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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程硯秋（1904-1958），著名京劇藝術家。程本《竇娥冤》1（下稱「程本｣）的

改編始於 1953 年，成於 1958 年，為程硯秋晚年的改編作品。此劇是他在關漢卿

（1225?-1300?）的元雜劇《感天動地竇娥冤》2（下稱「關本｣）和袁于令（1592-

1674）的明傳奇《金鎖記》3（下稱「袁本｣）的基礎上改編增刪而成。 

 

自明代中後期起，明人有意識提高戲曲的地位，4並在元代戲曲家中推舉關漢

卿和王實甫。然而，在明至中共建國前，戲曲家還是對關本進行顛覆性的改編，5

以袁本為底本的改編本一直活躍於明清以來的舞台上。6及至 50 年代開始，程硯秋

對關袁兩本進行改編，其改編本在折射出時代特色的同時，也基本保留了原著的精

神和風貌，是能體現關本精神的首個京劇發行改編本。 

 

早於1953年，程硯秋已有去掉程本「趕考」、「遇難」和「團圓」情節的思 

                                                      
1本文在論述有關程本《竇娥冤》的部分時，會以中國戲曲硏究院編：《程硯秋演出劇本選集》，北

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 年此一版本內的引文為準。 
2本文在論述有關關本《竇娥冤》的部分時，會以（元）關漢卿撰，(明)臧晉叔校：《元曲選·感天動

地竇娥冤雜劇》(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76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此一版本內的引文

為準。 
3李復波指出：「《金鎖記》的作者，向來歧說不一。有人認為是葉憲祖作……有人認為此劇一名而

有二作，一屬葉，一屬袁（于令）……還有人認為葉寫成初稿，由袁于令改定……好在《金鎖記》

尚有多種抄本流傳，為我們結清這筆糊塗賬提供了可靠的依據。袁于令的好友沈自晉參加編撰的

《南詞新譜》卷二三收入《金鎖記》〔辣薑湯〕一曲明確標明『袁于令』作……《南音三籟》……

收有《金鎖記》『私奠』整齣套曲，注明『籜庵家伯少年之作。因此，完全可以說，今天流傳下來

的《金鎖記》作者是袁于令。』」詳細內容可參見（明）袁于令撰，李復波點校：《金鎖記》(北京: 

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2。本文在論述有關袁本《金鎖記》的部分時，會以（明）袁于令撰，李

復波點校：《金鎖記》，北京: 中華書局，2000 年此一版本內的引文為準。 
4袁行霈等指出：「明初開國之初，朱元璋制定了壓制通俗文學的政策……明代中後期俗文學興盛的

另一個重要標誌是，戲曲在元代高度繁榮的基礎上又形成一個新的高潮。｣詳細內容可參見袁行霈

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北京: 高等敎育出版社，2012 年)，頁 10-12。 
5汪詩珮指出：「傳奇《金鎖記》，則已對《竇娥冤》的內容與思想進行顛覆性的改造。｣詳細內容可

參見汪詩珮:〈宿命‧平反‧教化觀：論兩本《竇娥冤》〉，《戲劇學刊》第 11 期(2010 年 1 月)，頁

133。劉信成指出：「及至清末民初的皮黃戲劇本，乃大多出於崑劇《金鎖記》改編成折子戲，其中

上演較多的是<探監>、<法場>兩折，名為《六月雪》。｣詳細內容可參見劉信成:〈從關漢卿《竇娥

冤》論當代兩岸歌仔戲詮釋的樣貌〉，《世新中文研究集刊》第 6 期(2010 年 7 月)，頁 47。 
6王衛民指出：「編成於乾隆年間的《納書楹曲譜》收有<私祭>、<斬娥>兩齣。成書於乾隆庚寅年的

《綴白裘》收錄了<送女>、<探監>、<法場>、<私祭>、<思飯>、<羊肚>六齣。成書於光緒年間的

《六也曲譜》收有<說窮>、<羊肚>、<探監>、<斬娥>四齣。成書於一九五二年前後的《集成曲

譜》收有<私祭>、<斬娥>兩齣。上述四種曲譜所收錄的幾乎都是當時經常上演的劇目。清朝末年的

皮黃劇《六月雪》、民國初年羅癭公先生的改本《金鎖記》也都在它的基礎上改編成的。如果沒有

《金鎖記》，那麼竇娥這一人物形象便很難不絕如縷地活躍在明清以來的戲曲舞臺上。｣詳細內容可

參見王衛民﹕《古今戲曲論》(台北: 國家出版社，2008 年)，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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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只是在試驗演出時發現不少漏洞，亦引起人們的爭論。7程本在二十世紀五十

年代曾作試驗演出後就沒再上演。8及至1958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把關漢卿列為「 

世界文化名人」，中國於是隆重其事，為關漢卿籌備紀念活動。9另北京寶文堂書店

也為配合活動而請程硯秋修改和校訂程本，10程硯秋亦決定把程本處理為「一個完

整的悲劇」，並認為這樣能在「意義上更深刻一些」。11書店終在該年5月，共印刷

8000册程本以供出售。12可見，程本本屬舞台文學，目標對象是普羅大眾，其目標

對象本應通過演員的二重創作來接收劇本的思想。然而，若結合程本在1958年以後

的上演情況及印刷數量來看，可見程本在關漢卿的紀念活動下出版時，已有案頭化

的跡象，其目標對象也應是知識份子。而這種從普羅大眾為目標對象的舞台文學，

過渡至以知識份子為目標對象的案頭文學，不僅反映目標對象無需再經由演員此一

中間角色來接收程本的戲劇思想，而是直接以讀者的身份接收，更顯示目標對象思

維層次之轉變。 

 

故此，本文會以程本為研究對象，並以其中七個核心情節為切入點，通過與關

袁兩本進行比較和對照，探討有關人物形象對關袁兩本的繼承和發展，及其藝術特

色，並從改編者的戲劇觀、政治時代背景及適應社會背景的角度切入，探究改編者

對人物形象塑造及其改編背後之因由，以此窺見建國後知識份子與中共相互交流和

影響下的思維特點，及程本在雅俗之間的徘徊與選擇。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人物形象 

有關程本的人物形象對關袁兩本的繼承和演變，現時的研究成果較為薄弱和零

碎。前賢主要把程本納入眾多改編本中作討論，並多在缺乏引文的佐證下，對有關

的人物形象作簡略式的概括。對於程本的蔡婆和竇娥這兩個人物形象，研究者認為

                                                      
7當時有的人主張按照原來雪冤的路子，也有人主張改回關漢卿原著的樣子。詳細內容可參見中國

戲曲研究院編﹕《程硯秋文集》(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頁 106。 
8而在程硯秋逝世一週年的紀念大會上，其徒弟在上演竇娥戲時，也選擇上演以大團圓為結局的

《六月雪》而非程本。詳細內容可參見胡金兆﹕《程硯秋》(長沙: 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年)，頁

212。 
9中國於是成立紀念會的籌備委員會，並決定於北京和其他重要的城市上演關漢卿的劇本原著或改

編本。詳細內容可參見不詳:〈今年紀念世界文化名人關漢卿〉，《戲劇報》第 4 期(1958 年 3 月)，頁

6。  
10編者不詳﹕《關漢卿名著京劇改編本，竇娥冤》(北京: 北京寶文堂書店，1958 年)，頁 1。 
11同註 7，頁 106。 
12同註 10，出版資料頁。值得注意的是及後所出版的程本都是為了紀念程硯秋先生之逝世，屬紀念

性質，而非源於社會對有關劇本的需求或是劇本本身有需要大眾化。如中國戲曲硏究院指出：「為

了紀念我國傑出的戲曲藝術家程硯秋同志的逝世，我們編印了這本《程硯秋演出劇本選集》。｣而這

部書合共印刷了兩次: 第一次印刷的日期是 1958 年 11 月，數量為 3900 冊;第二次印刷的日期是 1963

年 1 月，數量為 5600 冊。詳細內容可參見中國戲曲硏究院編﹕《程硯秋演出劇本選集》(北京: 中國

戲劇出版社，1958 年)，頁 439 及出版資料頁; 中國戲曲硏究院編﹕《程硯秋演出劇本選集》(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63 年)，頁 450 及出版資料頁。 

http://big5.oversea.cnki.net.ezproxy.eduhk.hk/kns55/detail/detail.aspx?recid=&FileName=XIJU195804002&DbName=CJFD1979&DbCode=CJFD
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XIJU&UnitCode=&NaviLink=%e6%88%8f%e5%89%a7%e6%8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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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婆的形象特點有善良、和藹及慈祥，13而竇娥的形象特點有端莊、溫順、14善良和

孝順。15論者進一步指出有關竇娥孝順形象的展現可見於其因怕婆婆抵受不了酷刑

而主動認罪的舉動。另由於程本的竇娥沒有關本中自身承受嚴刑此一情節，故削弱

了其反抗的形象。16就張驢兒的形象而言，研究者認為蔡昌宗成為張驢兒欲佔竇娥

的犧牲品之安排，有助突出張驢兒的無恥和殘忍。17可見，程本塑造了兩組對立且

鮮明的人物形象，即以竇娥和蔡婆為首的「善者｣及以張驢兒為首的「惡者｣。而有

關程本表現這兩組人物形象的方法，將是本文在此部分需進一步探討和分析的重點 

。 

第二節  改編因由 

從目前的研究歸納來看，程本的改編因由主要有三：一、政治文藝政策；二、

社會時代的改變；三、創作思想的改變。 

 

在政治文藝政策方面，論者指出程本體現出的「政治情感｣和「時代精神｣，是

其在政治意識形態指引下，對文藝作品重新認知後而成的改編本。18對社會時代的

改變而言，研究者認為放高利貸的行為少見於改編者所身處的社會時代，故有關的

情節也相應刪除。19從創作思想的改變來看，論者認為程本有兩大思想：一、讚頌

竇娥至賢至孝的美德；二、破除封建迷信，突出人民力量。20有關表現破除封建思

想方面，目前的研究較為一致的認為以群眾代竇娥鬼魂雪冤的情節安排能破除封建

迷信，具現實主義精神。21可見，有關的研究成果顯然有一定的廣度。然而，過往

的研究似乎忽略了 1958 年關漢卿被推為「世界文化名人」此一與政治思想有莫大

關聯的事件。若把政治文藝政策和關漢卿被推為「世界文化名人」此一事件結合起

來，並以此一時期下而成的劇作加以對照，應能進一步釐清其改編因由。另外，有

關改編者的戲劇觀，及其與中共文藝政策的契合程度，都值得進一步探討，也應能

更全面了解其改編因由。 

                                                      
13有關蔡婆善良、和藹和慈祥的形象，可見於馮沅君:〈怎樣看待《竇娥冤》及其改編本〉，《文學評

論》第 4 期(1965 年 8 月)，頁 46-47。 
14有關竇娥端莊和溫順的形象，可見於同註 13，頁 46-47。 
15有關竇娥善良和孝順的形象，可見於李曉彬：〈關漢卿劇作的當代舞臺傳播〉(武漢大學中國古代

文學博士論文，2010 年)，頁 38；諸葛元元：〈關漢卿《竇娥冤》改編本研究〉(湖南科技大學中國

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0 年)，頁 30。 
16李曉彬：〈關漢卿劇作的當代舞臺傳播〉(武漢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0 年)，頁 38。 
17諸葛元元：〈關漢卿《竇娥冤》改編本研究〉(湖南科技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0 年)，頁

31。 
18張婷婷:〈意識形態支配與與藝術作品經典地位變遷－－從邊緣走向中心的《竇娥冤》〉，《二十一

世紀雙月刊》第 143 期(2014 年 6 月)，頁 61。 
19同註 17，頁 34。 
20同註 17，頁 34-35。 
21諸葛元元：〈關漢卿《竇娥冤》改編本研究〉(湖南科技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0 年)，頁

35；馮沅君:〈怎樣看待《竇娥冤》及其改編本〉，《文學評論》第 4 期(1965 年 8 月)，頁 46；李曉

彬：〈關漢卿劇作的當代舞臺傳播〉(武漢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0 年)，頁 38；轉引自張

慶善主編﹕《程硯秋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 年)，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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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程本對關本和袁本之人物形象的繼承和演變 

 

據筆者整理所得，程本在關袁兩本的情節基礎下進行增刪或改編，使有關的人

物形象更貼近關本的精神。22而程本主要通過依從或改編七個核心情節，以繼承或

改變有關人物的形象。23 

第一節  從「善惡的複雜｣到「善的統一｣－－蔡婆 

程本省去竇娥嫁入蔡家的情節，使蔡婆的形象少了高利貸者那種無情的特質，

有助塑造及貫徹其在劇中慈祥和善的形象。程本的竇娥一開始就以蔡家「少奶奶」

的身份出現。
24
這樣的安排使竇娥的婚姻少卻一種無奈的意味。竇娥在丈夫和蔡婆

中均獲得「賢惠」的評價。25一家人過著「佳兒佳婦承歡笑，每日侍奉白髮親」和

諧融洽的生活。26竇娥的婚姻並不含關本中因父親竇天章虧欠蔡家「本利該四十

兩」高利貸而無法償，27或是袁本中父親因曾借下蔡家「五兩銀，本利未還」28而

「於心媿赧」，29及其欲上京赴考而沒盤纏和擔憂上京後沒人看管女兒這些非自願，

甚或是無何奈何的因素。程本重新改編竇娥嫁入蔡家的情節，讓蔡婆擁有較為完美

的「善者」形象。 

 

另外，程本在袁本探獄此一情節的基礎下，增加蔡婆為竇娥送飯等場面，以進

一步加強蔡婆慈祥和善的性格特質。程本的蔡婆走進獄中，以關切的口吻跟竇娥

說：「為婆帶來的水飯，我兒你要用些才是。｣30蔡婆不但為竇娥帶來水飯，而且勸

其用飯。蔡婆隨後更因見竇娥「頭髮蓬鬆｣而主動替她梳洗，31可見蔡婆不顧婆媳上

下之分，流露出對竇娥的關愛。程本通過刻畫蔡婆對竇娥體貼入微的關懷，既展現

出蔡婆與竇娥之融洽和諧的婆媳關係，又有助加強蔡婆慈祥和善的形象。32 

第二節  從「善的基礎｣到「善的深化｣－－竇娥 

程本以關袁兩本中謀害蔡婆和蒙冤的情節為基礎，進一步通過改變有關人物的

身份，以深化竇娥善良和捨己為人的形象，但就削弱了其反抗性。程本把張媽改為

                                                      
22有關程本的故事梗概請見附件一。 
23有關程本對關袁兩本的情節依違情況請見附件二。 
24中國戲曲硏究院編﹕《程硯秋演出劇本選集》(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 年)，頁 139。  
25同註 24，頁 139。  
26同註 24，頁 139。   
27（元）關漢卿撰，(明)臧晉叔校：《元曲選·感天動地竇娥冤雜劇》(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762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410。 
28（明）袁于令撰，李復波點校：《金鎖記》(北京: 中華書局，2000 年)，頁 5-6。   
29同註 28，頁 6。   
30同註 24，頁 161。   
31同註 24，頁 162。   
32這是袁本中蔡婆空手而來和只跟竇娥訴說苦情的蔡婆所不能展現的，故程本通過進一步增加送飯

和梳洗的情節，以深化蔡婆慈祥和善的「善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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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傭人，張驢兒以幫閒為由留住蔡家。33在製作羊肚湯一事中，負責買羊肚的是

張驢兒，而把羊肚熬成湯的是傭人張媽。34此後，當張媽因誤服羊肚湯而落得「七

孔流血」的下場時，35竇娥便難成被告對象，有關矛頭只能直指蔡婆，故縣官胡里

圖36在公堂上只對蔡婆作出「有招無招」的審問，37而有關竇娥自身承受嚴刑仍不屈

服的場面也相應去掉。此種安排能強化竇娥作為非被告者而甘願為蔡婆承擔有關控

罪之善良和捨己為人的特質，即其因蔡婆「乃年邁之人禁受不起」用刑而委屈招認

控罪，38向縣官指出「婆婆實不知情，都是犯婦一人所為」。39然而，這使其少卻關

本中那種自身在「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嚴刑下仍拒絕認罪的反抗特質。40可見，

竇娥甘願為了不讓婆婆受刑而選擇介入案件，獨力承擔有關控罪之表現有助強化其

善良和捨己為人的特質，但省卻其自身受嚴刑的場面則削弱了其抗爭性。 

 

再者，程本以袁本的探獄情節為基礎，增加竇娥向禁婆訴說冤情的場面，以加

強竇娥之善良和捨己為人的形象。程本的竇娥在蔡婆前來探望前，通過一大段慢板

的唱詞來向禁婆訴說冤情：41 

 

買羊肚要害婆婆一命身亡。 

                害人者反害己徒勞妄想， 

他的母吃羊肚霎時斷腸， 

狗奸賊仗男子出言無狀， 

他把我婆婆扭到公堂。 

不招認實難受無情拶棒，無情拶棒， 

為此事替婆婆認罪承擔。42 

 

從曲辭來看，可見程本再次強調竇娥此刻身處牢獄的緣由－－難受蔡婆「無情拶棒

｣而「替婆婆認罪承擔｣，是以曲辭重複上一蒙冤情節中念白的意涵，有助強化竇娥

                                                      
33這均異於關本中張驢兒父子和袁本中張驢兒母子因在賽盧醫謀害蔡婆一事中救助蔡婆，並因而結

緣和入住蔡家的因由。 
34竇娥作為蔡家的少奶，便無需參與製作羊肚湯的工作。 
35同註 24，頁 150。  
36「胡里圖｣應是「糊里糊塗｣的諧音，改編者以此作為縣官的名字，隱含其對縣官誤信張驢兒之糊

塗的批判，可見改編者之別出心裁。 
37同註 24，頁 154。這均有別於關本和袁本中太守和縣官分別對竇娥作出「你招也不招」 和「我看

你小小婦人，下得恁般毒手，快快招來」 的審問。詳細可參見同註 27，頁 420。同註 28，頁 41。  
38同註 24，頁 154。  
39同註 24，頁 155。  
40同註 27，頁 420。這均有別於袁本中竇娥因自身「難禁熬鍊」而欲主動招認控罪那種懦弱的舉

動。詳細可參見同註 28，頁 41。 
41武俊達指出：「『板式』在京劇中是指唱腔、速度、散板分句（或分逗）和某些強弱音劃拍位置，

以及唱詞在腔中安排的小節位置（簡稱「字位｣）等統稱。而慢板俗名「正板｣，亦名「贈板｣，是

京劇最具抒情性的板式。一板三眼（4/4 拍），速度較慢（♩=40-56）……西皮和正反二黃都有這種板

式。唱腔旋律曲折細膩，富於抒情性和歌唱性，長於表現人物的內心活動。｣詳細可參見武俊達﹕

《京劇唱腔研究》(北京: 人民音樂出版社，1995 年)，頁 26，50-51。 
42同註 24，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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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和捨己為人的形象。就京劇的板式而言，程本安排竇娥以慢板此一速度較慢且

旋律曲折的板式來唱出冤情，有助表達竇娥含冤受屈的悲苦心情和形象。 

 

此外，程本大抵依從關本中竇娥行刑的情節，讓竇娥在行刑前指責上天和許下

三樁誓願，表現其孝順和勇於抗爭的形象，只是其抗爭性遜於關本。另程本一改關

袁兩本中以鬼魂申冤的情節，削弱了竇娥的抗爭形象。程本安排竇娥在行刑前唱一

段反二黃慢板： 

 

沒來由遭刑憲受此魔難， 

看起來老天爺不辨愚賢； 

良善家為什麼遭此天譴？ 

作惡的為什麼反增壽年？ 

法場上一個個淚流滿面， 

都道說我竇娥死的可憐！ 

眼睜睜老嚴親難得相見， 

霎時間大炮響屍首不全。43 

 

以上曲辭是從關本中衍化出來，44竇娥主要在這表達兩種感受：一、對天道的懷疑 

；二、與蔡婆死別之不忍。竇娥不明上天為何要讓良善的人「遭此天譴」，而作惡

的人「反增壽年」，也不捨與年老的蔡婆從此永別，不能「侍奉婆婆」。45這均與關

本竇娥只對天地作出「糊突了盜跖顏淵｣的懷疑和「錯勘賢愚枉做天｣的強烈譴責之

剛烈外露的抗爭形象不同。46另外，這裡選用反二黃慢板這種哀怨和緩慢的板式， 

實有助表達竇娥悲苦、無助的心情。可見，程本藉此曲辭及其板式表現竇娥孝順個

性，但也因而削弱了其抗爭性。此外，程本通過依從關本，讓竇娥至死也不向貪官

污吏低頭求饒，而是許下「血噴白練」、「三伏降雪」和「抗旱三年」三誓願，47並

讓「三伏降雪」在竇娥行刑後才出現，令竇娥帶著對天道的懷疑而亡，故「三伏降

雪」之應驗屬一種遲來的天道。48然而，程本與關本不同之處在於另外兩樁誓願未

有交代應驗與否，而是以竇天章趕至代之，這樣強調了「人｣的力量。一誓願之應

驗與竇天章因收到眾鄰「俱保竇娥無事」的狀紙而開始對案件展開調查，49是在肯

定天道公義的同時，更有突出「人｣的重要性，即一種得靠人去彰顯的天道，這與

                                                      
43中國戲曲硏究院編﹕《程硯秋演出劇本選集》，頁 164。    
44原文是﹕「【正宮端正好】沒來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憲叫聲屈動地驚天頃刻間遊魂先赴森羅殿怎不

將天地也生埋怨｣和「【滾繡球】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

了盜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箇怕硬欺軟卻元來也這般順水推船

也你不分好歹何謂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詳細內容可參見（元）關漢卿撰，(明)臧晉叔校：《元

曲選·感天動地竇娥冤雜劇》(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頁 421。
  

45同註 43，頁 165。  
46同註 44，頁 421。 
47同註 43，頁 167。   
48汪詩珮:〈宿命‧平反‧教化觀：論兩本《竇娥冤》〉，《戲劇學刊》第 11 期(2010 年 1 月)，頁 147-

148。  
49同註 43，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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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本中三樁誓願一一應驗所強調的天道是不同的。這種以現實力量來雪冤的方式，

如上文所說，帶出以「人｣彰顯天道的重要性。因此，竇娥行刑前對天道之懷疑和

與婆婆死別的不忍，及許下三樁誓願的安排，均有助展現竇娥孝順及勇於抗爭的形

象，只是其抗爭性不如關本猛烈。而以人代鬼魂伸冤的安排也進一步削弱了竇娥的

抗爭性。50 

第三節  從「惡的基礎｣到「惡的深化｣－－張驢兒 

程本沿用袁本的安排，把蔡昌宗由關本中的隱性角色改為顯性角色，但把昌宗

的「遇害」歸咎於人為因素，以表現張驢兒之歹毒。程本的張驢兒一直有「把書呆

子害死，把竇娥計算到我手裡頭」的歹念，
51
隨即藉陪同昌宗上京赴考而構想「把

他推到河頭裏」的詭計，52後落實其謀害計劃，使昌宗亡故。張驢兒在謀害昌宗

後，便說：「那老梆子一著急一定活不了，慢慢再算計他媳婦。」53可見，張驢兒為

了一己私欲而逐步消除其得竇娥的障礙－－昌宗和蔡婆，展現出其歹毒的形象。這

也是關本中昌宗因「害弱症死了」此一非人為因素，54以及袁本中河伯奉玉帝之旨 

，於昌宗渡黃河之際「傾覆其舟」，55把昌宗送入龍宮，讓其與龍女了前世未了的姻

緣這一神靈因素所不能表現。因此，程本一改關袁兩本的非人為因素為張驢兒謀害

此一人為因素，以塑造張驢兒之歹毒形象。 

 

此外，程本沿用關袁兩本中張驢兒謀害蔡婆的情節，以加強張驢兒之歹毒性

格。張驢兒得知蔡婆想喝羊肚湯，便主動說：「我給她買去。」56繼而開始構思「在

羊肚湯裡頭給她擱點毒藥」57，最後在盧掌櫃處購得耗子藥。這與關本中張驢兒藉

竇娥轉身拿調味料之際，把日前購得的毒藥落到羊肚湯裏，及袁本中張驢兒因其母

向蔡婆等舉薦讓其代為購買羊肚，而獲得把日前已購的毒藥「下手｣的機會之情節

基本一致。58值得注意的是程本的張驢兒之購毒時間比關袁兩本晚－－即購毒與買

羊肚同步進行。然而，這不代表程本的張驢兒不比關袁兩本歹毒。相反，他是在謀

害昌宗後未能達到其得竇娥之願，而另找藥殺蔡婆此一達致目的之機會，可見其害

人之陰謀不比關袁兩本晚。再者，程本的張驢兒為求達到目的，有進一步增加犧牲

者數目的意圖－－昌宗和蔡婆，他們都分別死於和險死於張驢兒之手，故程本的張

驢兒比關袁兩本更為歹毒。 

 

                                                      
50有關關本在此情節上使竇娥的形象更具抗爭性的觀點可見附件三。 
51同註 43，頁 140。  
52同註 43，頁 142。   
53同註 43，頁 143。    
54同註 44，頁 412。  
55（明）袁于令撰，李復波點校：《金鎖記》，頁 14。  
56同註 43，頁 146。 
57同註 43，頁 145。  
58同註 55，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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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程本的人物形象之形成及其改編背後的因素 

 

從上一章可見，程本通過增刪和改編有關情節，塑造以竇娥為首的「善者｣形

象及張驢兒為首的「惡者｣形象。在程硯秋筆下，蔡婆的形象更趨完美，其慈祥和

善的形象由此貫穿全劇；竇娥的「善者｣特質也得以進一步深化，只是其抗爭性不

如關本猛烈；而張驢兒的形象也較關袁兩本歹毒。故此，本部分將從改編者的戲劇

觀等角度切入，探討改編者對人物形象塑造及其改編背後之因由。 

第一節  改編者的戲劇觀 

程硯秋早在 1931 年否定戲劇作為「演玩意兒給人家開心取樂來吃飯穿衣」的

庸俗觀念，59堅持戲劇有「提高人類生活目標的意義」，60而且號召演員向工人農民

學習，不忘自己對社會的責任，為「勸善懲惡」而服務。61可見，程硯秋對演戲持

嚴謹的態度。而更重要的是其戲劇觀與中共文藝政策之間的共性，即均肯定工人農

民此一下層人物的重要性，並認為文藝與社會政治密不可分。62他這種思想就如田

漢所說的比同時代的戲曲藝術家「更早意識到戲曲藝術的社會作用」。63另值得注意

的是程硯秋在文藝上所肩負的社會責任亦是中共建國後普遍文藝工作者的主流思

想。64而程本對關袁兩本的取捨與增刪，可見其加強塑造以竇娥為首的「善者」和

張驢兒為首的「惡者」形象，讓兩者成為近乎至善和至惡的對立者，以此實踐其

「勸善懲惡」的戲劇主張。這也正如田漢所說：「硯秋同志正是通過他的人物性格

的塑造與惡勢力進行不懈的鬥爭，堅信和歌頌她們的勝利！」65可見，程硯秋把竇

娥等「善者」和張驢兒等「惡者｣的形象推向更極致的境地，是有其個人戲劇思想

的考慮，並以此讚揚「善者」與惡勢力抗爭的良好品質。 

第二節  政治時代背景 

        中共建國後，戲曲在內容改革方面主要循「針對封建思想｣等方向發展，66而

                                                      
59中國戲曲研究院編﹕《程硯秋文集》，頁 17。  
60同註 59，頁 17。 
61同註 59，頁 17。 
621942 年，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否定了「藝術必須獨立於政治的要求」，

確立了「藝術家和藝術無論何時都應服從於黨所交派的任務」。詳細可參閱（美）麥克法誇爾，費

正淸編，謝亮生等譯，謝亮生校﹕《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 年》(北

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頁 240。毛澤東更肯定了工人農民優於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地

位。詳細可參閱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3。 
63張慶善主編﹕《程硯秋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 年)，頁 58。 
64五十年代的趙樹理和柳青等大部分「中心作家」都把文學視為「服務於革命事業的一種獨特的方

式」。詳細內容請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9-31。 
65同註 63，頁 15。 
66趙聰和張庚分別在《中國大陸的戲曲改革》和《當代中國戲曲》等書指出戲曲的內容改革是「針

對封建迷信、淫毒姦殺、侮辱勞動人民者進行修改或根本禁演。｣詳細內容轉引自牛川海等編: 《兩

岸戲曲回顧與展望硏討會論文集(卷一)》(台北: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0 年)，頁 220。 



11 
 

人物方面則旨在表揚其「善良｣等良好品質。67及至 1958 年關漢卿被世界和平理事

會推為「世界文化名人」，68郭沫若在關漢卿紀念大會上讚揚關漢卿其「反對封建罪

惡統治的徹底性和猛烈程度，在古典作家中是少見的」。69可見，建國後戲曲的改

編帶有政治色彩，是為政治而服務的。而關漢卿反封建統治之「徹底性｣和「猛烈

程度｣正是中共意識形態下的理想形象。然而，程本的竇娥具備程硯秋與中共思想

的雙重特質。程硯秋之思想如上一節所言，基本是與中共存在共性。70若把具備程

硯秋與中共思想雙重特質的竇娥及田漢《關漢卿》71(下稱「田劇｣) 中代表中共思想

的關漢卿形象作分析，便可見程本改編背後所強調的中共文藝思想－－反對和破除

封建迷信、反抗壓迫、表揚人民良好性格特質。 

 

竇娥作為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人物，程本卻摒棄以亡魂此一較能表現其猛烈抗

爭性的情節，而以眾鄰申冤代之，似乎不合符徹底和猛烈反抗封建統治此一中共所

推崇的關漢卿形象及程硯秋予以稱揚的善者形象。然而，改編者這種人鬼轉換的選

擇，實與當時中共破除鬼魂此等封建迷信思想的文藝政策有關。中國作為一黨專政

的國家，傾向不主張國民信奉任何宗教團體，也不主張鬼神論，並認為這屬束縛人

民的封建思想。72 而此等以民眾申冤的情節安排也可見於田劇。關漢卿的書會朋友

為營救反封建統治的關漢卿，合共花了三天時間，找來一萬多名看過關漢卿的戲及

知其為人的市井小民、田夫野老和王實甫等有名的劇作家，以簽名或打手印的方

式，製成萬名稟。這種集結人民力量來幫助反封建統治者的安排與程本是一致的，

                                                      
67北京市藝術硏究所和上海藝術硏究所指出：「1951 年 5 月 5 日，政務院制定的《關於戲曲改革工

作的指示》……規定凡宣傳反抗侵略﹑反抗壓迫……表揚人民正義及其善良性格的戲曲應予以鼓勵

和推廣……｣詳細內容請參見北京市藝術硏究所，上海藝術硏究所編著﹕《中國京劇史》(北京: 中

國戲劇出版社，1990 年)，頁 1528。 
68廖奔和劉彥君指出：「1958 年關漢卿被世界和平理事會提名為「世界文化名人」，北京舉行了極其

隆重的關漢卿戲劇活動七百年紀念大會，眾多的地方戲曲劇團改編的《竇娥冤》劇目在全國各地紛

紛上演；評劇、川劇、豫劇、秦腔、蒲州梆子、京劇、河北梆子、越劇、黃梅戲等各具特色，呈現

出一派「百花齊放」的熱烈局面。｣詳細內容請參見廖奔，劉彥君﹕《中國戲曲發展史(第二卷)》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219。 
69郭沫若:〈學習關漢卿，並超過關漢卿!〉，《戲劇報》第 12 期(1958 年 6 月)，頁 3。 
70有關程硯秋如何處理其與中共思想的差異性，及有關的取捨對劇中竇娥此一人物形象塑造之影

響，將在文章相應的部分作討論。 
71鄒平指出田漢為配合關漢卿的紀念活動而接受了創作話劇《關漢卿》的任務。在創作該話劇時，

田漢雖參考了《元史》﹑《元典章》﹑《元明雜劇》﹑《關漢卿雜劇選集》﹑《馬可波羅紀行》和一些關於

元曲家的考證著作，但關於關漢卿的記載，流傳下來的很少。田漢更在元人鍾嗣成的《錄鬼簿》中

只找到「關漢卿大都人，太醫院尹，號已齋叟。｣這一條資料。於是，田漢只能從人物性格出發，

當中的關鍵情節或是他從個人生活經驗中所提取，如: 劇中「關漢卿敢寫，朱簾秀敢演｣的情節就是

在其創作話劇《秋聲賦》時朱琳曾跟其說：「田漢敢寫，四姐敢演｣中提取。詳細內容請參見鄒平: 

《田漢 : 中國話劇的奠基人》(上海 : 上海敎育出版社，1999 年)，頁 241-244。可見《關漢卿》一劇

中的關漢卿形象是田漢就其基本的性格特徵再加以大膽想像，其在劇中鮮明的人物形象正是中共意

識形態下的理想形象。另本文在論述有關田漢《關漢卿 : 十二場話劇》的部分時，會以田漢：《關

漢卿 : 十二場話劇》，北京: 中央戲劇學院，出版年不詳此一版本內的引文為準。 
72
毛澤東指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

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詳細內容請參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一)》(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年)，頁41。 

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recid=&FileName=XIJU195812000&DbName=CJFD1979&DbCode=CJFD
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XIJU&UnitCode=&NaviLink=%e6%88%8f%e5%89%a7%e6%8a%a5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毛澤東%22%7C%7Csl~~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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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破除中共不主張的封建迷信思想，而這也在無意中削弱了竇娥的抗爭性。可見，

當有關情節思想有違中共文藝政策的內容時，改編者會選擇依從中共的思想，而這

也削弱了程本竇娥之抗爭性。 

 

此外，反抗壓迫也是五十年代中國所強調的文藝思想。程本依從關本，讓竇娥

在臨刑前許下三樁誓願，以作為對貪官污吏的控訴和反抗。這有助表現其對貪官污

吏無心正法的反抗。73而這種反壓迫的抗爭精神也可見於田劇的關漢卿形象。在牢

獄中，葉和甫奉忽辛大人之命，要關漢卿在大臣面前「供出王著刺殺阿合馬大人是

想除掉捍衛大元朝的忠臣，聯合各地金漢愚民圖謀不軌｣，74以此作為其減刑，甚至

釋放的條件。關漢卿對此「怒火難遏｣，75更重重搧了葉和甫一記耳光和大罵其是

「無恥的禽獸｣。
76
可見，竇娥及關漢卿這種對貪官污吏誓不低頭及強烈譴責的反壓

迫表現有其異曲同工之妙，也是中共文藝政策中理想人物形象應具備的特質。 

 

最後，竇娥善良的品質折射出中共表揚人民良好性格特質此一文藝思想。程本

不讓竇娥參與製作羊肚湯的安排，更能突顯其善良品質。這就像田劇的關漢卿，他

本可一走了之，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在阿合馬大人因朱簾秀按原詞演出，沒作任

何修改而要把朱簾秀處死時出現，並向阿合馬大人道「這戲是我不讓改的，不關朱

簾秀的事｣，77企圖獨攬罪名。這種獨攬罪名的善良與竇娥為婆婆獨攬罪名的善良品

質基本是一致的。78可見，竇娥與關漢卿之善良品質與中共文藝政策中表現人民善

良等良好品質的思想一致。 

第三節  適應當時社會背景 

程本刪去竇娥嫁入蔡家與高利貸的關係除有配合「揚善｣主題的考量外，更有

其社會時代背景之因由。關漢卿正身處在一個通貨膨脹、稅收苛重和貪污等屢見不

鮮的元代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不少人只能無奈接受高利貸者的剝削。當時普通

借貸的期限是一年，而其償還的金額是一年本利相等。79關本把竇娥嫁入蔡家的緣

由與高利貸扣上關係，便有助於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不少下層人物成為了高利貸

者的犧牲品。但是，這樣的現象並非晚明和五十年代中國的普遍現象。故此，袁于

令雖也保留了放高利貸的情節，但並不把竇娥的婚姻與高利貸者的剝削構成直接關

係，而是改為欠債者自身愧疚及其他個人因由。而程硯秋則完全去掉高利貸的因

                                                      
73若程本依從袁本中上帝憐憫竇娥之無辜而用神力「着巽二起風，滕六降雪」的安排，則只能表現

其無辜可憐的形象，而無法表現中共文藝政策中所強調的反壓迫精神。 
74田漢：《關漢卿 : 十二場話劇》(北京: 中央戲劇學院，出版年不詳)，頁 63。  
75同註 74，頁 63。  
76同註 74，頁 63。  
77同註 74，頁 55。  
78值得注意的是竇娥比關漢卿更具捨己為人的精神。這可見於竇娥本不涉案，但甘願為婆婆介入案

件中；相反，田劇中的《竇娥冤》劇本本就出自關漢卿之手，朱簾秀只是進行舞台實踐，飾演竇娥

一角，故兩人均有「以下犯上｣之罪責。只是關漢卿本可選擇一走了之，或與朱簾秀共同承擔罪

責，但他在危急之際選擇捨己為人，獨攬罪名。 
79周貽白﹕《中國戲曲論集》(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60 年)，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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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剔除此不太適用於五十年代中國社會之情節。 

 

另外，程本通過展示封建社會的公堂刑法，以適應當代社會以戲曲揭露舊社會

黑暗醜陋此一普遍文化。新中國成立之際，戲曲在中共意識形態指導下遂成為宣揚

中共思想的工具。而在政治需求下，戲曲的情節主題多為「揭露舊社會的醜陋黑

暗」服務。80故此，以戲曲「揭露舊社會的醜陋黑暗」屬當時一種社會文化，程本

亦有繼承袁本所展示的舊社會刑法，81以迎合當代的社會文化。程本的縣官在公堂

上下令把蔡婆「拶起來｣，82竇娥也在唱詞中指出因不忍蔡婆受「無情拶棒｣而招認

控罪。83根據《漢語大字典》，拶指用繩穿五根小木棍，套進手指用力緊收，屬舊時

的酷刑。84可見，拶刑是舊社會的一種刑法，並不見於五十年代的中國，程本通過

展現舊社會的殘酷刑法，以回應揭露舊社會黑暗醜陋的社會文化，激發人們對舊社

會的憎恨。 

 

        最後，程本文辭通俗，更符合當代普羅大眾的知識水平。雖然關漢卿劇作的

語言以通俗見稱，85但元代與新中國相距數百年，不少屬當時通俗或耳熟能詳的用

語對於當代人，尤其是一般平民百姓，是艱深難懂的。以關本中竇娥所唱的【正宮

端正好】和【滾繡球】這兩支曲子為例，程本保留了關本「頃刻間遊魂先赴森羅殿

｣此一意涵，86以「霎時間大炮響屍首不全｣此一文辭代之。87關本的「森羅殿｣是傳

說陰間閻羅王所居之殿，屬陰間的委婉語，88意指死亡。而程本則直接以「屍首不

全｣此一更為當代人明瞭的說法代指死亡。另外，程本繼承了關本中對上天的懷疑

及不公的指責此一思想內涵，但就以「愚賢｣
89
代關本的「清濁｣和「盗跖、顏淵｣

90

此二分別借指壞人和好人的古代人物，讓大眾更易理解有關思想內容。可見，程本

在案頭化的同時，在文辭上仍保留俗化的特色。 

                                                      
80王安祈﹕《當代戲曲》(台北: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頁 106。  
81袁本第十八齣裏的縣官先後下令把竇娥和蔡婆「拶起來｣。詳細內容請參見（明）袁于令撰，李復

波點校：《金鎖記》，頁 41-42。 
82 中國戲曲硏究院編﹕《程硯秋演出劇本選集》，頁 154。   
83同註 81，頁 160。  另值得注意的是從劇本的第七場可見，當中並無提及棒刑，而縣官也只有對蔡

婆用拶刑，故竇娥在第十場的唱詞中「拶棒｣一詞應指「拶刑｣。 
84這酷刑最早可追溯至戰國時期，另也見於元明兩代。詳細內容請參見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

《漢語大字典(第三卷)》(武漢 : 湖北辭書出版社 ; 成都 : 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 年)，頁 1877。  
85這就如王國維也在《宋元戲曲史》評關漢卿「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詳細內容請參見王國

維：《宋元戲曲史》(北京: 商務印書館，1915 年)，頁 132。 
86（元）關漢卿撰，(明)臧晉叔校：《元曲選·感天動地竇娥冤雜劇》(續修四庫全書集部)，頁 421。  
87同註 82，頁 164。    
88黃連平:〈珠璣語唾自然流 ——對《竇娥冤》中兩支曲詞修辭方式的解析〉，《戲劇文學》第 8 期

(2006 年 8 月)，頁 51。 
89原文為「看起來老天爺不辨愚賢；良善家為什麼遭此天譴？作惡的為什麼反增壽年？｣詳細內容請

參見同註 82，頁 164。    
90原文為「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

詳細內容請參見同註 86，頁 421。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22%7C%7Csl~~rl','');
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recid=&FileName=XIJU195812000&DbName=CJFD1979&DbCode=CJFD
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XIJU&UnitCode=&NaviLink=%e6%88%8f%e5%89%a7%e6%8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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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結和展望 

 

程本作為一部殘存舞台藝術痕跡的案頭文學，有別於當代普遍以舞台來實踐戲

曲思想之方式。這種獨特的文學體式使其在思想方面有雅化的跡象。程本思想的雅

化，體現在其無須顧及大眾對悲劇人物能不被屈殺的消解和補償的心理，讓劇中人

物形象可更貼近知識份子和中共的思維。劇中善惡對立和勇於抗爭的「善者｣形象 

，也是當代知識分子筆下的理想形象，折射出其在中共意識形態下的思維特點。然

而，程本在文辭上仍見俗化的特色，保留了適用於舞台表演的通俗文辭。此外，程

本作為體現關本精神的首個京劇發行本，以實質的行動引領戲曲界對關本的重視。
91這種選擇實與中共文藝政策與關漢卿作為中共理想形象、改編者與中共思想的共

性及當時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 

 

綜上，本文僅從程本此一能體現關本精神的改編本進行較全面和深入的探究，

以此帶出程本之重要性。然而，有關繼程本之後能體現關本精神和對程本情節或思

想等吸收的改編本，及其在轉化為舞台文學時的考量，則有待日後的研究。 

 

 

 

 

 

 

 

 

 

 

 

 

 

 

 

 

 

 

                                                      
91在 1958 年關漢卿從事創作 700 週年的紀念大會此一背景下，諸改編本基本以關漢卿《竇娥冤》為

底本，拋開了《金鎖記》和《東海記》，如：周奇之於 1958 年 11 月出版的《古裝豫劇：竇娥冤》

改編本及李約祉和張茂亭於 1960 年出版的《竇娥冤》秦腔改編本。另外，多數改編本把羅（羅癭

公的《金鎖記》）程本中均有的蔡婆餵飯及替竇娥梳洗等情節原封不動地加以吸收。詳細內容請參

見王衛民:〈《竇娥冤》與歷代改編本之比較〉，《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期 （1994），

頁 101。可見，戲曲家在關漢卿從事創作 700 週年的紀念大會此一背景下，對《竇娥冤》的改編多

以關本為底本，而當中或有吸收程本的情節及思想。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recid=&FileName=HZLS403.015&DbName=CJFD9495&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HZLS&UnitCode=&NaviLink=%e5%8d%8e%e4%b8%ad%e7%90%86%e5%b7%a5%e5%a4%a7%e5%ad%a6%e5%ad%a6%e6%8a%a5(%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7%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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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一：程硯秋《竇娥冤》故事梗概 

程本主要講述蔡婆之子蔡昌宗欲進京赴考，蔡婆因放心不下，故令傭人張媽之

子張驢兒陪同前往。張驢兒因欲佔有蔡昌宗之妻竇娥而起歹念，在赴考途中把昌宗

推至淮河，昌宗最终落水而亡。蔡婆因昌宗之死而傷心成疾，隨即因想吃羊肚湯而

請張媽去買。張驢兒向賣耗子藥的盧掌櫃買藥謀害蔡婆，卻陰差陽錯藥殺了自己的

母親，更把責任推與蔡婆，提出要佔竇娥為妻，蔡婆與竇娥不從，張驢兒便拉蔡婆

到公堂去。縣官胡里圖誤信張驢兒，在公堂上對蔡婆嚴刑逼供，竇娥因不忍蔡婆受

刑而招認殺人之罪，後更被判斬刑。行刑之際，竇娥許下三樁誓願：血噴白練、三

伏降雪和亢旱三年。竇娥死後，「三伏降雪」這一誓願隨即應驗。竇娥之父竇天章

聽聞百姓替竇娥喊冤而速把張驢兒捉拿到案，只可惜竇天章趕及刑場前，竇娥已經

斬首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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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情節依違對照表 

情節  

 

關漢卿《竇娥冤》 袁于令《金鎖記》 程硯秋《竇娥冤》 

--- --- 第一齣 標略 

交代故事梗概 

 

--- 

--- --- 第二齣 相期 

書僮替賈官人送信，邀 

蔡昌宗一同拜從名師，

蔡昌宗後邀賈官人面

議。 

 

第二場 

蔡昌宗欲進京赴考，蔡

母命傭人張母的兒子張

驢兒陪同昌宗一同前

往。 

--- --- 第三齣 慈箴 

蔡母欲求竇娥為媳，蔡

昌宗準備明日與賈兄拜

見名師。 

 

 

竇娥

嫁入

蔡家 

楔子 

竇父送女入蔡家作童

養媳 

第四齣 憐嬌 

竇天章欲上京應試，準

備明日送竇娥到蔡府作

童養媳。 

 

---  

 

--- --- 第五齣 偶識 

張驢兒替欠藥錢的賽盧

醫解圍。 

 

--- 

--- 楔子 

竇父送女入蔡家作童

養媳，隨即與竇娥分

別，前去應舉功名。 

第六齣 從姑 

竇天章送竇娥到蔡家，

隨即與竇娥分別，前去

應舉功名。 

 

--- 

 

 

 

 

 

 

蔡昌

宗

「遇

 

 

 

 

 

 

第一折： 

蔡昌宗與竇娥成親不

夠兩年就害弱症而

第七齣 迎緣 

河伯奉玉帝之旨，準備

作波濤，並與朝陽谷神

天吳合力，傾覆蔡昌宗

之舟，把昌宗送入龍

宮，讓昌宗和東海第三

女馮小娥了前生未了的

姻緣。 

 

第三場 

張驢兒為得竇娥而起了

謀害昌宗之心，計劃在

昌宗上京赴考途中把昌

宗推進淮河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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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亡。 

 

 

 

 

 

 

 

第八齣 驚溺 

蔡昌宗之舟傾覆，昌宗

被送入龍宮，表兄賈遠

因只尋獲昌宗之衣而不

見其人，故以為昌宗已

被魚龍所吃。 

 

第四場 

張驢兒把昌宗推進淮河

裏，並把其馬匹賣掉。 

第九齣 奇合 

蔡昌宗與龍女結為夫

婦。 

 

--- 

第十齣 聞凶 

蔡婆聞昌宗喪命之消

息，痛心不已。竇娥願

為昌宗終身守節，蔡婆

後把昌宗之金鎖交與竇

娥。 

 

第五場 

張驢兒傳來昌宗溺斃的

消息，蔡婆與竇娥也因 

聞昌宗喪命之消息，痛

心不已。 

--- --- 第十一齣 晚達 

竇天章晚年得功名，名

噪皇都。 

第一場 

竇天章大明嘉靖為臣，

衣錦還鄉，打算探望女

兒。 

 

--- --- 第十二齣 私奠 

竇娥私下祭昌宗，蔡婆

聞竇娥對昌宗所言之

語，感竇娥之真誠。 

 

--- 

--- --- 第十三齣 計貸 

張驢兒與母親相依為

命，家中一貧如洗，沒

米充饑，打算到東門三

娘姨家借米。 

 

--- 

--- 第一折 

賽盧醫騙蔡婆到郊

外，以勒死蔡婆，斷

掉債根。後蔡婆遇張

驢兒父子，得以保

命，卻遭張驢兒要脅

娶其婆媳兩人，故只

第十四齣 解厄 

賽盧醫騙蔡婆到郊外，

藉以謀害蔡婆，斷掉債

根。後蔡婆遇張驢兒母

子，得以保命，故答應

兩人到其家同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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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迎兩人到其家。 

 

 

 

 

張驢

兒謀

害蔡

婆 

 

 

 

 

 

 

 

 

 

 

 

 

第二折 

張驢兒因見竇娥不肯

隨順他而起了殺害蔡

婆之心，打算購買毒

藥。 

 

 

 

第十五齣 遺鎖 

張驢兒調戲正在祠堂禱

告的竇娥，竇娥在慌亂

之中遺下金鎖，後張驢

兒為得竇娥而起了謀害

蔡婆之心，打算購買毒

藥。 

第五場 

張驢兒為得竇娥，打算

在羊肚湯下毒藥，藥殺

蔡婆。 

第二折 

張驢兒以日前謀害蔡

婆一事要脅賽盧醫，

購得毒藥。 

第十六齣 購毒 

張驢兒以日前謀害蔡婆

一事要脅賽盧醫，用竇

娥所遺之金鎖購得砒

霜。 

 

第五場 

張驢兒向賣耗子藥的盧

掌櫃買藥謀害蔡婆。 

第二折 

張驢兒本想藥殺蔡

婆，卻陰差陽錯毒死

了自己的父親，更把

責任推與竇娥，並提

出官休和私休的辦

法，竇娥不肯嫁給張

驢兒，故選擇官休。 

第十七齣 誤傷 

張驢兒本想藥殺蔡婆，

卻陰差陽錯毒死了自己

的母親，更把責任推與

竇娥，並提出官休和私

休的辦法，竇娥不肯嫁

給張驢兒，故選擇官

休。 

第六場 

張驢兒本想藥殺蔡婆，

卻陰差陽錯毒死了自己

的母親，更把責任推與

蔡婆，提出要佔竇娥為

妻，蔡婆與竇娥不從，

張驢兒便拉蔡婆到公堂

去。竇娥臨行拜託鄰居

替其看守門戶。 

 

 

竇娥

蒙冤 

第二折 

太守桃杌及其部下迫

竇娥招認殺張母之

罪，竇娥在嚴刑下仍

拒絕認罪，後竇娥不

忍蔡婆受拷打而招認

殺人之罪。 

第十八齣 冤鞫 

縣官胡圖誤信張驢兒，

迫竇娥招認殺張母之

罪，並對竇娥用拶刑，

竇娥因難受拶刑欲認

罪。蔡婆遂因勸竇娥勿

認罪而令縣官欲對其一

併動拶刑。最後竇娥因

不忍蔡婆受刑而招認殺

人之罪。 

 

第七場 

縣官胡里圖誤信張驢

兒，迫蔡母招認殺張母

之罪，後竇娥不忍蔡婆

受拶刑而招認殺人之

罪。 

--- --- 第十九齣 就聘 

任商水縣知縣的賈遠得

文場提調張老爺特聘到

春闈主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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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獄 

--- 第二十齣 探獄 

蔡婆到獄中探望竇娥，

獄中的禁長哥見蔡婆身

無分文，本想打罵竇

娥，但在蔡婆的跪求

下，容蔡婆入內見竇

娥，另傳來竇娥後天處

決之消息。 

 

 

第十場 

獄中禁婆因竇娥身無分

文而打罵竇娥，後聽竇

娥哭聲而起憐憫之心，

更聽竇娥訴說冤情。另

蔡婆前來探獄，給竇娥

餵飯和梳洗，禁婆隨即

傳來竇娥明日問斬之

事。 

--- --- 第二十一齣 神敕 

上帝憐憫孝婦竇娥之無

辜，命天曹使者在行刑

之日速降風雪，阻礙監

斬官施刑。另天曹使者

準備到龍宮向三公主借

冰作行雪之用。 

 

--- 

--- --- 第二十二齣 借冰 

天曹使者把竇娥蒙冤之

事告知三公主，三公主

答應借冰之事。 

 

--- 

竇娥

行刑 

第三折 

竇娥在行刑之際，嚴

斥天地，並許下「血

濺白練」、「六月飛

霜」和「三年旱災」

三樁誓願。竇娥死

後，首兩樁誓願即見

應驗，而第三樁誓願

稍後亦見應驗。 

 

第二十三齣 赴市 

竇娥在行刑之際，天降

大風雪，提刑湯老爺隨

即下令把竇娥帶回收

監，聽候發落。 

第十一場 

竇娥在行刑之際，指責

上天，並許下「血濺白

練」、「六月飛霜」和

「三年旱災」三樁誓

願。竇娥死後，「六月

飛霜」這樁誓願即見應

驗。 

--- --- 第二十四齣 祖餞 

蔡昌宗與三公主已了前

緣，兩人隨即分別，昌

宗赴汴京文場應考。 

 

--- 

 

 

 

--- 第二十五齣 尹惴 

兩淮廉訪使竇天章已到

淮城，山陽縣尹胡圖急

第八場 

鄰居知有按院大人路

過，打算替竇娥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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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冤 

忙迎接。 

 

第四折 

竇娥亡魂與父親竇天

章訴說冤情，竇父後

在公堂上查明真相，

還竇娥清白。 

第二十六齣 魂訴 

竇天章亡妻在竇天章夢

中訴女兒竇娥之冤情，

並提示竇天章「要知金

鎖事，須問賽盧醫」，

竇醒後命人速拿賽盧醫

及其金鎖。 

 

第九場 

眾鄰替竇娥向竇天章喊

冤，竇天章聞冤後便立

刻派人捉拿張驢兒和打

道山陽縣。 

第四折 

竇娥亡魂與父親竇天

章訴說冤情，竇父後

在公堂上讓張驢兒、

賽盧醫、蔡婆和竇娥

亡魂對質，查明真

相，還竇娥清白。 

 

 

第二十七齣 白冤 

竇天章在公堂上查明真

相，賽盧醫手上之金鎖

成了驢兒買砒霜害蔡婆

之證據，竇娥無罪釋

放。竇天章後派人暗地

裏查明蔡婆與竇娥之身

份。 

第十一場 

竇天章雖已查明真相，

但惜其趕及刑場前，竇

娥已問斬，故竇天章隨

即令張驢兒道出事情的

真相，還竇娥清白並判

張驢兒和胡里圖斬首之

刑。  

--- --- 第二十八齣 遣詢  

巡捕官查明蔡婆和竇娥

之身份如竇天章所料，

故依竇天章吩咐迎二人

進衙門。 

 

--- 

--- --- 第二十九齣 悲敘 

竇天章與蔡婆和竇娥團

聚，並得悉蔡昌宗之

死。竇天章後迎蔡婆和

竇娥在其府上居住。 

 

--- 

--- --- 第三十齣 提名 

賈遠為文場主試，得悉

新狀元的名字是蔡昌

宗，故對其表弟之死感

疑惑。 

 

--- 

--- --- 第三十一齣 謁師 

蔡昌宗以學生之名拜見

賈遠，兩人相認。蔡昌

宗後把與龍女之事告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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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遠，賈遠也把竇娥蒙

冤之事告知蔡昌宗。 

 

--- 第四折 

張驢兒遭淩遲處死。 

 

第三十二齣 天殛 

張驢兒遭雷轟致死。 

第十一場 

張驢兒被判斬首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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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關本中竇娥鬼魂的功能 

以下圖表是根據楊秋紅：《中國古代鬼戲研究》，北京: 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

年一書的說明整理而成。 

 

 

 

 

           

 

 

 

 

 

 

 

 

 

 

 

關本的涉鬼情節中的鬼魂角色是主角竇娥。竇娥之死源於不公正的受難，故這

蒙冤而亡的命運支使著其以鬼魂的方式追求公平公正。在雪冤的過程中，竇娥靠著

竇天章和自身「魂告｣的鬼魂功能，以抗衡張驢兒等對頭，幫助自己實現公平公正 

。這種以自身鬼魂來雪冤的方式有助加強竇娥的抗爭性，有別於程本以眾鄰及袁本

以竇天章之妻的亡魂替竇娥申冤此一被動的安排。 

 

 

 

 

 

 

 

 

 

支使者：蒙冤而

亡的命運 

主角：亡

魂 

助手：自身鬼魂功能、竇天章 

承受者：自己 

對象：公平公正 

對頭：張驢兒、賽盧醫、元

代黑暗官場 

雪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