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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社会的情理与人伦
以京剧《四郎探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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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成形于周飞舟教授开设的“京剧读书会”，感谢读书会全体同门在论文写作过程
中的讨论和启发。有关京剧的认知主要来自于近年周老师的指导，在周老师带领我们听戏的
过程中，本人对于京剧有了更丰富的感性体会。此外，十分感谢周老师在文章写作与修改过
程中的悉心指点。论文初稿曾在２０１８年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社会学青年学者工作坊”、２０１９
年上海大学“第八届社会理论工作坊”及２０１９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上报告过，感谢各位老师提
出的批评与建议。陶楚歌博士在论文修改过程中提供了重要帮助，凌鹏、肖文明诸位老师对
本论文也给予了大力支持。《社会》匿名评审及编委提供的修改建议对论文贡献巨大。在此
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摘　要：京剧《四郎探母》讲述的是宋辽两国交战，主人公杨四郎身处两个家

和两个国的伦理困境中，而铁镜公主、佘太君、萧太后等人对情义的认同和坚

守最终成全了杨四郎探母乃至回令的故事。晚清至民国，京剧《四郎探母》在

民众当中十分流行，广受欢迎，但１９４９年之后这部剧却经历了四次大讨论，

并屡次被禁演，而在解禁后又长演不衰。对四郎的同情和理解与对四郎“不

忠不孝”“叛国投敌”的批评和斥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认为，京剧《四

郎探母》所表达的传统中国社会是情理社会，而人们也正是通过以情理为基

本取向的社会行动最终铸就了一个以情理为基本精神的社会结构。情理的

根本是人伦，人伦精神贯穿于家国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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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情理的研究
社会学者在分析中国人自身的社会行动和行动伦理时，常常会援

引一些传统语汇资源，比如“情理”。以近期的一些研究动向为例，王思
斌（２００９：５４－６１）结合经验研究的体会，构造出“关系—问题—责任—
经验”四位一体的行动模式，认为这是中国人行动模式的“多元嵌套结
构模型”，并指出中国人的行动是情理取向的，“人”与“事”是分析中国
人社会行动模式的主要变量。翟学伟（２００４：４８－５７）则将中国称为“情
理社会”，他从“人情”和“面子”等中国特色的经验性概念出发，回溯到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试图拓展有关中国“情理社会”的认知。并且，他
试图依靠中国的本土经验与理论，去构建本土的社会交往理论与权力
再生产机制。就已有的研究来看，社会学者大多认同中国社会是情理
社会，但对于中国社会中情理的内涵、表现形式与作用机制缺乏深入分
析。因此，有研究者开始系统地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的行动伦理，将中国
乡土社会结构的起源追溯到丧服制度，对其中的伦理和情理的特点做
礼学上的探源（周飞舟，２０１５：２６－４８）。

相较而言，同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法制史研究学者对“情理”研究得
更加深入。日本著名法律史家滋贺秀三（１９９８：３６－３７）曾在研究中指
出：

理与情既是对立的概念，同时又相互联结、相互补充形成
“情理”，即中国式的理智（良知）。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最普
遍的审判基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正是人情被视为一切基
准之首。“王道近人情”、“王道本乎人情”、“王法本乎人情”等
成语，似乎已成为法律实务者的一种口头语。
法律史研究者们普遍认为：（１）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天理、国法、

人情不仅相通，而且是三位一体的（范忠信等，１９９２：２６；陈娜，２００７；陈
小洁，２０１４：１６１－１６６）。（２）之所以情与理是统一的，天理、国法与人情
是三位一体的，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情理观念与人伦观念紧密联系，
司法实践必须顾及具体的人伦关系，离开具体的人伦关系，无法讨论情
理问题。情理问题的基本社会背景就是人伦关系，“情理就是人伦”（瞿
同祖，２０１０；霍存福，２００１：７；汪雄涛，２０１０：１４８－１６４）。人伦是传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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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秩序构建的基础，人伦关系与伦理不仅体现在家庭、宗族以及一般社
会生活中，同样贯穿于政治社会中，可以说，人伦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所
具有的基础作用是传统情与理之间能统一的外在客观条件。（３）情理
观念成立的另一个条件是人们对于情理的主观认知。在司法审判中，
审判者把“情理”作为首要审判标准。审判者要做到和能做到的是“尽
己情察审”，要“尽己情”，就要求审判者对案件诉讼双方有同情之理解。
研究者特别指出，传统中国地方官是以“牧民”的心态去进行司法审判
的，这是一种“父母官审判”，主要按照“情理”来判决（滋贺秀三等，

１９９８；霍存福，２００１：１－１８；彭斌，２０１０；林端，２００４：２６－４０）。
所谓情，指的是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感性体会生发出的情绪；所谓

理，则偏重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理性认识和判断。不论在哪一种社会，
人们主观上对于外界都有相应的情与理的把握。但是，不同文化对于
情理关系的看法却不一样。其中一种观念就是认为情与理是对立的，
人们发现自己对于世界的感性体会与理性认知之间存在很大的紧张。
这种文化观念在具体的社会层面的表现，就是城邦与家庭、法理与人
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这些二分的领域遵循不同的构
建逻辑，当人们处在二者交织的领域，就可能在行动上有一种情与理的
撕扯（李猛，２００１）。但在另一种观念中，情与理是统一的，这表现为人
们对于世界的感性体会与理性认识之间的统一。这种文化观念在具体
的社会层面的表现，可能就是国与家、天理与人情、政治领域与人伦领
域的统一。后一种情理观念的典型代表就是传统中国的情理观。这种
情理观念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中一以贯之，是因为在结构层面，这一社会
是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的，而且不仅是一般社会领域，政治领域也同样是
基于人伦关系。父子、夫妻、兄弟等人伦关系给予人们日常生活中切实
可感的情感体验，而人伦关系本身所具有的伦理原则，又将这种情感加
以统合和规范，进而形成了情理相统一的观念，如忠、孝、仁、义，等等。
忠孝仁义也成为人们行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毫无疑问，在中国，社会
结构与行动、人伦关系与忠孝仁义是相表里的，中国人的人伦观念代表
了中国儒家传统主义的一种理性认知观念（李猛，２０１０）。

（二）戏曲文本作为研究对象
自宋代以来，随着世俗文化的丰富，各种话本、评书、戏曲、小说开

始涌现，各种演义故事变得脍炙人口。中国传统的说书人主要以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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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三国）、讲英雄侠义故事（如三侠五义）、讲神话故事（如封神榜）为
主。杨家将故事就是说书人热衷的题材之一（金受申，２０１７）。清代以
后，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也爱听评书、看戏，民间文艺的受众和创作者的
范围得到极大扩展。

本文选择传统戏曲作为研究的对象，正是因为戏曲本身表现了丰
富的人物实践、行动与情感，是田野之外的另一个同样丰富的经验世
界。经典的戏曲往往能捕捉到社会生活的一些重要面向，并以戏曲手
法将之凸显。正如应星（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２９）所说，利用传统戏曲等民间文
化材料去分析中国本色的社会行动，是在经验调查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的研究路径。在戏剧文学领域，对戏曲中的情与理进行分析是常见的
文学分析范式，１但是这些分析多侧重从纯文学角度出发，缺乏对“情
理”的理论分析，尤其忽略了情理与人伦等社会结构的关系。实际上，
我们需要通过戏曲，进一步理解一般意义上的情理观念如何经由特定
的社会结构和对社会的具体认知，真正下沉到日常生活，成为主导人们
日常生活的行动伦理。

１．这种研究非常多，诸如：杨忠，１９９３；王路成、张媛，２０１１。

本文所讨论的京剧《四郎探母》自清代形成以来便为观众所喜爱。
在以杨家将为主题的戏曲中，《四郎探母》显得很特别，因为这出戏并不
主要表现杨家将在沙场上的忠义勇猛，而是讲述宋辽交战时期杨门四
郎杨延辉回宋营探母的故事。以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２日上海中国大戏院梅
兰芳（饰铁镜公主）、李少春、周信芳、谭富英、马连良（饰杨延辉）等名家
上演的《四郎探母》为蓝本，这出戏分坐宫、盗令、交令、过关、巡营、见
弟、见娘、见妻、哭堂、过场、擒杨、回令等十二场。故事讲述了宋辽交战
失落番邦的杨四郎化名木易，阴差阳错成为辽国附马。十五年后听闻
母亲佘太君押解粮草来到北番，杨四郎思母心切意欲前去探母。于是
杨四郎对妻子铁镜公主表露身世，求其帮助盗令探母。到宋营之后，四
郎见弟、见娘、见妻，最后哭堂而别。回到辽营，因事情败露，辽国萧太
后要处斩杨四郎。经过公主等人求情，太后最终赫免了杨四郎。

分析这部剧的关键在于，应该如何理解在宋辽两国交战、杨氏一门
惨死的背景下，作为忠烈之后的杨四郎被俘后隐姓埋名成为辽国驸马
的行为和在探母之后回到辽国的选择以及剧中相关人物对这样一个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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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的态度。１９４９年之后围绕这些问题引发了诸多论争，这部剧也经历
了大起大伏的命运。本文通过梳理四郎探母故事的形成与改编，比对
不同历史时期小说、京剧和地方戏中对四郎故事的书写以及相应的读
者和观众的接受情况，尝试探究其中暗含的社会认识，以展现传统中国
社会在结构和观念上与现代中国的差异。

二、政治与人情：杨四郎故事的诞生与改编

（一）从杨四郎的被批判说起
《四郎探母》自其出现就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和青睐。《都门记

略》一书记录了清末京城最受演员和观众喜爱的剧目，该书的道光二十
五年（１８４５年）版、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版、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版和光绪
六年（１８８０年）版中，都有《四郎探母》一剧（王真峥，２０１３：５１）。齐如山
（２００８：１２）也回忆说：“走路的人在大街上随便唱戏，与戏园子里头唱的
戏，最有关系。鄙人在光绪十几年进京的时候，大街上的人一张嘴便是
‘杨延晖’，因为彼时杨月楼的探母最时兴。”由此可以想见《四郎探母》
在晚清的流行。进入民国，这出戏依然受到民众的追捧，《五十年来北
平戏剧史材》《六十年来京剧史材》等资料显示，“即使在民族战争爆发
之时，《四郎探母》仍在上演。而且，该剧常常被作为募捐戏、义务戏及
班社成立之开演戏”（王真峥，２０１３：５３）。１９４９年之后，《四郎探母》一
剧的命运发生极大转变，在政府对大众文艺进行改造的过程中，这出戏
多次经历了被讨论、批判甚至禁演的命运。

杨四郎是不是叛徒？《四郎探母》是不是一出宣扬人情高于政治的
戏？这是１９４９年以后戏剧界几度集中讨论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一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四郎探母》共经历了四次大的讨论。第一
次是１９４９年前后的“戏改”初期，这时期戏剧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应该如
何看待这出戏所表现的政治倾向。这一时期，有人批判这部戏是“汉奸
戏”，没有从民族立场的角度看问题，不能给观众以更高的觉悟。对于
戏中强化了萧太后的形象则被认为加强了满族主义色彩。可见，在５０
年代初期，人们在潜意识中以“大汉族主义”的“民族立场”来看待这部
戏。第二次、第三次讨论是在“反右”前夕和“反右”时期，这个时期阶级
斗争观念增强了，因此对于《四郎探母》多是政治性的批判，并且是上纲
上线的批判，认为杨四郎卖国求荣，《四郎探母》也因此遭禁演。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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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则是在“文革”结束后，对于《四郎探母》的讨论重新回到争鸣的意
义上。从这部戏在不同时期截然不同的命运可见，如何理解和评价《四
郎探母》其实与不同文化语境下对政治与人伦、情与理之关系的认识密切
相关。

当认为政治选择与人伦情感二者非此即彼，互不相融，并且国家政
治具有高于人情的正当性，那么《四郎探母》必然受到批判，因为国家之
间的矛盾不仅给杨氏家庭内的人伦关系增添了政治色彩，而且决定了
母子、兄弟、夫妻等人伦情感的表达方式只能是政治立场的选择。如
此，杨四郎久居辽国、探母回令的行为自然不能被接受。正是在这样的
政治语境和文化观念下，１９４９年《四郎探母》被改编为《杨延辉之死》，
原戏中探母回令的结局被改写为老母、兄弟、妻子痛斥杨四郎，逼得其
羞愧自尽。但据记载，当时的观众并不接受这种改编，认为其中人物太
过于无情，于是该剧只演了一次便作罢（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１９９０：３７）。

除了直接对京剧《四郎探母》的结局进行改写，地方戏曲上党梆子
戏中一部与杨四郎有关的剧———《忠孝节》，因为其在结局安排上让杨
四郎悔恨自尽而在这一时期受到重视。《忠孝节》讲的是辽军大败之
后，宋辽在三关议和，宴席上佘太君揭露已成为辽国驸马的四郎的真实
身份，并向萧太后讨回逆子，桃花公主得知实情后想与四郎一起回宋，
萧太后不许，桃花摔死幼子后自尽。回到宋营，佘太君痛斥杨四郎不忠
不孝，请求朝廷就地正法，宋王及众臣为四郎求情，佘太君不允，杨四郎
羞愧难当，碰死于金阶之上。这部剧之所以叫《忠孝节》，是因为桃花公
主一心从夫，是为尽节，而杨四郎最终“悔悟”而死，也算尽忠尽孝，所以
在该剧最后仁宗下旨：“杨四将军一死，尸首莫可损坏，将尸首移入忠臣
庙”，“小桃花为夫尽节，朕封为节烈夫人”（山西省文化局戏曲工作研究
室，１９５９：３０４）。

相较于《四郎探母》着重家庭温情，这出戏因为宣扬大义灭亲而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改中受到青睐。传统观众对于《忠孝节》中哭哭啼啼
的杨四郎是同情的，认为他不过由于战争中的偶然情况落入敌手，但也
没做什么坏事，而且早有归国之心，左右为难实在可怜，反而是硬要将
其处死的佘太君有点不近人情（天池，１９６２，转引自张炼红，２０１３）。在
戏改中，这出戏不仅强化了佘太君的“大义灭亲”，而且在１９５７年参加
山西省第二届戏剧会演时，还因为剧名的封建礼教气息太浓而更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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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排宴》。随后，《三关排宴》经历了１９５９年的整理改写，但仍旧被
认为剧中人物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除了佘太君的政治立场正确，包括
为四郎求情的宋王、众臣，跪着迎接四郎归家的杨宗保等其他人物似乎
还是只按照家庭伦理行事，“爱国主义和鞭挞叛徒还未成为政治正确的
阵营中普遍的政治意识”（张永峰：２０１３）。因此，１９６１年赵树理经手对
《三关排宴》进行了系统改编，不仅删掉了杨宗保跪迎四郎、众臣金殿求
情等情节，而且给予了萧太后、桃花公主等异族，杨排风、焦光普等小人
物以普遍的政治意识，如萧太后在《忠孝节》中还担心四郎回宋后桃花
公主没有依靠，而赵树理改编本中萧太后就只考虑国家利害关系而阻
止桃花公主随四郎返宋；《忠孝节》中的桃花公主因为从夫不得而摔子
自尽，赵本中桃花公主之死却是因为看透了杨四郎的虚伪，就连杨家的
家仆杨排风也说：“全家人禀忠心扬眉昂首，你算个什么人混在里头。
手下人也不愿把你（杨四郎）侍候，对外人又不便让你出头。”（赵树理，

１９８０：１１８３）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忠孝节》的几次改编与《四郎探母》的多次被

批判和禁演一样，都发生在现代中国一些具有特定政治意义的时期。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戏剧改革还是“反右”时期的戏剧讨论，都在
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力图打破“家国同构”的国家形态，积极建构新的主
权国家，以塑造新的人民。在如果不是“秉公”则是“徇私”的逻辑下，必
然很难理解佘太君不杀四郎反而让他归辽的举动。正是在城邦与家
庭、法理与人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对立的逻辑下，传统的四郎探
母戏不断被改编，从最开始表现传统人伦社会的忠孝观念，到后来以政
治意识为主，仍保留忠孝观念，到最后完全以政治意识为纲。在这个过
程中，个人与政治之间再也没有具体的人伦关系和伦理作为中间结构，
传统政治的基础完全被颠覆。在人伦之外去寻求政治的基础，因此戏
改需要诉诸个人强烈的爱国主义。

家国对立的语境和思维对中国人而言是现代的，在西方则有其久
远的根源。在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就体现出爱与正义、亲情与城邦
的对立。在悲剧《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的女儿、忒拜王的
儿媳。她的两个哥哥，一个为了保护城邦而死，另一个则是杀死英雄的
凶手。忒拜王克里昂依据城邦法下令为英雄举行隆重的葬礼，而让另
一个暴尸街头，禁止任何人将其埋葬。安提戈涅不忍兄长死后成为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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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而将其埋葬，触犯了城邦的法令，最终被处死。故事的结尾处，当占
卜者告诉国王其决定冒犯了神意时，国王已经无法改变结局，安提戈涅
已经死了。国王的儿子反对他的父亲，随即自杀，国王夫人听到儿子死
讯后也自杀了（索福克勒斯，２００７：２４１－３２８）。这是一出彻底的悲剧，
个人的爱与亲情、城邦的法、神意代表着三种不同的道德律令（李猛，

２００１：６７）。安提戈涅的悲剧性在于城邦法、神意和爱之间不可调解的
对立。城邦法要求统治城邦内所有事物，这是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
城邦法以神意为最终的正当性来源，另一方面它也需要世俗的爱作为
支撑，但在实践中城邦法却有可能走向后两者的对立面。

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之从根本上不同，它更加强调的是自然的人
伦世界向外推展，以形成整个社会与政治共同体。正如梁漱溟（２００５：

２０）先生所说，中国文化的要义在于“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
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清代京剧《四
郎探母》的为观众所接受和喜爱，而且从元明时期杨四郎故事的诞生之
始就贯穿其中。可以说，杨四郎故事的魅力正来源于这种根植于中国
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伦的统一、情与理的统一，并最终集中呈现在探母
回令的情节安排和人物行动之中。

（二）回到杨四郎故事的起源
《四郎探母》这出戏脱胎于北宋时期麟州杨业（即京剧《四郎探母》

中杨四郎的父亲、佘太君的丈夫，民间戏文一般称为“杨继业”、“杨令
公”）祖孙三代抵抗契丹、防御西夏的真实历史，但四郎流落番邦、回营
探母的故事和杨令公撞碑、杨五郎为僧、杨家十二寡妇征西等一样，在
正史中并无记载，纯属后世话本、历史演义、评书、文人笔记等不断虚构
演义，层累而成。也正因此，杨家将系列故事的形成和流传可以说真实
反映了民间大众对于人伦、情理的朴实理解，对于家国、忠孝的一般认识。

翻检资料，“杨家将”之名首次出现是在南宋末年的《烬馀录》中，元
代杂剧中出现了《昊天塔孟良盗骨殖》、《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等剧目，其
中，杨令公撞死李陵碑、五郎逃亡五台山、孟良盗杨业骨殖等情节逐渐
演义出来，杨家将故事中的反派形象王钦若、谢金吾等的笔墨也逐渐增
多，这为明代有关杨家将故事的两部专门小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这两部小说分别名为《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杨
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即《杨家将演义》）。虽然鲁迅（２０１７：１６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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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这两部小说“文意并拙”，但暂且抛开艺术层面
上的评价，《杨家府演义》与《杨家将演义》相较于前代杨家将故事呈现
出一些新的特点：一个是出现了女性英雄群体，如杨令婆（佘太君）、穆
桂英、八姐、九妹等，另一个是新增了杨四郎流落番邦被招为驸马的情
节。这两部小说中有关杨四郎的情节大体一致，即四郎战场被俘后化
名木易成为辽国驸马，在辽军大败、萧太后自缢而亡后，四郎携公主归
宋。小说中还穿插身为驸马的杨四郎两次暗中帮助宋军的情节：一处
是杨六郎突患疾病晕厥不醒，需要龙母的头发方可医治，杨四郎假患心
痛，获得萧太后的头发；一处是宋军受困时暗助粮草，最终里应外合，大
破辽军。因此，这两部小说中的杨四郎形象是正面的、英雄的。

单从情节上看，读者很容易先入为主地以为杨四郎改名在番邦做
驸马，后又暗中相助宋军，是忍辱负重，只为有朝一日报仇雪恨，既而认
为明代小说中杨四郎的英勇建立在其“爱国忠君”情感上，认为这与探
母回令的杨四郎的“叛国投敌”行为截然不同。实际上，明代小说中的
杨四郎虽然暗中帮助宋军取得大胜，但他似乎并不仇恨番邦，反而十分
感念萧太后对他的恩情，甚至在萧太后死后向八王爷求情，希望能够厚
葬萧太后，以报答其知遇之恩。《杨家将演义》第四十三卷“平大辽南将
班师 颁官诰大封功臣”开篇：

延朗曰：“自居北境，蒙萧后盛意看承
獉獉獉獉獉獉獉

。今既死矣，乞将尸
骸埋葬，庶报一时知遇之德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使番人不以延朗为负义耳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八王
曰：“此将军盛德之事

獉獉獉獉
，当从所请。”是日席罢。次日，八王一面

申报朝廷，一面下令将萧后尸首以王礼埋葬。有司奉行，备礼
收敛，不提。后人看到此处，有诗赞曰：

盛德于人将德报
獉獉獉獉獉獉獉

，杨门豪杰几能同？
片言深仰番庭慕，为筑封茔一念忠

獉獉獉獉獉獉獉
。（熊大木，２０１８：１９４）

如果从纯粹民族主义角度出发，将宋辽两国视为敌对双方，继而认
为杨家一门惨死，杨四郎与辽主萧太后之间必有血海深仇，那么就很难
理解为何杨延朗破辽军后，反称在辽十余载是“蒙萧后盛意”，进而更难
理解为何杨四郎言对萧太后需有“义”有“忠”。难道杨家一门的惨死不
正是因为辽军萧后，难道忠君不是只能忠于宋君一人？从诛心的角度
讲，这样一个帮助宋军却又感念萧后的杨四郎是否也应该被认为是变
节者、叛国者呢？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社会，这又显然并不构成一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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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八王爷作为君亲，将杨四郎厚葬萧太后这个异邦君主的请求认为
是“盛德之事”，即是认同杨四郎可以而且应当对萧太后怀抱感念之情，
所以才成全四郎将萧后尸首以王礼埋葬；而后人看到此处诗赞曰“为筑
封茔一念忠”，同样是对杨四郎行为的赞许与传扬。可见，在中国传统
社会，政治与人伦的选择并不存在二元对立的撕裂，大众能够认可和接
受政治与人伦看似存在的抵牾，因为其行动逻辑并非单纯依据政治立
场或是人情委曲，而是遵循“忠”、“孝”、“仁”、“义”。这些伦理原则同时
具有人伦性质和规范意义，因为中国社会是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的，而人
伦关系又是构建社会与政治的纽带。

可见，中国传统社会对忠孝与仁义、人伦与情理的认识差异正是应
该如何理解杨四郎选择的关键。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忠与孝一样，都是
与具体人伦关系紧密相关的概念。在《仪礼·丧服》中，有“诸侯为天
子”、“臣为君”、为“旧君”等条。君臣关系是具体的，两人必须以礼交
接，所谓“委贽为臣”，而若于大义不合，则君臣也可以“以义离合”。忠
所指向的对象并不是团体，而是具体的人伦关系与人伦道义。外邦的
侵扰导致社稷不宁，但杨家将父子多人的惨死并不是因为萧太后个人，
而是政治的残酷，其中既包括两国之间的政治，也包括朝廷内的政治。
史料记载，杨业父子仁义忠勇，却饱受奸臣忌妒，《宋史》就说其时“主将
戍边者多忌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雍熙三年北伐之战，也正是因为
王侁一干人等的私心陷害，导致杨业重伤被擒。《续资治通鉴长编》记
载杨业言：“上遇我厚，期捍边破贼以报，而反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
王师败绩。”小说中也塑造了潘仁美等奸臣，作为大力批判的对象。甚
至可以说，在《杨家府演义》和《杨家将演义》中宋辽战争只是背景，其展
现的主要矛盾是宋朝内部奸臣与忠良的角力，是杨家一门忠烈与潘仁
美、王钦等小人的斗争。在小说中，宋军一次次的兵败，杨家父子在战
场上的多次受困，并不是因为辽军如何英勇神武，而是因为潘仁美等奸
臣的私心与奸佞以及帝王听信小人谗言。所以，小说中神宗皇帝都不
禁言：

噫！寡人之过也！……朕今有此等贤良之士，不能用之，
听其肥遁林泉，不得与古明王媲美，使天下万世谓朕为无道昏
庸之君也……（秦淮墨客，１９８１：３４１）
明代杨家将小说的核心意旨并不是宣扬忠君爱国，而是批判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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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君王的昏庸，为忠臣贤人不能得到认可鸣不平。因此，小说还塑造
了八王、寇准、包拯、神宗的弟弟周王等正面角色，以在每次危难时挺身
而出拯救忠良。《杨家府演义》最后，面对奸臣张茂的步步相逼，杨业的
孙儿一辈杨怀玉愤而反抗，杀了张茂一家，随后逃往太行山避灾。当周
王上太行劝杨怀玉下山，斥责其抗旨是为逆臣有负朝廷时，杨怀玉言：

庶臣诳言之罪，略有苦情，一一启殿下听之。若以理论，
非臣等负朝廷
獉獉獉獉獉獉

，乃朝廷负臣家也
獉獉獉獉獉獉獉

。始主继业因王侁排陷，狼牙
撞李陵之碑而死；七郎遭逢仁美，万箭攒身而亡；六郎被王、谢
之害，充军充徒；迨及狄青、张茂，吾祖吾父贬职削官。圣主不
明，词章之臣密迩亲信；枕戈之士远隔情疏，不得自达。谗言
一入，臣等性命须臾悬于刀头。此时圣主未尝少思臣等交兵
争斗之苦而加矜恤，岂臣造为虚谬之谈以欺殿下乎？（秦淮墨客，

１９８１：３３９－４４０）
从这一段泣诉之中，可见杨家人是如何归因家人战死的惨剧的。

其中并没有对辽国的控诉、对敌国萧太后的仇恨，而是所谓“谗言一入，
臣等性命须臾悬于刀头”。一句 “乃朝廷负臣家也”，多少辛酸与无奈。
虽然小说之语乃作者虚构，但这一段话也代表了作者乃至读者对于杨
家将故事的核心关切和普遍认识。此中的情是对忠臣的体恤，此中的
理是忠臣理应得到重视，情理在《杨家府演义》中是统一的，忠孝也是一
体的。需要注意，杨家将戏剧中对于“善恶”和君子、小人的辨别是特别
突出的，这也是中国戏文一贯的逻辑。对于个人品格与道德的重视是
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点，尤其在儒家看来，只有个人是一个仁人君
子，他才能“喻于道义”，才能在家尽孝，为君尽忠，为友有信。《论语》中
所谓“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所表达的正是一个人在
社会伦理关系中主动的道德实践。显然，这一实践最重要的是从“孝
悌”做起，守住本心，然后推及更广阔的社会。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总体
的文化特点，所以中国的戏文总是首先辨别一个人是不是好人，是不是
孝子，而不是一个人是不是守法或者是不是热爱城邦。

相较之下，萧太后对杨四郎的不杀和将公主许配，不仅是饶了杨四
郎一命，而且确实是对他有知遇之恩，有赏识。杨四郎为获得萧太后的
头发假装有心病，公主遣人前往军中见萧后，“道知取龙发疗驸马之事。
萧后曰：‘既驸马得疾，此而可愈，我安惜哉？’遂剪下其发，付与来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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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熊大木，２０１８：１５８）。可见，萧后对其还有关爱。因此，小说中八王
爷会认同萧太后“有德”。杨四郎与萧太后之间并不纯然只有国与国之
间利益的冲突，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情感。忠义是人们的行动原
则，也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正说明政治与人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杨四郎对萧太后的“忠”、“义”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所谓的
忠孝与具体人伦相关，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理性和正义。与其父兄一样，
杨四郎身上同样呈现出忠孝一体的特点。传统所谓的“求忠臣必于孝
子之门”（《后汉书》）、“资于事父以事君”（《礼记·大传》），表明人之忠
孝同出于一源，都基于对人伦世界的情义。杨四郎“使番人不以延朗为
负义耳”，表明即使是在两难的处境下他也不愿背信弃义，罔顾萧太后
的仁德。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孝的人会如此看重自己的德行，一个对
老母亲眷没有深厚感情的人会坚守信义。

明代小说中有关杨四郎的故事是圆满的，他以厚葬萧太后报了恩，
也带着琼娥公主回到大宋与家人相聚。政治与人伦并没有发生实质性
的冲突。而在清代诞生的京戏《四郎探母》因为也是大团圆结局，也就
是所谓的“南北和”，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有意淡化民族矛盾，提倡民族
融合。在清代少数民族统治的背景下，这种看法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实
际上，当我们把《四郎探母》放置在杨四郎故事的整体发展中，就可以发
现，它并未比明代两部小说中对民族矛盾的刻画淡化多少。同样是两
军对垒、形势紧迫之时，同样是对萧太后有感念，对公主有情谊，对母亲
有思念，只是《四郎探母》没有进一步刻画在未来的战争中杨四郎是否
会暗助宋军。

如果说戏改体现的是现代政治对于人情的排斥，那么传统杨家将
故事的演化史就充分表明人情是政治的支撑。不论是对于个人善恶忠
奸的刻画，还是对于人伦关系中忠孝仁义的描写，都说明政治生态的构
建需要以人情的培育为前提。

三、家庭与情义：《四郎探母》的戏剧文本分析

聚焦京剧《四郎探母》，人们为何长久以来接受并喜爱那个探母又
回令的四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四郎探母》中呈现出的政治与人情的
关系，如何理解其中各类人物的行动逻辑？回答这些问题要从两个角
度进入：一是剧中的杨四郎是怎样的人，他本人的行为和心理如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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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他是否值得同情；二是各人物在剧中的行动背后的出发点是什
么，他们对杨四郎的理解和支持是否合理？这涉及对整部剧意义的解答。

（一）开场：战争与人情
《四郎探母》开场所呈现的是一个普通人在两国交战被俘虏后阴错

阳差的命运和有苦难言的处境。以杨四郎独坐沉吟自报家门开始，一
段唱念不仅交代了“探母”的因由，也以独白的形式将主人公深藏心底
多年的往事与心愿一一道出。“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
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这开头四
句词两句言受困，两句言失群。不难理解，被擒的杨四郎自然是如“笼
中鸟”、“困沙龙”一般身不由己。“虎离山”、“雁失群”，远离故土，与家
人分离，是战争导致人身自由丧失，人伦关系解体。紧接着的一段“想
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杨四郎回忆了十五年前沙滩会战的惨痛经历。
这段本应义愤填膺的唱词被四郎唱得句句含泪，展现的是苦而非恨。
我们需要注意，此时的四郎并没有将矛头指向敌方，更没有指向发动战
争的番邦首领萧太后，反而紧接着两句“脱此难”、“配良缘”，话锋一转
说道“蒙太后不斩之恩，反将公主招赘”。这与前文所分析的明代两部
杨家将小说中对杨四郎形象的刻画并无二致。

战争不是主题而是背景，真正让四郎挂心的是南宋故园和北番新
家。杨四郎不但没有仇恨北番，还感激萧太后招婿之恩。与此产生鲜
明对比的是，即使是独自一人沉吟时杨四郎也从未提起过大宋或者宋
君，他回国也只是出于“思想老母”，并非为了宋廷。那是否可以认为杨
四郎心系北番朝廷呢？那也未必。本剧着力刻画的是萧太后的家人身
份，尤其是作为铁镜公主的母亲，作为孩子的祖母。在《四郎探母》剧情
里，萧太后的行动逻辑更符合家庭伦理而非政治身份。

《四郎探母》将两场战争作为背景，以战争的紧张感凸显日常生活
的平和，这是戏剧的结构特点。一触即发的战争为整部戏烘托出“山雨
欲来风满楼”的氛围，各种人物的行动与选择就是在这样的紧张氛围中
发生和发展，直到结尾调转和化解整场戏的冲突。那么，剧中人物是如
何通过行动化解这一紧张氛围的呢？本文认为，正是剧中人物个个都
坚守人情，所以最终才能化解危机，但凡其中有一人不是如此，四郎的
命运都将是悲剧性的。正如研究者所指出，人情和亲情是《四郎探母》
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人情是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原则（李景霞，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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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１５７）。

（二）坐宫：北番的家
随着铁镜公主出场，戏剧回到杨四郎的日常家庭生活。铁镜公主

聪明活泼，细心爽直，她难得见丈夫如此忧思，便立马关心地询问四郎
是否有心事。四郎不肯说，公主便要猜上一猜。公主猜四郎心事这一
段，既推动剧情发展，让杨四郎慢慢将自己的秘密和盘托出，也通过这
种极其朴实而感人的方式展现夫妻二人日常的相处。杨四郎不敢将心
思告诉妻子，唯有独自承受。公主因为牵挂杨四郎，不停追问。在这一
问一答、半推半就中，四郎向妻子揭开了心底的秘密。这既是杨四郎对
妻子的主动敞开，也是妻子的主动解开。这段戏展现了杨四郎与公主
之间不仅相当地了解，而且有非常深厚的情感。因为事关重大，杨四郎
提出要公主起誓。公主先逗弄四郎，表现得不会起誓，紧接着说：“您当
我真嘚不会起誓”，便发了重誓。这一段特别有味道，将夫妻间轻松的
日常生活背后的庄重性以誓言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夫妻是一种后天相
合的至亲关系，誓言是这一关系背后情义之重的象征。唯有其情义之
重，才有日常生活中看上去的轻松与快乐。

正是出于夫妻间的感情与信任，杨四郎才得以将隐情说出。如果
说杨四郎尘封在心中十五年的故园之思能在这一刻重新发芽，那么四
郎和公主的夫妻之情就是浇灌下的第一滴水。因此，虽然《四郎探母》
的高潮在探母，但其实杨四郎与铁镜公主十五年的婚姻和感情才是这
出戏重要的推力。铁镜公主答应帮杨四郎盗令箭，也是从人情而非从
政治立场出发的。成夫君之意，意味着接受丈夫的整个世界。在答应
盗令之时，她已经意识到四郎在宋国还有一个家，也接受了远在南国的
佘太君是她婆婆这个事实。因此，杨四郎对天盟誓定要回令，也就不是
什么不可理解的行为。唯有如此，他才对得住铁镜公主。如果说一般
政治的逻辑是划分敌我，那情义的逻辑始终在以它自然的方式寻找生
长的路径。如果没有这些看上去很日常的人伦感情，一个彻底的战争
状态将是多么的冷漠与可怖。

第二场“盗令”，同样并不是着力凸显萧太后作为君主的严肃一面，
而是通过她疼爱孙儿给予令箭玩耍展现其作为长辈的慈爱。杨四郎流
落番邦十五载，在此重建家庭，享受天伦之乐，妻子贤德，孩儿可爱，自
己于太后有半子之谊。但杨四郎心里还有另一个家，那是一个沙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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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原本完整的家，有高堂老母、手足兄弟、结发妻子。

（三）探母：宋国的家
在盗得令箭之后，杨四郎过关去宋营，中间几场过场戏略去不表。

在“见弟”一场，主要表现的是兄弟情。当问清杨四郎身世，兄弟相认之
后，杨延昭（杨六郎）用西皮摇板唱腔唱了一句“弟兄对坐述寒温”。摇
板是比较自由的板式，最适合演员灵活表达较浓郁的情感。紧接着，杨
宗保出现，作为伯父的四郎特别高兴杨家有后，说道：“呜呼呼！且喜杨
家有后代，待我谢天谢地。”四郎亦有子嗣，但终究不是属于杨门的，这
句词里既有对杨家无尽的牵挂和对杨门有后的欣慰，也有深深的自责
和遗憾，这种感情是复杂的。可以看出，杨四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
两个家之间的无奈。反观杨六郎，他的表现又是不同，从认兄到叙话，
满满的都是兄弟之间的挂念，话语间充满对兄弟流落在外归家的喜悦
与关切。兄弟之情虽不似夫妻之间那般情意浓浓，却是同气连枝，手足
情深。

随后，在“见娘”这一场，全剧对于杨家亲情的表现达到最高潮。佘
太君一句“一见姣儿泪满腮”，直击人心，荡气回肠。当佘太君问杨四郎
为何能回营，四郎回答：“多蒙太后的恩泽似海，铁镜公主配和谐。”佘
太君则问道：“公主贤哉不贤哉”，正好与“坐宫”中铁镜公主的戏份相呼
应。母亲关心的是孩子的日常生活、家庭关系。杨四郎也以公主之贤
相告，并告诉母亲他们已经生育孩子。佘太君听到这里，“眼望番邦深
深拜”，不仅承认了公主的儿媳身份，还对她照顾儿子、生下孙子的功劳
深表感激。铁镜公主之贤，佘太君之仁，才给了四郎一片生机。事实
上，在这里，杨四郎是特别心中有愧的，他再次对六弟说：“六弟请上受
兄拜，贤弟可挂忠孝牌”，六郎回答：“说什么弟挂忠孝牌，同父同母共同
胎”。杨令公和诸兄已死，四郎本应该要传承杨门。虽然没有办法承担
起对于杨家的这个责任，但是他对于家的亲情始终不灭，正是出于强烈
涌动的亲情，他才决定探母。

杨四郎一家人谁也没有在心里放下这个家。所以，全剧有好几次
回溯杨家一门十五年前的惨烈：第一次是杨四郎开场一段西皮二六板，
第二次是向公主诉说身世时一段西皮原板，第三次是与六郎相认时的
一段西皮快板，第四次是佘太君的一段西皮流水，其中尤以佘太君这一
段至为感人，在那句“一见姣儿泪满腮”之后，她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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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珠泪洒下来。
沙滩会一场败，
只杀得我杨家就好不悲哀。
儿大哥替宋王长枪刺坏，
你二哥短剑下就命赴阳台；
三哥马踏如泥块，
最可叹我的儿你失落番邦一十五载未曾回来；
只剩下六弟为元帅，
最可叹你七弟被潘洪绑至那芭蕉树上乱箭穿身死无葬埋。
娘只说我的儿不能在，延辉我的儿啊！
哪阵风儿吹回来？

通过杨四郎自诉、杨四郎向铁镜公主的诉说、杨六郎和杨四郎的叙
说以及此段杨母的回忆，杨家的破碎成为他们共同的苦痛记忆。这段
唱词一再响起，必然深深打动观众，兴发起观众有关家庭人伦的情感体
验，激发出对杨四郎遭遇的同情。“探母”这一场将家人亲情渲染到极
致，打动人心，是全剧的高潮。可以说，《四郎探母》这出戏之所以在“杨
家将”戏中显得特殊，同时又经久不衰，正是因为相比于其他戏强调
“将”的一面，这出戏着力表现“家”的主题。事实上，“将”与“家”都是
“杨家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见母之后，杨四郎去见原配夫人，剧中称四夫人。戏到这一场，
节奏变得更加急促，在没说几句话时，听到四更响，四郎唱：“谯楼已打
四更牌，辞别贤妻出帐外”。这种急促的氛围，刚好表现了四郎与四夫
人当时的关系。四郎之不得不走，恰是四郎与四夫人之关系不得不断。
对于四夫人我们会抱以更大的同情。她在后帐侍奉杨母十五年，日日
思念四郎，却才见一面就要分别。四夫人劝杨四郎留下，可“船到江心
马临崖”，退无可退。在这一段戏里，彼此“妻呀”、“夫呀”的直接简单的
念白，最见二人的无奈。杨四郎明知无言以对，只能嗟叹悲泣，却仍要
见一面四夫人，这又极为深情。四夫人是一个悲情的人物形象，观众会
情不自禁生发出对四夫人的同情，而这样的同情也恰恰强化了观众对
于人伦情感的珍视，尤其是对于一个完整家庭的珍视。

（四）回令：情义的成全
从开始谋划盗令以出关探母，到成功探母，再到此时将要回令，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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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奏感在不断变换，而节奏变换的主线始终是围绕着“家”这个主
题———思家、探家与别家。在第九场“哭堂”中，杨四郎即将告别杨家回
北番，其中滋味，岂是三言两语可道尽。

佘太君也问道：“儿啊！失落番邦一十五载，才得回来，怎么你又要
回去？你可知这‘天地为大，忠孝当先’？”杨四郎答道：“哎呀，母亲呐！
孩儿岂不知‘天地为大，忠孝当先’。儿若不回去，你那媳妇孙儿，就要
受那一刀之苦。”佘太君没有再行劝说，而是成全了四郎。“天地为大，
忠孝当先”，本在仁义之心，如今杨四郎信守仁义回到北番，佘太君相信
四郎有其情由。此番过境探母，看似已经逃出北番再不是插翅难飞的
杨四郎其实还是“不自由”的，这种不自由不再是被擒和身体性的无法
选择，而是人伦关系的羁绊与牵挂。越过边境，他自然有如此千载难逢
的机会回到原本的家庭，永远地离开番邦，但如果这样，杨四郎的探母
就不再是一个情感性的行为，而是别有用心的谋划。在这种意图和动
机下，杨四郎对铁镜公主和孩子的感情就难言有多少是真的，他发下的
毒誓也就变成了被公主颇为讽刺言中的“起誓当白玩儿”。背叛对番邦
家庭的人伦信义和誓言而选择留下，无疑失去了仁义的基础，那这还是
出于忠孝吗？恐怕不是。

四郎回到北番被擒，按律当斩。但最后一场“回令”，却分明是个热
闹戏，演大家如何想尽办法为杨四郎求情。杨四郎以夫妻之情义让铁
镜公主求情，铁镜公主则对萧太后说：“当初被擒就该斩，不该与儿配为
婚。斩了孩儿不要紧，儿的终身靠何人。”铁镜公主软磨硬泡，萧太后还
是不赦。最后国舅和铁镜公主使计，公主假意觅死，把孩子留给萧太
后，这才赦了。在整部剧中，萧太后都是一个特别有人情味的君主。

这部戏最后铁镜公主调侃：
公主：你可别过营去探母啦。
四郎：哦。
公主：你再要是过营去探母啊，想着准带回令啊！
四郎：哦，哈哈哈！

２．与京剧《四郎探母》关系密切的《雁门关》亦名《八郎探母》，也称《南北和》，本身就有宣扬南
北和平的意思。

这似乎预示杨四郎在两个家庭间最后能做到两全，情义的生长最
终弥合了政治的分裂。至少这出戏传达出这样一种理想。２《四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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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也以此向观众传递出人伦世界中情与理的生长具有超越战争隔阂
的可能。试想，如果没有铁镜公主对四郎一片真情而为其盗令，如果没
有佘太君体谅四郎放其回番，如果没有国舅顾念人情为四郎求情，如果
没有萧太后念及家人之情赦免四郎，杨四郎的下场都将是悲剧性的。

四、《四郎探母》中的情理社会

（一）探母回令：情义四郎的诞生
通过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明代小说中，杨四郎最终是

在辽败后归宋，一直到清代，四郎被俘、探母回令的情节才成为戏剧的
主要表现对象。京剧版《四郎探母》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对此有非常多
的研究，研究者对其具体来源及经过存在颇多争论。据齐如山（２００８：

５３）先生在《京剧之变迁》一书中记载：
《杨家将》一戏，自《昭代箫韶》之外，先有的《雁门关》。同

时张二奎（号英子）由《雁门关》里头摘出一段，另编了一出《探
母回令》。
受齐如山说法的影响，后来的不少研究者把《雁门关》作为《四郎探

母》的来源，如海震（２０１０：２８２－２９９）就认为，《雁门关》的头本、二本形
成了《八郎探母》的故事，后者是《四郎探母》的直接来源，二者曾经同时
流行过。但他也指出，京剧《四郎探母》按照《杨家将演义》把探母的人
改成了四郎，早期的《四郎探母》只是从“坐宫”演到“见娘”，“回令”是后
加入的。康保成（２０１６：１６－３３）通过详细的考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
认为京剧《四郎探母》先于《雁门关》产生，它的前身是楚曲《杨四郎探
母》，楚曲借鉴了五代时韩延徽探母的故事，并沿袭明代小说《杨家府演
义》的路径，但楚曲中并没有“回令”。早期皮黄本《四郎探母》对楚曲的
关键改动是把楚曲中公主口述的“盗令”情节改为明场演出，萧太后开
始出现在戏台上，并且对“坐宫”也进行了一定的改写，这样就为后来的
“回令”做了铺垫。在《四郎探母》的巨大影响下，《八郎探母》、《双探
母》、《女探母》、《三关排宴》等杨家将“探母”系列作品先后问世。从研
究者的考证中我们知道，四郎探母故事中“回令”主题的出现非常关键，
把“回令”作为戏曲的结局，意味着杨四郎的回宋不再是卧底归宋或者
罪子归家，而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普通人在战争时刻回家探母。正因如
此，杨四郎的形象才显得虽然普通却感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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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的故事从原初杨业父子抗辽的简单形态慢慢演变成杨门故
事，并与杨门的家庭生活缠绕在一起，直到探母回令的出现，刻画出一
个情义四郎的形象。如果说忠勇是杨家将形象的脸谱，那么情义就是
杨家将的底色。《四郎探母》的“杨四郎”角色是“杨家将”形象谱系中的
一种，是传统情理社会故事衍生的必然结果。

（二）情理行动：《四郎探母》中的理想社会
明代小说中辽国战败后归属大宋，宋以君王的规格厚葬萧太后，而

《三关排宴》则将故事设定为宋辽两国议和之时，可见无论在读者还是
观众心中，都希望两国停止纷争，世代和平友好。因此需要明晰的是，
在杨家将故事的发展历程中，斗争始终不是杨四郎故事的主线，团聚与
和平才是。这是《四郎探母》故事的政治底色。

两国交战是残酷的，作为《四郎探母》故事展开的背景，战争之下人
与人的感情和信赖是那么渺小而无足轻重，但正是后者给杨四郎的政
治与情感困境创造了希望，实现了政治与人伦、情与理的统一。剧中不
论是铁镜公主、萧太后，还是佘太君、杨六郎，每个人都是出于具体的情
义去考虑事情，而不是以抽象的律法来评判他人。主人公杨四郎出于
对母亲的思念而盗令探母，若没有这些人的成全，根本不可能实现。在
这个意义上，杨四郎虽是自己主动选择这样做，但却是他人共同为他铺
就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社会学所常说的社会结构，杨四郎的选择就
是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行动，也正是从四郎的行动中我们见到其所处的
社会结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情理社会”，所有人行动的出发点是
“情理取向”的。

杨四郎，“他的选择，就是在背叛的宿命中，坚守住自己做人的最后
底线，于是在我们这个始终强调‘忠’和‘孝’的文化环境里，杨四郎虽然
够不上‘忠臣’‘孝子’，却因其还有‘义’才得以被民众接受、理解，并且
因为其对‘义’的坚守之困难而获得巨大的同情”（傅谨，２００７：１１０）。如
果杨四郎处心积虑探母不回，那么他在番邦的家将永远和大宋的家是
分裂的、矛盾的，是因为国家战争、政治分歧而无法调和的。虽然国家
战争无法左右，但当四郎在探母时带去公主对佘太君的问候，在回令时
带来母亲对公主的夸赞，杨四郎成为南北两个家的桥梁，实现了两个家
的融合与理解。因此，杨四郎回到番邦，在这种具体的文本所揭示的伦
理语境中，决不应该被解读为政治性的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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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郎探母》戏的特色在于，它不是以宣扬杨家将英勇形象为主，而
是表达战争状态下的亲情，在剧中不断加紧的谯更声中，四郎与老母、
兄弟的亲情被渲染出来，这也是特别打动观众之所在。其实整场戏在
外部的紧张氛围下，表现的是内在非常温柔的人情，不论是夫妻之间猜
心思、发誓言，还是母子兄弟之间一起回忆家史，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是
很普通日常的。戏剧的外部紧张氛围像一把火，熬煮的是亲人之间的
亲情与信义，所以沸腾的情感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英雄也好，观众也
好，他们其实在人伦日用层面分享着共同的价值与情感。每个人的选
择看似普通，却真正翻转了“船到江心马临崖”的危机，每个人对于情义
的坚守才有这样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试想，如果公主不理解杨四郎对
身世的隐瞒，将其告发，如果佘太君认为四郎番邦十五载不思报仇反娶
公主，大义灭亲，或者执意让他留下，又如果萧太后知其盗令出关，将其
就地正法，那么四郎的故事都将不会这么打动人心。这也正是１９４９年
之后对《四郎探母》的多次改编无法真正获得认可的原因。

所以，这样一个看上去普通的故事，却未尝不暗含着一种中国式的
理想主义。这个故事似乎没有塑造出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好像
也没有引起人们深思的离经叛道的故事情节，但这样一出唱了二百多
年的经典戏剧却有其独特的韵味。这出戏呈现出的戏剧冲突，看似平
淡，但却悠长。战争围城下的盗令探母之所以打动人心，正是因为观众
在这些看似普通的人伦情感中总能找到触动自己的点，有人对于四郎
与公主的夫妻情义心有戚戚，有人则感动于四郎的“思想老母”。据说，
台湾老兵听这出戏，常涕泪纵横。两岸相隔的何止是亲情，也有故乡，
他们从四郎身上找到了共感。同样，有些双亲离世的观众，也会在看这
出戏时不禁泪流，战争所导致的亲人离别何尝不会兴发出生死永诀之
人的思念之情。中国古诗说：“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中
国传统诗文中最重要的主题似乎都集中于此，《论语》开篇也说：“有朋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人伦情感里中国人找到了最深的寄托。

可以说，传统中国以人伦日用为核心的情理精神，保证了传统社会
培育出厚实的社会纽带，人们彼此之间心意相感，信义相守。不论是在
战争状态还是日常生活，这种情理精神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底色。《四
郎探母》这样一部以战争的动员与战争的记忆为背景，以探母为核心戏
剧情节的作品，完美呈现了这一点。它几百年来感动着观众，又岂是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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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四郎探母》这个看似普通的故事刻画出每个普通中国人都心向往
之的有情有义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看上去很日常，触手可及，但
却需要每个人用行动去实践，去坚守，正如《论语》所说：“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五、余论

通过对《四郎探母》的粗浅分析，本文希望展现传统思想一些具体

可感的历史面向。情理与人伦是中国戏曲中特别重要的主题，不只是
《四郎探母》，像《玉堂春》中因情义而超越出身，像《白蛇传》因情义甚至
可以超越人妖之别，我们发现许多戏曲都在表明同一个道理，即唯有情
理才能突破功利、世俗、华夷、战争等界限，达到“和”的状态。事实上，

研究者们之所以将中国社会称为“情理社会”，将“情理”作为中国传统
社会的核心观念，正是因为人们注意到，中国社会中“理”的核心特点与
人伦、人情相关，“理”与“情”是统一的，“情理”可以作为一个偏正短语，
“情”是“理”的修饰语。

对于“情理”的这种认知是人这一主体在实践过程中所达致的。人
们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出发，如孟子所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如《论语》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
也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全情即理，全理即情”（陈来，２０１４：３９５）。在这
种语境下，情与理的协调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不同的人伦关系，做到竭
尽其诚，重情重义。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指的就是圣人与一般人
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对于人伦日常处理的最恰当，达到了情理俱胜、

仁至义尽的境界。必须注意到，在情理的主体实践过程中，中国传统社
会的一个特点是，它将人伦关系尤其是最亲密的亲子关系提到了最重
要的位置，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在结构层面是家庭本位的，在情理层面就
是以孝悌为本。所以，情与理始终与人们的人伦关系纠葛在一起。正
如研究者在中西的对比意识当中所说，中国的家与孝构成了中国人最
重要的生存经验和内时间意识（张祥龙，２０１７：２），因此，离开家庭和人
伦本位去谈中国的情理就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甚至将情与理的协调
问题错误地理解为根本上的对立问题。

儒家文化将家与孝提高到本体论的层面，导致中国差序格局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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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本质上是一种由人伦关系扩展出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修身是治
国平天下的根本，后者本质上都是人修身明伦的过程，只是范围不同。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格物致知，所谓“物”，尤其指人事。朱子说；“物，犹
事也”（朱熹，２０１１：５）。所以，所谓修身包含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这
四个过程，并且贯穿在一个人慎独之时、齐家之时、治国之时、平天下之
时。修齐治平体现的正是修身在人的日常生活以至政治生活当中的绝
对地位，而修身的根本在格物，尤其是明伦，其基本的态度就是做到正
心诚意，然后情才能不偏辟，理才能得其正（朱熹，２０１１：９）。所以，忠孝
可能难以两全，但忠孝并不对立而是一体。从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的
关系来说，有一个明确的政治人伦化的特点，在《仪礼·丧服》中，君统
与宗统的关系问题就集中体现了传统政治哲学在政治发端处的人伦化
倾向。君臣父子一例，将君臣比为父子，既是一种伦理比附，本质上也
是因为其起源上的同一性（金景芳，１９５６：２０３－２０９）。所以，王国维
（１９５９）说中国社会自上而下、从天子到庶民合成一“道德的团体”，韦伯
（２０１０：３２５）说中国的社会对人际关系高度神圣化，中国传统官僚制是
高度人身性的。这些都表明，理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一个基本的
语境就是理解它的人身性，在结构上就是人伦扩展的问题。费孝通晚
年受到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启发，认为打通个体和社会之间的方式就
是要把这样一个主体实践的过程看成是社会化也就是伦理化的过程。

他提出，“‘我’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由里及外’、‘由己及人’的具有‘伦
理’意义的‘差序格局’”（费孝通，２００３）。社会虽然是一整个“道德的团
体”，但各部分之间一定有结构上的安排与秩序。不过，我们不宜从公
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这样的二元视角去理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系。

从杨家将以及《四郎探母》这样的中国传统戏曲与诸如《安提戈涅》

这样的西方经典悲剧的差异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情理观始终是在
人伦本位的社会结构中展开的，具体地说，是在以家庭和孝道为核心的
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结构中推展的。因此，对传统忠孝仁义观念更为
深入的理解还有待于对传统经史的系统研究，比如接续王国维、梁漱溟
等民国学者的问题意识，深入研究传统中国社会思想，真正澄清传统思
想中父子与君臣、孝与忠、家庭与国家的内在关联。这是接下来要进行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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