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樣板戲 

樣板戲可說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唯一的舞台藝術，1  它不但能反映文革

的思想主張，當時更成為宣傳工具，以不同方式，滲透全中國，形成「八億人民八

台戲」的奇特現象。 
來源 

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等連串的運動展開，中國戲曲界亦備受批評，以為

傳統戲都是宣揚封建，主張多演現代戲，排斥傳統戲。1964 年 6 月，「全國京劇現

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當中《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紅燈記》

等被列為為優秀劇目，各地遂紛紛上演這些以工農兵革命為主線的現代革命戲，而

「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傳統戲和新編歷史劇則漸次在舞台消失。 
文革展開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 1966 年 11 月 28 日宣布現代京劇《智取

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沙家濱》、《紅燈記》、《海港》和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

子軍》、《白毛女》和交響樂《沙家濱》等八部文藝作品為「革命樣板戲」。 
內容 

樣板戲的內容都能反映文革，甚至是文革前的政治思想和面貌。第一，階級鬥

爭。「文革」的正式名稱其實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直被受壓迫的「紅五類」

(工人、貧下中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和革命先烈的子女)起來反抗和批判「黑五類」

(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壞分子)，並取得壓倒性的勝利。《白毛女》

便是講述抗日戰爭時期，貧農女兒楊喜兒被地主黃世仁逼債虐待，仍但堅強不屈，

最後逃出生天，躲進深山。後來共產黨解放了楊各庄，並消滅了黃世仁。 
第二，歌頌革命英雄。由階級鬥爭衍生出來，戲曲中戮力歌頌很多革命英雄，

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去成就革命，建立絕對正面威武的形象。《紅燈記》講述抗日戰

爭時期，共產黨黨員李玉和與母親李奶奶為了傳送情報而壯烈犧牲，最後女兒李鐵

梅成功把情報送出，繼續革命運動。 
第三，打破傳統。在封建主義社會中，女性都是被欺壓的一群，但在解放以後，

她們都能站出來，參與政治和軍事的活動。《紅色娘子軍》便是借貧農女兒吳清華加

入了紅軍娘子軍，最后更帶領娘子軍回鄉，消滅了惡霸地主南霸天的故事，宣揚女

性在新時代中的巨大貢獻。 
第四，反帝國主義。在樣板戲中，除了打擊地主和右派外，還有一條反日本和

反美國的主線。七齣的樣板戲中，便有三齣(《紅燈記》、《沙家濱》和《白毛女》)
把時空設定在抗日戰爭時期，詳細紀錄了「日寇」對革命人士的迫害；另外，由於

1950 年爆發韓戰，共產黨派兵「抗美援朝」。在《奇襲白虎團》中亦有反映在金城

戰役中，志愿軍聯同北朝鮮軍民，一起對抗美國和南朝鮮軍。 
第五，歌頌紅太陽毛澤東，藉此動員群眾。文革的產生，究其原因，是毛澤東

                                                 
1 樣板戲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專指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沙家濱》、《紅燈記》、《海

港》和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和交響樂《沙家濱》；七十年代初開始，也泛指現代京劇《龍

江頌》、《紅色娘子軍》、《平原作戰》、《杜鵑山》、《磐石灣》、《苗嶺風雷》，以及鋼琴伴唱《紅燈記》、交響

樂《智取威虎山》、現代芭蕾舞劇《沂蒙頌》、《草原兒女》等作品。此說法乃參照蔣中崎：《中國戲曲演進

與變革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9)，頁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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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群眾的力量，以期從劉兆奇手中重奪政權。因此在樣板戲中，多次歌頌偉大的

毛澤東，甚至高呼「毛主席萬歲！」藉以要求群眾跟隨毛主席的路線，進行階級鬥

爭。 
影響 

在文革的十年，樣板戲壟斷了整個戲曲舞台，各地京劇團都搬演樣板戲，其餘

地方劇種也把樣板戲移植演出。樣板戲除了以戲劇和舞劇的方式在全國公演外，還

製成彩色電影、電視紀錄片、廣播劇、唱片、中小學語文課本，甚至發行劇本、曲

譜、掛圖、年曆、明信片、字帖、畫片等等，無孔不入，使樣板戲很快由舞台進佔

八億人民的精神領域，形成了「人人都唱革命樣板戲」、「學唱樣板戲，爭做革命人」

的局面。2 
一九七六年十月，隨著四人幫倒台，文革亦結束，而樣板戲也因而一度在中國

舞台消聲匿跡。到了八十年代中後期，樣板戲再次出現，年前更在香港和臺灣上演，

但都只是以藝術表演的角度出現和觀賞，再沒有文革時候動員群眾的意味。 
 
有關樣板戲更詳細的資料可以參看《中國戲曲演進與變革史•一花獨放的「樣

板戲」》、《中國戲曲現代戲史•文革時期的戲曲現代戲》、《中國當代戲曲文學史•現

代戲與樣板戲時期》，和到 http://cn.geocities.com/wdg98cn 下載樣板戲的劇本。 
 
 

參考書目 
李輝編：《八大樣板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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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中崎：《中國戲曲演進與變革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9。 

謝柏梁：《中國當代戲曲文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工作紙(一) 
樣板戲所反映的文革特色 

 
請同學把唱詞的代號，按他們所反映的「文化大革命」的特色，填進表格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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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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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特色 唱詞代號 

階級鬥爭 ○1 、○7  

歌頌革命英雄 ○2  

打破傳統 ○4  

反帝國主義 ○3 、○6  

動員群眾 ○5 、○8  
 
 
唱詞： 

○1 「我們是工農子弟兵來到深山，要消滅反動派改地換天。」(《智取威虎山》第七場 ) 

○2 「任你毒刑來摧殘，真金哪怕烈火煉，要我低頭難上難！哈……」(《紅燈記》第六場 ) 

○3 「日本軍閥豺狼種，本性殘忍裝笑容。殺我人民侵我國土，說甚麼『東亞共榮』不『共

榮』！」(《紅燈記》第六場 ) 

○4 「向前進，向前進！戰士的責任重，婦女的怨仇深。打碎鐵鎖鏈，翻身鬥革命！我們娘

子軍，扛槍為人民。」(《紅色娘子軍》第二場 ) 

○5 「舊社會水深火熱向誰告，血淚彙成浦江潮，血淚彙成浦江潮。新社會，這新社會，咱

們碼頭工，翻身作主多自豪，生老病死有依靠，共產黨毛主席恩比天高！」(《海港》

第六場 ) 

○6 「鴨綠江，白頭山，唇齒相依，休戚相關。兩國同飲一江水，兩岸青山一脈連。錦繡江

山屬人民，不容美帝來侵犯。」(《奇襲白虎團》第一場 )  

○7 「可恨地主狗漢奸，土地他霸佔，莊稼是私財，又逼租子，又放高利貸。多少長工被奴

役，多少喜兒受苦難，窮苦的人兒啊，地做床來天當被蓋。訴不盡的仇恨啊，彙成波浪

滔天的江和海！壓不住的怒火啊，定要燒毀黑暗的舊世界！」(《白毛女》序幕 ) 

○8「困難嚇不到英漢，紅軍的傳統代代篿。毛主席的教導記心上，堅持鬥爭，勝利在明天。」

(《沙家濱》第一場 ) 
 
 
 
 
 
 

工作紙(二) 
文革與樣板戲時間線 

 
樣板戲是「文化大革命」時候的產物，因此樣板戲和「文革」的發展密不可分。請

同學把以下歷史事件的代號填上時間線的空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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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

 

○A

○B

○C

○D

○E

 

○E

1968 

○A

1971 

○D

1976 

○B

1966 964 

○C

史事件 

 林彪身亡。 

 文革展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訂定八部文藝作品為「革命樣板戲」。 

 「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即「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前身)成立；「全國京劇現代

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當中《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紅燈

記》等被列為為優秀劇目。 

 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樣板戲停演。 

 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中開除劉兆奇黨籍；《智取威虎山》和《紅燈記》開拍

電影版。 
 
 
 
 
 
 
 
 
 
 
 

工作紙(三)  
「三突出」 

在樣板戲的創作中，有所謂「三突出」的理論，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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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3  我們可以拿著這個標準

去分析每一齣樣板戲的故事結構和人物形象。現在就以《紅色娘子軍》第四場中，三個人

物吳清華、連長和常青的行事和對話，來判辨誰是主要英雄人物。 
 

《紅色娘子軍》第四場(節錄) 
＊第三場講述由於吳清華沉不著氣，破壞了捉拿地主南霸天的機會，現在來向上級道歉： 
人物簡介 
(1) 吳清華——女，娘子軍連戰士，後接任黨代表。 
(2) 連 長——女，娘子軍連連長。 
(3) 洪常青——男，娘子軍連黨代表。 
 
吳清華：報告！ 
連 長：清華！來，坐，坐嘛。(遞水給吳清華喝)給，怎麼樣？思想上還有甚麼疙瘩解不開？ 
吳清華：(直爽地)我想通了，連長！打椰林寨，我是犯了紀律。領導上批評我，同志們幫助

我，都是對的。連長，以後，我再也不犯紀律了。 
連 長：那好哇！可是你想過沒有，到底是為甚麼犯的紀律呀？ 
吳清華：連長，你知道，我跟南霸天有兩代的血海深仇哇！ 
連 長：(耐心地啟發誘導)清華同志啊！ 

〔唱〕光知道你有仇哇你有恨，無產者哪個不是苦出身？就拿我們連隊來說吧，

小菊她爹，因為還不起財主的閻王債，被逼得投河自盡；周英一家，逃荒要飯，

兩個姐姐餓死在山村！還有我們黨代表常青同志…… 
吳清華：常青同志他…… 
連 長：那更是苦大仇深！ 

〔唱〕黨代表生長在海員家庭，受盡了剝削壓榨、苦痛酸辛。他的娘慘死在皮鞭

下，十歲當童工，父子登海輪。仇恨伴隨年紀長，風浪中磨練出鋼骨鐵筋。反動

派血洗工會，他爹爹為革命英勇犧牲。廣州城警車淒厲槍聲緊，共產黨人的鮮血

染紅了珠江之濱。不怕這白色恐怖、烏雲壓頂，常青他含悲憤，下決心，昂首前

進，參加紅軍鬧革命，英勇奮戰為人民！清華呀！翻開工農家史看，冤仇血淚似

海深。莫忘了黨的關懷，同志的信任，要思考為誰扛槍，為誰打仗，為誰殺敵

人！…… 
〔洪常青上。〕 
吳清華：(觸動思想，沈思)……原先，我就是想，殺南霸天，報仇報仇！ 
洪常青：現在哪？ 
吳清華：(回身)黨代表！ 
洪常青：現在你是怎麽想的呢？ 
吳清華：現在我覺得原先那個想法不對了。…… 
洪常青：清華，(拿出一張紙)你看看，這是什麽？ 

                                                 
3 謝柏梁：《中國當代戲曲文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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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華：(接過那張紙，滿腔仇恨地)這是我那張賣身契呀！它就象椰林寨後面那座黑石山一樣，

壓了我整整的十三年哪！…… 
洪常青：甚麼就憑這麼一張紙，他們就能這樣橫行霸道呢？ 
吳清華：他們有縣衙門！ 
連 長：他們有印把子，他們有政權！ 
洪常青：可是現在哪，還是這張紙，為甚麼就再也不頂事了哪？ 
吳清華：現在，我們有了紅軍！ 
洪常青：我們有了中國共產黨，我們有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有了毛主席為我們指出的革命

路線！ 
連 長：所以我們才能解放椰林寨，把這座黑石山砸個粉碎！ 
洪常青：清華同志！革命不但要靠勇敢，還要有一條正確的路線啊！ 

〔唱〕你可曾認真想一想，在海南，在全國，這樣的賣身契，還有多少張？要讓

那天下工農全解放，怎能夠光憑這一家仇恨、個人勇敢、孤舟獨槳、匹馬單槍？

鬧革命靠的是階級力量，跟著黨，將萬里征途放眼望，四海風雲心內藏。只有解

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這真理我們要時刻牢記永不忘，心明眼

亮不迷航！ 
吳清華：……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 
 
(1)  你覺得那個才是主要英雄人物？為甚麼？ 

洪常青。因為雖然他也和吳清華一樣，對那些地主階級深痛惡絕，但他可以放下一己

之私仇，以全國人民福祉為依歸，比吳清華的鹵莽、衝動，顯得更穩重和深思熟慮，

形象比吳清華的和連長更鮮明。                                                         

                                                                          
 (2)  你認為利用「三突出」創作，對人物形象塑造有甚麼作用？ 

利用「三突出」創作，對人物形象的塑造會更突出。因為在這樣層遞的對比方式，主

要英雄人物在其他人物的襯托下，威武的形象更形鮮明，除了對革命充滿熱情外，還

有更深層的機智和冷靜，更有利宣揚革命思想。                                           
(3)  我們曾經說過文革時候，所有人都只看革命樣板戲，而所有樣板戲都是以「三突出」

創作的。如果你生活在文革時期，你會喜歡樣板戲嗎？為甚麼？  

希望可引導同學分辨純粹運用「三突出」創作的局限：藝術創作應是多面和立體的，

反面人物其實某程度上更能突出正面人物的形象，如《三國演義》中奸雄曹操，更能

突顯諸葛亮的睿智；但在樣板戲中，為了塑造正面人物的「高大全」形象，而不合理

地壓抑反面人物的面貌，當中所有的國民軍、日軍、美兵都是平面的窩囊廢，面對偉

大的共產黨員，便立刻嚇得跪地求饒，形成樣板戲僵硬、機械的重覆，藝術成就有限。           

工作紙(四) 
 樣板戲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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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記》是眾樣板戲中相當優秀的作品。但京劇《紅燈記》只是改編的版本，

第一版是 1962 年的電影《紅燈志》。同年年底，上海愛華滬劇團已改編、排演，強

化了電影中部分不合理的場景，並易名為《紅燈記》。1963 年，中國京劇院移植滬

劇《紅燈記》，著重人物的心理刻劃和感情的抒發。現在分別抽取了滬劇和京劇《紅

燈記》第八場〈刑場鬥爭〉，共產黨員李玉和因為誓死不透露電碼情報的所在，而被

日軍判刑後的一段心理獨白，同學仔細觀看，煞後分析當中的改動和意義。 
 
《紅燈記》第八場〈刑場鬥爭〉(節錄) 
滬劇 
李玉和： 迎寒風含憤赴刑場，腳步蹣跚意志昂。昂首看，看到了抗日烽火遍地燃，

深山密林紅旗揚……看敵跋扈囂張能幾時，螳臂休想把巨輪擋……但等那

風雨過百花吐芬芳，新中國似朝陽光芒萬象，想到此不由我笑逐顏開，只

覺得激動的淚花發熱閃光。我為黨做工作貢獻很少，念只念密電碼未送上

山岡。我堅信娘和鐵梅會善作安排，王警尉(本為共產黨員，後變節)和我

單線聯系不怕他亂講。笑敵人枉費心機難得逞，後繼有人坦然向前闖。灑

熱血迎曙光，染紅旗萬載飄揚……勸娘親莫心酸，兒雖受摧殘，意志更堅

韌，山河破，日月不圓家難圓……就是坐牢也要鬥爭。 
京劇 
李玉和： 獄警傳似狼嗥我邁步，休看我，戴鐵鐐，裹鐵鏈，鎖住我雙腳和雙手，鎖

不住我雄心壯志沖雲天！……赴刑場氣昂昂抬頭遠看：我看到革命的紅旗

高舉起，抗日的烽火已燎原。日寇，看你橫行霸道能有幾天！但等那風雨

過，百花吐豔，新中國如朝陽光照人間。那時候全中國紅旗插遍，想到此

信心增鬥志更堅！我為黨做工作很少貢獻，最關心密碼未到柏山。王連舉

他和我單線聯繫，因此上不怕他亂咬亂攀。我母親我女兒和我一樣肝膽，

賊鳩山，要密件，任你搜，任你查，你就是上天入地搜查遍，也到不了你

手邊；革命者頂天立地勇往直前！……黨教兒做一個剛強鐵漢，不屈不撓

鬥敵頑。兒受刑不怕渾身的筋骨斷，兒坐牢不怕把牢底來坐穿。山河破碎，

兒的心肝碎，人民受難，兒的怒火燃！革命的道路再艱險，前仆後繼走向

前！……恨不得變雄鷹沖霄漢，乘風直上飛舞到關山，要使那幾萬萬同胞

脫苦難，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 
 
 
 
 
 
 
(1) 這兩段唱詞在內容上有甚麼分別？ 

在滬劇的唱詞中，李玉和除了宣泄對革命的熱誠外，還著重抒發個人及對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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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但在京劇相同的唱詞，卻省去了他對家破的傷懷，而側重李玉和對革命的

熱情和忠誠，對國家民族整利益的考慮，蓄意塑造他成為革命粉不顧身的烈士形

象。                                                                            
 
 
 
(2) 哪一段有更佳的藝術效果？ 

本題並無標準答案，但就個人而言，我覺得滬劇的唱詞比京劇的好。因為滬劇中，

我們更能感受到李玉和除革命英雄外，還是李奶奶的兒子，鐵梅的父親，人物形

象其實比京劇的更立體；但京劇的唱詞之所以為人稱道，是因為能充分體現「三

突出」的理論，成功建立了一個理想的英雄人物，但卻是一個不可能的現實人物，

與滬劇相較，更少了一份溫情。                                                    
(3) 你比較喜歡哪一段？ 

                                                                             

                                                                             

                                                                             

                                                                             
 
      為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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