決絕，捍衛名節。兩種不同的抗爭，常常

集於含冤之人一身，吳永剛便是這樣的人25。由作者觀之，這京劇電影的改編必然受現實中作

者影響。 

 

二、 文本分析 

1、小說與電影中尤三姐形象相同之處 

小說和電影中人物形象的共同之處在於：人物能夠自知與知人，具有抗爭性、進步的婚戀

觀念。 

自知，表現在她頭腦清醒，明白自身條件和現時處境。知人，表現在她能識破二賈真面，

及知道柳湘蓮是值得託付之人。書中尤三姐對自己和姐姐的定位是「金玉一般的人」26，二賈

是「兩個現世寶」27。如今寄人籬下，兩姐妹也被「沾污了去」28「當粉頭取樂」29。從尤三姐

斷簪立誓，非柳郎不嫁可知，若非慧眼識人，知柳郎可付終身，她斷不會這麼斬釘截鐵。電影

對尤三姐的清醒更是刻畫得入木三分：她清醒地知道自身條件如何——「姐妹生來金玉質，平

白受盡那惡犬欺」30。在思量一番現時處境之後，她發覺「看此情景，我也不能在此久留」31，

於是說出了嫁柳湘蓮的想法。尤老娘勸說柳湘蓮「窮得很」32時，她更是有著一般女子沒有的

                                                      
24
 宋澤雙：〈赤子之心長不泯：吳永剛的電影世界〉（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 4 月），頁 45。 

25
 宋澤雙：〈赤子之心長不泯：吳永剛的電影世界〉（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 4 月），頁 45。 

26
 曹雪芹 高鶚著 中國藝術研究院 紅樓夢研究所 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931。 

27
 同上。 

28
 同上。 

29
 曹雪芹 高鶚著 中國藝術研究院 紅樓夢研究所 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930。 

30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10:18-1:10:38。 

31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12:40-1:12：47。 

32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14:41-1:14:46。 



見識——「莫把貧富論兒郎」33，誇柳郎「不畏豪強」等優秀品質34，慧眼識人由此可見一斑。 

自知與知人作前提條件，尤三姐開始了她的抗爭。她抗的是寄人籬下、受人擺佈、忍氣吞

聲的命運；抗的是媒妁之言、攀附權貴的封建禮教與世俗眼光。而她爭的，則是尊嚴和婚姻自

主。於是在書中才有她鬧酒的情節：把二賈趕走，反抗二人仗勢欺人。論嫁時，她爭取愛情的

自主權，定要「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35，若他人揀擇，任憑那人「富比石崇，才過子建，

貌比潘安」36，自己心裡進不去也不要。在電影中，她同樣對抗二賈，令他們感歎「從來沒有

見過這樣厲害的姑娘」37因而不敢再輕薄造次。並且表明寄人籬下也不能自輕自賤，不做「忍

耐」——「人家就是看著咱們母女軟弱，才存心欺負」38。在維護自己尊嚴的同時，她還要與

封建禮教及世俗做抗爭，「有錢有勢之人，非我所願」39，而那無錢無勢的，只要合心意就「清

貧到死也無妨」
40
。 

綜上可見，改編後的京劇電影中，保留了人物的抗爭性，而這種保留是與時代政治背景有

密切聯繫的。這部戲曲電影製作和上映都正處於電影史上新中國「十七年」時期，這一時期「戲

曲電影中女性形象，所彰顯的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是帶有政治意圖和革命思維的」41。這是由

於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需要廢除許多不合時代思潮的落後思想觀念，解放婦女，而戲曲電影

是傳播新理念的一個途徑。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42的方針下，戲曲

電影中的階級觀念越來越鮮明，女性反抗精神也更加強烈43。除了階級鬥爭和女性為維護自身

                                                      
33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14:59-1:15:02。 

34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15:03-1:15:21。 

35
 曹雪芹 高鶚著 中國藝術研究院 紅樓夢研究所 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933。 

36
 同上 

37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02:45-1:09:08。 

38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11:15-1:11:22。 

39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13:03-1:13:10。 

40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15:26-1:15:31。 

41
 趙曉紅 汪博：〈「十七年」戲曲電影女性形象探析〉，《東方論壇》，2012 年第 1 期（山東：青島大學，2012

年），頁 73。 

42
 趙曉紅 汪博：〈「十七年」戲曲電影女性形象探析〉，《東方論壇》，2012 年第 1 期（山東：青島大學，2012

年），頁 72。 

43
 同上。    



的反抗，同樣被強調的還有進步的婚姻觀念。近代以來，「包辦婚姻」的觀念遭到沉重打擊，

新中國成立後，便制定和實行《婚姻法》，保護男女婚姻自由、權利平等，結婚雙方必須完全

自願；並強調改變「金錢取人」「門當戶對」的擇偶觀，代之以「以愛情為基礎」的擇偶觀44。

戲曲電影中人物的抗爭性、進步的婚戀觀，正符合這個時代的需要，因此改編為戲曲電影後，

這些人物特點都被保留；而「自知」且「知人」，作為抗爭的前提條件，同樣被保留了下來。 

 

2、 小說與電影中尤三姐形象不同之處 

2.1 整體形象之改變——以「鬧酒」情節為例 

電影對此部分的情節改動很大（可參考附件），可分三部份探討：鬧酒前、鬧酒、鬧酒後。  

鬧酒前，小說中為尤二姐與尤老娘「會意」，為賈珍、尤三姐製造獨處機會。而尤三姐對

於愛情的專一不影響其享受淫樂，她毫無避諱地與賈珍「百般輕薄」45，讓僕人都「看不過」46，

紛紛躲避。電影將此情節刪去，換為另一情節：喪失人倫的賈珍，對已成為弟媳婦的尤二姐心

懷不軌。尤三姐為保護二姐，不得已與賈珍接觸，並正面與賈珍爆發衝突，將其冷嘲熱諷後趕

走。由於電影中的尤三姐是完全的貞潔烈女，不願與二賈有接觸，那麼尤二姐就發揮了一定作

用：一是使情節更加順暢合理。二姐被調戲，求助三姐，讓尤三姐可與賈氏接觸，在鬧酒前產

生衝突，醞釀之後鬧酒時更大的衝突；二是尤二姐為人懦弱，面對賈珍的調戲，只知躲避，能

側面襯托出挺身而出的尤三姐，是勇敢、正義、堅強的。當不得不面對二賈的時候，電影中加

入了一段尤三姐的心理描寫：「若不撕破面皮發個狠，要保我的清白就萬不能。罷罷罷，狠了

心腸我鬧他一陣」47，同時配有演員「豁出去」的表情。這是強調人物本身沒有「潑辣」的負

面形象，而是被逼無奈，為保貞潔才強裝潑辣。這也是為了體現人物的勇敢、堅強的性格優點。 

                                                      
44
 姚立迎：〈新中國十七年（1949-1966）婚姻觀念的嬗變〉，《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9 年第 5 期（北京：首

都師範大學，2009 年），頁 10-12。 

45
 曹雪芹 高鶚著 中國藝術研究院 紅樓夢研究所 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927。 

46
 同上。 

47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56:20-56:42。 



由上可見，對鬧酒前情節的處理，是將表現尤三姐淫蕩形象的情節刪除，加入正面的情節，

徹底改變原來人物的淫蕩形象，初步塑造一個潔身自好、正義、堅強的形象。這個形象在後面

也越來越典型、深刻。 

鬧酒時，原著中對人物淫蕩形象表現，或通過淫態描寫：「大紅襖子半掩半開，露著蔥綠

抹胸，一痕雪脯」48、「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餳澀淫浪」49、「他那淫態風情，反

將二人禁住」50二人沒想到她「這等無恥老辣」51，她更是把「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52當做

一種享受，享受「嫖了男人」53的過程；或通過動作描寫：「自己綽起壺來斟了一杯，自己先喝

了半杯，摟過賈璉的脖子就灌」54。電影中，演員則沒有表現出這些淫態，也沒有與二賈做出

親密動作，而是表現尤三姐為震懾二賈強裝潑辣，以及強裝淫蕩——「這屋子裡也沒有外人，

就是你們這哥倆，過來，咱們一塊兒來親近親近吧」
55
。強裝潑辣與淫蕩，為了以其人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對抗淫蕩的二賈。這是為了改變尤三姐的淫蕩形象，同時也塑造堅強的正面形象。 

這一部分，與「鬧酒前」相比，電影還花了些功夫來強化人物的正面形象，表現人物的機

智，以及雙方勢力的絕對對立。為表現人物的機智，電影加入細節——飲酒前點燈。當二賈表

示飲酒不需燈亮時，尤三姐的反問「難道你們姓賈的，都喜歡在暗中行事嗎？」56，一來諷刺

                                                      
48
 曹雪芹 高鶚著 中國藝術研究院 紅樓夢研究所 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931。 

49
 同上。 

50
 同上。 

51
 曹雪芹 高鶚著 中國藝術研究院 紅樓夢研究所 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930。 

52
 曹雪芹 高鶚著 中國藝術研究院 紅樓夢研究所 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931。 

53
 同上。 

54
 曹雪芹 高鶚著 中國藝術研究院 紅樓夢研究所 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930。 

55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04:59-1:05:12。 

56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57:34-57:42。 



二賈的行為見不得光，二來象征人物自身光明磊落。接著，電影運用「打背躬」57，一邊表現

二賈自以為得逞，一邊表現尤三姐內心的活動「笑你們這無恥的狂徒就枉用了心」58，展現出

兩方完全對立的想法。再後來衝突正式爆發之後，尤三姐說反話，一針見血指出榮寧二府的骯

髒，表面書香門第，背地裡什麼都做得出來，「哥倆和一個小姨子，這怕什麼？」59。反問、

製造反差、說反話，都是「以反求正」，讓尤三姐達到羞辱二賈的目的，這種言語攻擊的展現，

是為了顯示人物作為一介女流的智慧。同時，這些「反」也強調了人物的出淤泥而不染，雖然

表面上雙方身處一處，但電影明顯展現出雙方勢力的絕對對立。這種對立還能在電影對人物語

言的細微改動中觀察出。原著中尤三姐罵賈璉道：「若大家好取和便罷」60，倘若有一點過不

去，就把賈家的壞事抖出來；電影中則是「你們待我姐姐好好的便罷」61。「大家」包含尤三姐，

「姐姐」僅指尤二姐，說明尤三姐根本就不想與賈氏有任何瓜葛，雙方界線分明，沒有一絲相

容之處。 

在「鬧酒前」的部分中，添加和突出了一些人物優點，人物形象初具雛形；那麼「鬧酒時」，

則突出人物的機智，讓人物的正面形象更加豐滿。並且，潑酒62、諷刺63、攤牌64、警告65一氣呵

成，能更突出對立勢力之負面形象，以及雙方的對立、矛盾的不可調和。 

 鬧酒後，原著中尤三姐「嫖了男人」66，酒足興盡後將二人趕出房門，回屋睡去。並在之

後的日子裡，仍然「打扮出色」67，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68讓男子「欲近不能，欲

                                                      
57
「打背躬」是戲曲表演的一種手法，指劇情發展中，二人以上在場，一些角色用唱、念、表情、動作等來表達

內心活動。通常是遮住臉部，向觀眾進行表述，假設同台其他人物未曾聽見。此處，尤三姐唱出內心想法，同時

同地，二賈在一旁作互作交流、得逞之狀，是為「打背躬」。 

58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59:30-59:42。 

59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05:15-1:06:03。  

60
 曹雪芹 高鶚著 中國藝術研究院 紅樓夢研究所 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930。 

61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07:30-1:07:45。 

62
 跟二賈「喝雙杯」的時候，假意嫵媚，最終未讓二賈佔便宜，反將酒潑到二人身上。 

63
 說「背地裡你們什麼亂七八糟的事兒做不出來啊」等，諷刺榮寧二府。 

64
 直接地指出賈璉誆騙了二姐，仍不滿足，如今「又打你三姑奶奶的主意了」。 

65
 警告二人，如果二姐被欺負，她絕對有本事把二人的「牛黃狗寶都掏出來」。 

66
 曹雪芹 高鶚著 中國藝術研究院 紅樓夢研究所 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931。 



遠不捨」69，由是賈珍才不捨得把她聘出去。甚至還破罐破摔，「趁如今我不拿他們取樂作踐

準折，到那時白落個臭名，後悔不及」70，乘勝追擊，趁勢報復二賈，滿足自身的物質慾望。

電影中，鬧酒後尤三姐委屈得哭，又一次強調「潑辣」是被迫裝出來的。並對母親、姐姐表達

不做忍耐要與二賈對抗到底的決心，對柳郎的專情，和自己的婚戀觀念71：「有錢有勢非我所

願」，不以「貧富論兒郎」，「俠骨柔腸」「照人肝膽、不畏豪強」的人，才是值得愛的人，與

之一起「清貧到死也無妨」，最後斷簪明誓，忠於愛人。此處的尤三姐取得勝利後，未對二賈

做出後續動作，人物僅是表明己心。這部分教化成份較多，通過人物對擇偶標準等的自述，傳

達正確的婚戀觀。電影中演員的腔調、表情、言辭、動作、心理活動72等細節比小說中豐富，

這也深化尤三姐弱者和反抗者的雙重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小說和電影都通過尤三姐這個

人物表達了進步的婚戀觀，但電影中的婚戀觀可多表達一點：精神和身體，都忠於愛人。 

總結而言，「鬧酒」整個情節中，尤三姐人物形象從潑辣淫蕩，變為清白、正義、堅強、

機智、忠誠、敢於反抗；雙方勢力則體現出絕對的對立，沒有交融處；人物傳達了一套非封建

的、進步的價值觀。 

形象的改變背後，是對於主題表達的不同。原著中的人物最大的特點是：本身淫奔潑辣，

後來改過守份。這樣的人物不被接納，是為了表達主題——「揭露了封建禮教殺人不眨眼的本

質」73；同時表達出對婚戀自主、個性解放的爭取，對於腐朽的封建階級壓迫的反抗74。在這一

點主題表達上，小說與電影相同，都是揭露封建社會黑暗、封建壓迫階級邪惡、舊式婚戀束縛

人們。而不同在於，小說的主題側重於「揭露」和「諷刺」，而電影主題在「揭露」和「諷刺」

                                                                                                                                                                                  
67
 同上。 

68
 同上。 

69
 同上。 

70
 同上。 

71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14:51-1:15:35。 

72
 當賈璉要三姐陪酒的時候，三姐先是一愣，然後唱了幾句搖板，這幾句便是心理活動。後面二人「打背躬」的

時候，尤三姐也唱出了心理活動。 

73
 林朝虹：〈尤三姐形象的社會認知價值〉，《湖南工程學院學報》第 11 卷第 2 期（湖南：湖南工程學院，2011

年），頁 69。 

74
 劉永良：〈兩個版本系統 兩個尤三姐形象〉，《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第 27 卷（浙江：浙江師範大學學報，2002）， 

頁 14-15。 



之於告知觀眾如何「行動」：首先要反抗，面對邪惡的壓迫階級，就要像尤三姐一樣，明白敵

對勢力是因己方勢力軟弱才「存心欺負」75，並堅決反抗被人欺壓。第二，要潔身自好，保持

清醒，不隨波逐流，不與對立階級有任何交集，絕不相融。這一點除了從尤三姐本人的做法可

以看出之外，尤二姐這個人物也能很好的反襯出尤三姐的清醒與高潔。第三，要秉持戀愛自由、

以真愛為基礎的婚戀觀和擇偶觀，不以貧富等外在條件為婚戀嫁娶標準，並且精神和身體都是

忠於愛人的。 

原著小說改編為電影的過程中，改塑形象、改變主題，究其原因大概可結合當時的時代背

景、戲劇本身的藝術特點、導演自身的因素等來分析。 

（1）「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的強調與京劇電影的改編 

從建國後到文革時期，改編的京劇主題基本上都帶有階級色彩
76
。這一時期的電影，普通

的倫理道德問題，大多與政治生活相關，劇中的人際關係，也常被轉化為階級鬥爭等77。京劇

電影《尤三姐》1963 年上映，正處於這段時期。在這之前 1960 年 7 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

第三次代表大會中提出，「在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方向下實行百花齊放、百

家爭鳴和推陳出新」，「是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最正確、最寬廣的道路」78；以及在 1962 年黨的

八屆十中全會將「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79等。結合《尤三姐》京劇電影改編所處的時間段

和幾個臨近的時間點的政治環境和文藝政策，可以推論出，是次改編背後強調了兩樣東西——

階級鬥爭、社會主義。 

尤三姐和二賈本就是兩個不同階級的人物，原著中尤三姐淫蕩的負面性質，與二賈所處的

階級是相融的，也就是說兩個階級有交集。這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可以說是不允許的，階級與

階級之間必有清晰的界限，兩種階級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絕對對立。因此該形象在京劇電影

中被改塑成出淤泥而不染，與壓迫階級對立、鬥爭。 

除階級鬥爭外，還強調社會主義是美好的，教化人們珍惜現在的新社會，反抗舊社會留下

                                                      
75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11:13-1:11:22。 

76
 朱穎輝：《當代戲曲四十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 年），頁 5。 

77
 胡鞠彬：《新中國電影意識形態史（1949-1976）》（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5 年），頁 108。 

78
 党秀臣：《中國現當代文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336。 

79
 同上。 



的應被淘汰的階級、婚戀觀念等。其做法是清除舞台上庸俗、侮辱自己民族的形象80——所以

淫蕩形象被清除；並展現封建社會的陰暗，來襯托社會主義的光明。當觀眾看到一個貞潔烈女，

實無過錯，因受壓迫階級惡名拖累而不得善終，改編後的主題就能得到體現；如果換做是原著

中的淫蕩潑辣形象，則效果會減小甚至沒有。 

(2) 戲劇本身的特點與京劇電影的改編 

戲劇有著小說不需要特別強調的教化作用，這是戲劇的一個特點。戲劇的「教化論」古已

有之81，所謂「教化作用」簡單來說是出於統治階級的提倡，戲劇宣揚一些道德倫理、價值觀

等，並要受到觀眾的認同，能起到規範其思想或行為的作用。民國時期的中國剛結束封建社會，

當時的的紅樓戲注重反封建性，戲劇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敢於向封建勢力宣戰，堅守自己的清

白和情操」
82
「提倡婦女解放、婚姻自主」

83
，這就是教化的目的。建國後到文革時期，戲劇中

的女性形象沿襲了之前抗爭和清白的品質，為了教化的作用，人物形象必改塑為清白的。 

小說對人物事件可以鋪開來寫，戲劇則受到時間、空間等方面制約，因此小說改編戲劇就

要求矛盾更突出84，將生活中較為本質的、激烈的場面，加以提煉概括，達到劇場效果85。當矛

盾雙方沒絕對對立的時候，這個矛盾就得到突出，如果人物形象亦正亦邪，正邪界限模糊，矛

盾得不到突出，甚至有些矛盾根本就無法體現。而戲劇的衝突律則是要圍繞一個貫穿衝突展開

情節，情節中要讓矛盾雙方進行多個回合的較量，且較量要一次比一次激烈，以此展開衝突86。

於是，尤三姐與二賈始終對立，不斷地創造衝突；並且加入尤三姐保護二姐，趕走賈珍的一場

小矛盾衝突，放在鬧酒前的情節，除了塑造形象，也能為後面更大的衝突鋪墊。 

                                                      
80
 當時戲曲改革第一步，是要澄清舞台形象，要「清除野蠻、恐怖、猥瑣、奴化、庸俗、侮辱自己民族和傷害中

國人民自尊心的種種舞台形象」。詳參 朱穎輝：《當代戲曲四十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 年），頁

7。 

81
 有關「教化論」的詳細論述，詳參 王夢佳：〈中國古代戲曲「教化論」的流變〉《理論建設》，2013 年第 5

期（安徽：中共安徽省委党校，2013 年），頁 93-97。 

82
 裘寧寧：〈京劇「紅樓戲」改編研究〉（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4 月），頁 19。 

83
 裘寧寧：〈京劇「紅樓戲」改編研究〉（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4 月），頁 18-19。 

84
 裘寧寧：〈京劇「紅樓戲」改編研究〉（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4 月），頁 23。 

85
 張庚 郭漢城 主編：《中國戲曲通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 年），頁 275。 

86
 劉一兵：《電影劇作觀念》（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6 年），頁 5。 



(3)導演自身的傾向與改編 

改編作品與改編者的個人主觀傾向性有關87。吳永剛導演本就「為人耿直、作風正派」，且

曾表示一定做到「哀而不怨，樂而不淫」，在文革的襲擊下，也未動搖88。衝突是為「哀」，報

復是為「怨」；得嘗勝利是為「樂」，報復、滿足自身物質欲是為「淫」89。改塑後的人物形象

作風正派，沒有鬧酒後進一步報復的行為，也可以看做是導演自身的一個寫照，導演傾向於這

樣一個人物形象，於是才有了改塑後的尤三姐。 

 

2.2  細節中形象的改變——以「柳郎毀約」情節為例 

原著中「柳郎毀約」情節非常簡單：三姐在房中聽見柳郎要毀約，覺得柳郎「嫌自己淫奔

無恥之流，不屑為妻」
90
，於是抱劍來到柳郎賈璉旁邊，毫無辯解之詞，自刎而死。電影中，

此情節被作為高潮部分來處理，是最激烈的衝突部分，該部分加入了許多人物之間的對話，這

些對話使得尤三姐這個人物形象更為飽滿，同時也豐富了主題。 

 首先，尤三姐不是不置一詞自我了斷，而是苦苦為自身辯解：「想我雖然身居骯髒之地，

卻還是清白之身」91，「清者自清，濁者自濁」92……一席話說得義正言辭、頭頭是道、據理力

爭。在這種情況下，柳湘蓮的一句「身居骯髒之地，就難說清白二字。不過三姐乃一懦弱女

子，……並無責怪三姐之意」93勢必讓盡知前事的觀眾，清楚地看到柳湘蓮此言完全誤會三姐，

三姐一來清白，二來雖為女兒身但不懦弱、可自保。這就強化了導演最為想要強調的地方——

一介女流也能不畏逆境、堅強反抗、自保清白，這是這個形象最為突出之處。前文提到作者保

留了原著中「抗爭性」的人物形象特點，這一性格貫穿整套電影，至此也不忘強化。相比於小

                                                      
87
 例如紅樓戲中，有些改編者願意抑釵揚黛，有的則相反。詳參裘寧寧：〈京劇「紅樓戲」改編研究〉（蘇州大

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4 月），頁 25。 

88
 吳永剛：《我的探索與追求》（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 年），頁 221。 

89
 「不淫」在此處的意思是不做過分的事，不窮奢極侈，不為聲色所迷。 

90
 曹雪芹 高鶚著 中國藝術研究院 紅樓夢研究所 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945。 

91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47:42-1:47:56。 

92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48:32-1:48:38。 

93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48:05-1:48:25。 



說，電影中將尤三姐抗爭性強化的同時，也在頭腦冷靜，知維護尊嚴，據理力爭，為正義出聲

等地方頗有著墨。 

其次，小說中尤三姐死後魂歸對柳湘蓮說：「癡情待君五年矣……以死報此癡情」94，僅能

顯示出人物的癡情。電影中則是：尤三姐對柳郎始終忠心，不怨恨柳郎，仍然深愛柳郎。「我

不怨柳郎你心腸狠」95，只怪自己身居骯髒地；最後不是含恨而死，而含笑而終。這說明人物

內心對於所忠所愛之人沒有怨恨，只會怨恨玷污自己清白的對立階級，只要最終所在意之人明

白自身真實的狀況，就無怨無悔。除了「癡情」之外，「哀而不怨」、「忠而不悔」的人物性格

特點在此得到重申和突出。 

第三，電影中尤三姐的矛頭直指以賈璉為代表的榮寧二府這「骯髒之地」。當尤三姐抱劍

來到賈璉和柳湘蓮身邊，沒有看柳湘蓮，反而先狠狠地看了賈璉一圈，傳達一個「都是你賈家

名聲不好，害我被誤會」的信息；又言語上怒罵榮寧二府這骯髒地讓她「保住了清白的身，也

保不了清白的名」96。尤三姐向柳湘蓮解釋的過程中，賈璉站在賈氏立場上頻頻插嘴，催化矛

盾，讓柳覺得跟如此可惡的人有關係的一定沒有好人；提出「還他寶劍」97更是直接逼尤三姐

做出以死明志的決定。此處能提示觀眾，清白之身與污穢的榮寧二府是兩個完全對立的階級。

而人物對邪惡勢力的直接揭露，也再次強調了人物的勇敢堅定、不向邪惡勢力低頭的品格。 

綜上，小說中此情節僅體現人物剛烈、癡情，電影在此將人物的高尚品格或添加或重新強

調。除了剛烈，此處還能體現人物雖屬弱勢群體，但仍為保清白，堅強反抗，勇於發聲，理智

清醒、黑白分明，以及最重要的——哀而不怨，忠心耿耿、死而不悔。 

 通過形象改變，主題亦有微妙變化。如前文所述，尤三姐的死是表達對封建社會的諷刺與

反抗等主題。而改編後此處的情節主題在原基礎上增加了兩點：第一，柳湘蓮說「正因你賈璉

為媒，我才不敢應允」98，尤三姐正是因為受其污名牽連，才不被愛人接受，最後不得不以死

                                                      
94
  曹雪芹 高鶚著 中國藝術研究院 紅樓夢研究所 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945。 

95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49:58-1:51:49。 

96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52:16-1:52:38。 

97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53:34-1:53:36。 

98
 吳永剛導演（1963）：京劇電影《尤三姐》，1:46:30-1:46:37。 



表清白。說明賈璉所代表的壓迫階級，如瘟疫一般，不能靠近，要絕對對立，毫無瓜葛。第二，

為人要清白，為捍衛清白之名，可以死為代價。第三，哀而不怨，所忠之人明白己心，哪怕為

其而死，亦不足惜。可見，電影的主題更為豐富。 

 此處改編同樣有其原因。最重要的兩個原因是前文提到過的，一個是當時政治環境強調「階

級鬥爭」，面向大眾的作品中會強調這一點；另一個是戲劇本身有教化作用，戲中人物所具有

的品格，是觀眾學習的榜樣。 

此外還有兩點原因。一個是人物形象前後一致的問題。小說中尤三姐不為自己辯護，是因

為她改過之前確實是淫奔不才、失身於骯髒之地，並沒有被完全冤枉。她自刎時心懷愧疚，也

許是覺得無可辯解，便未置一詞自刎。而電影中尤三姐始終清白，全無愧疚。如果未置一詞就

自刎，會顯得人物很不理智，這與之前塑造的機智的形象不符，會造成人物形象斷裂；並且情

節上也頗顯唐突。因此，人物辯解才使形象、情節最合理。另外一個原因是，尤三姐這個人物

形象是作者自身的寄寓。從他的傳記中可知，他在 1957 年被錯劃為右派，導演的作品被停演，

被剝奪導演權利，下放到車間工作99……即便如此，他也不怨恨黨，對黨忠誠。在對他的悼詞

中，人們對他的印象是：即便數次身處逆境，他卻堅定地表示「哀而不怨，樂而不淫」，不動

搖對黨、人民、電影事業的熱愛與信心；曾多次遞交入黨申請，表示對黨的真誠維護和追求，

他的一生是探索、追求、投向共產主義懷抱的一生100。也就是說，導演吳永剛雖曾被共黨錯劃

右派，飽受冤屈，但不曾怨恨，始終忠心耿耿。這與戲中尤三姐受冤屈但無怨無悔，仍鐘情於

愛人是如出一轍的。導演自比尤三姐，將黨比為所愛的柳郎，以表己心。 

 

三、結論 

京劇電影保留自知、知人、敢於抗爭的人物形象。表達堅持階級鬥爭、被壓迫階級要反抗、

人們需要秉持進步的婚戀觀的主題。這因應當時中共之文藝政策、社會價值觀的需要——階級

鬥爭、鬥爭中受壓迫階級的無畏反抗、正確的婚戀觀，需要傳達給觀眾。最大的改變是將淫蕩

形象轉化為清白無暇的形象，同時新增人物形象特點：保護二姐體現的正義、強忍委屈獨擋二

                                                      
99
 陳秉堃：〈吳永剛傳〉，輯於《我的探索與追求》（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 年），頁 248。 

100
 張駿祥：〈沉痛悼念吳永剛同志〉，輯於《我的探索與追求》（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 年），頁 211。 



賈的堅強、以「反」求正的機智、身心如一的忠誠、哀而不怨的悲壯……電影揭露了封建社會

的腐朽、瘟神一般的壓迫階級的醜惡、舊式婚戀對人的束縛。同時，也倡導人們不懼壓迫，奮

起反抗，堅強且清醒睿智，哀而不怨，誓死捍衛清白和自身權益；堅持正義，與壓迫階級絕對

對立；秉持進步婚戀觀——婚戀皆基於真愛基礎上，而非其他，並且身心都忠於愛人。 

從時代政治背景來看，新中國成立後，要消除侮辱國人的形象；強調「階級鬥爭」、「社會

主義」的美好和封建社會的落後，及對壓迫階級的孤立和反抗；扭轉千百年留下的包括婚戀觀

在內的封建觀念。從藝術形式來看，戲劇電影更需要矛盾衝突，需要矛盾雙方一次比一次激烈

的衝突，以及教化作用，教化人們讓思想、行為與當時社會所倡導的一樣。從改編者（導演）

自身來看，其本身就是清白正義、哀而不怨的，其塑造的人物是其自身的寫照和寄寓，也是其

幽咽述志的一個出口。上述三方面是主要影響改編的原因，還有一個次要因素是維持前後人物

形象的一致，讓情節更為合理。 

綜上，本文分析京劇電影形象和主題之改變及相關影響因素，試推出京劇電影的文本生成

之規律：京劇電影在從原著小說改編時，可從改編人物形象及主題入手。改編主要受時代政治

背景、藝術形式、改編者自身性格和經歷三因素影響。本文僅以一部「十七年」時期作品作樣

本，若要有更精準的結論，宜對更多的文本和改編者進行分析歸納。本文旨在拋磚引玉，望日

後能有更嚴謹的分析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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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鬧酒情節改動對比表 

小說 電影 

鬧酒前 

二姐與尤老娘「會意」，為賈珍、尤三姐製

造獨處機會。賈、尤二人百般輕薄，自在

取樂。 

賈珍想要占尤二姐的便宜，尤三姐為了保

護尤二姐，與賈珍第一次正面爆發衝突。

冷嘲熱諷之後，尤三姐將賈珍趕走。 

本性潑辣，與賈珍飲酒，並無思想鬥爭。 應邀飲酒之前，有一番思想鬥爭。「若不撕

破面皮發個狠……狠了心腸我鬧他一陣」。 

鬧酒 

淫蕩潑辣，與二賈有親密動作。 強裝淫蕩潑辣，無親密動作。 

無 加入情節：點燈、飲雙杯進而發狠潑酒、

說反話。 

罵人的內容：若「大家」好取和便罷，倘

若有一點過不去，就把賈家的壞事抖出

來，再去跟王熙鳳拼命。 

罵人內容：往後，你們待「我姐姐」好好

的便罷，否則就把賈家的壞事抖出來。 

鬧酒後 

尤三姐任意揮灑，嫖了男人，酒足興盡，

將二人趕出房門，回屋睡去。 

尤三姐委屈得哭，表明對柳湘蓮的愛慕，

提出自己的婚戀觀念。 

由於三姐時不時去招惹賈珍，唬得賈珍欲

近不能，欲遠不捨。 

尤三姐取得一場小勝利，讓賈珍斷了念

頭，賈珍主動提出來將尤三姐趕快聘出去。 

尤三姐破罐破摔，並未立刻改過，而是繼

續淫蕩潑辣，報復二賈。 

無報復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