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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补庵“戏学”思想述评

　　韩补庵（1877—1947），名梯云，字补青，号补庵、补庵老人，直隶宣化府保安州（今河北张家口）人。光

绪壬寅举人，保定速成师范学堂毕业，历任蔚州高等小学堂教员、本州初级师范学堂教员、直隶提学使司图书课

员、直隶教育司社会教育科科长、北平特别市教育局编辑员、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一九一五年任天津社会

教育广智馆常务董事，后为《社会教育星期报》（1915 年 8 月创刊，1929 年 1 月更名为《广智馆星期报》）主笔⑴。

韩氏与林墨青、严修等教育家及汪笑侬、程砚秋等剧界人士交好，平生致力于通俗教育，作为清末民初天津戏剧

改良社（又名易俗改良社）、艺曲改良社（又名艺剧研究社）的重要成员，为艺人审定曲目、编唱新词，锐意艺

曲改良。民初著传奇《石壕吏》，新文化运动以来致力编写“过渡新戏”，常由河北梆子戏剧改良团体奎德社上演，

极受国人欢迎。其作品《绣囊记》后经翁偶虹改编为程砚秋代表剧目《锁麟囊》。

　　尤值得注意的是，韩氏于 1924 年 6 月刊行剧话专著《补庵谈戏（第一集）》⑵。该著虽以杂记体自命，缘起

于与友人张我我君的谈戏信函往来，后随想随记，不立章节名目，被作者视为“谈戏之戏谈”，然作者亦自觉追

Review of Han Bu-an’s Thoughts on “Study of Chinese Opera”

Xin MENG

Abstract
　Han Bu-an, screenwriter and popular educator of Transitional New Dram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ublished the drama monograph Bu-an’s Essays on Drama (the First Episode) in June 1924 in an attempt 
to get rid of the arbitrariness and subjectivity of newspaper drama reviews at that time and set up a “study of 
Chinese Opera.” The book introduced the knowledge of Western formal logic as a thinking too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framework. With the help of several groups of concepts of subject–object, quality–quantity, 
and inclusion–extension, it constructed the subject–object framework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Opera” in the form 
of chart combination. Its thinking path shifts from the “appearance” of the “object” to the “composi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subject,” while, in the following drama research practice, it takes the established subject and 
object tables as the theoretical outline and examines a specific drama from all aspects of the composi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at mentioned in the table. Scientization and practicality are the two most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Han’s thoughts o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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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　关于韩氏生平，孙东虎《戏剧家韩补庵先生的生平足迹与文化贡献》（《北京史学论丛（2016）》，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 7 月版）一文已有详细介绍，此外可补充的史料有《直隶学务公所员绅衔名履历清册》（《学部官报》1908 年第 53 期）、《顺

天乡试题名录》（《申报》1902 年 10 月 17 日）、《北京近代教育行政史料》（邓菊英、高莹编，北京教育出版社，1995 年 9 月）

第 101 页载 1928 年 5 月《市政公报》、《大公报》（天津版）1947 年 10 月 5 日第 4 版所载韩补庵讣告等。

⑵　1924 年自刊铅印本。该文复于同年 8-10 月全文连载于《大公报》“馀载”副刊，部分章节亦被《上海夜报》1925 年 2 月 26 日、

3 月 10 日第 4 版“绣幕银灯”专栏，《京报》第 3132、3722、3750 号第 10 版“京园剧刊”及《语美画刊》第 8-10、14-16、
18、21-25 期转载。单行本于 2013 年收入学苑出版社“民国京昆史料丛书”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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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于北京二十余种谈戏报纸之外，另是一种谈法”⑶，意图摆脱其时报刊剧评的随意性、主观性，着意成立“戏

学”。其借助西方逻辑学（其时译为“论理学”）建构的“戏学”知识体系，颇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剧学”学科体系确立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思维工具的西方逻辑学对当时的戏剧学学科建设产生了

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发生实应追溯至与徐凌霄等“剧学”学科建设核心人物私交甚笃的韩氏在“戏学”领域

对逻辑学思维方法的首倡。韩补庵的“戏学”思想目前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现有研究成果多局限于对《补

庵谈戏》一著平面化、概括性的介绍，对于韩氏将逻辑学思维工具应用到“戏学”阐释中的具体思维过程、韩氏

“戏学”思想所具备的理论特征、这种理论特征背后所反映的时代文化命题等问题尚无详述——这也是本文所期

望的研究目标。细读韩补庵“戏学”思想所展现的知识谱系，进而深入探究该思想生成的社会文化动因，有助于

我们进一步还原民国时期戏剧学发展的具体脉络，对其与时代文化思潮的互动过程获得更为深入的了解⑷。

一、形式逻辑工具与“主体 -客体”框架体系的建立

　　《补庵谈戏（第一集）》一书虽被评为“开‘戏学’之先河”“戏曲上有‘统系’之创始著作”⑸，韩补庵本人

也将其写作定位为“戏学”之“成立”⑹，然“戏学”一词实由来已久，富于学科理论意识的“戏学”之成立，

也并不始于韩氏。冯叔鸾《戏学讲义》首倡“戏学”，王梦生《梨园佳话》亦有“戏为专门之科学”⑺之说。相较

于这些早期“戏学”著作，《补庵谈戏（第一集）》（下文简称《谈戏》）最显著的特点是引入了“论理学”（逻辑学）

作为“戏学”框架建构的思维工具。开篇之“戏学”定义已利用了逻辑学“质”与“量”的概念⑻：

　　“戏亦可成为学乎？曰：自然界万象，人事万象，莫非学也。学之成立不成立，在其方法，及其“质”与“量”

之分晰有无可以卓然自立之点。苟其有之，则究其质、极其量，而以科学方法整理而统系之，无在不可以成学。

轻重缓急，或有之矣，谓其不足以为学，则无是理也。”（《补庵谈戏（第一集）》“绪论”第 1 页）

　　“中西戏本，奚啻万种，安得所谓具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者而为之？分工而治之，则举之易易耳。今之所谈，

即将以为他日分工而治之初引。姑就戏之全体，分为主客二事，主体言其质，客体言其量。……从此由略而详，

由寡而多，由纷而理，然后以一定之方法治之。”（《补庵谈戏（第一集）》“绪论”第 6 页）

　　在韩补庵看来，“戏学”之成立与否取决于两个要素 ：一是戏剧本身应具备充足的学理空间，此为立学之基

础；二是研究者需采用科学方法，此为立学之途径。前者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戏于世界，不论何国皆有之。

往昔海道不通，初未必有所仿效，乃不约而同，无不各有其所谓戏者，则此物之于社会，其必有甚深之关系。或

为娱乐，或为艺术，为人类自然表现之一种普遍工具，惟歌亦然。”⑼韩氏“视戏为通俗教育最普遍最锋利之工具”，

“次之则亦认为艺术化之一怪物，最下亦一高尚之娱乐品，绝非‘玩物丧志’之说所能驳倒”⑽，且戏剧“其体甚

巨，其龄甚寿”⑾，要想究明全体、纲举目张，必须借助逻辑学这一思维工具，在与“质”“量”相对应的主体、

客体两方面予以条分缕析。

　　何谓“主体”与“客体”？遍览全书，韩补庵对这组概念曾有两处概括性说明：

　　“戏之为物……始从客体方面，探其外表，继由主体方面，略解其成分与组织。”（《补庵谈戏（第一集）》“谈

戏零拾三”第 40 页）

　　“戏为艺术上之一巨物，且一怪物，欲其纲举目张，则不能不就其主体、客体条分而缕析之。主体则于其成

分与组织拆分为若干件，客体则凡对于戏剧有如何之表示或研求者，皆须有精密之分析。”（《补庵谈戏（第一集）》

──────────────────────────────────────────────────────────
⑶　补庵：《与张我我君谈戏》，《社会教育星期报》第 437 期，1924 年 2 月 3 日。

⑷　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侧重于对韩补庵的“戏学”思想体系本身的解读，至于该思想生成的社会文化动因及其实际的社会影响，

笔者将另有专文论述。

⑸　林墨青：《补庵谈戏之鳞爪》，《社会教育星期报》第 438、440 期。

⑹　《补庵谈戏（第一集）》例言。

⑺　王梦生：《梨园佳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年，第 4 页。

⑻　根据《逻辑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年 12 月，第 141 页）的解释，“质”的含义为“一事物区别于它事

物的内在规定性”，“量”的含义为“事物存在的规模、等级和发展的程度及内部组成要素的排列结构”。

⑼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一”第 20 页。

⑽　《补庵谈戏（第一集）》，绪论第 7 页。

⑾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三”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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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戏零拾四”第 1 页）

　　与此同时，他借助“论理学之图法”⑿将戏之主体、客体内容分列数表，详情如下：

──────────────────────────────────────────────────────────
⑿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四”第 4 页。

表 1. 客体表（对戏的）⒀

表 2. 客体表（对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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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述言论与表格分析可知，韩补庵所言“主体”“客体”并非将戏剧所涵知识本身一分为二，而是在“戏

作为主体”与“戏作为客体”两种不同视角下对戏剧加以研究。他对客体表的解释是“就社会上对于戏之客体有

若何表示者摘要列之”⒁。研究者作为主体，将“戏”置于客体的位置所探得的“戏”之“外表”，实际对应的正

是“戏”作为主体时自身的“成分与组织”，如主体表中的“艺术的 - 旧派 - 演者”可大致对应客体表中“对人的”，

“艺术的 - 旧派 - 工具”又可大致对应客体表中“对戏的”。“客体的”戏学的实质是评戏学（或谓戏剧批评学，《谈

戏》中又释作“对戏观念”⒂），韩氏给出的图表在具体内容上又广涉戏剧社会学、戏剧教育学等多方面内容，而

“主体的”戏学才是我们今日所言之狭义“戏剧学”⒃。

　　另一方面，《谈戏》的主体表与客体表并不存在每一子目均与对方之子目相对应的严谨关系，二者的分量在

整体“戏学”框架中并不对等。韩补庵吸收了民初以来徐凌霄等“评剧与评伶宜分”的观点⒄，将客体表分为“对

戏的”与“对人的”两部分：“对戏的”下分“情理的”“音律的”，恰对应时人于戏剧最为关注的文学性、音乐

性两方面；“对人的”下分“艺术的”与“捧角家”，分类标准则是“主体”对伶工所持态度的客观与主观。持客

观态度者“非如科学家字字有证据，不足以服人”⒅，持主观态度者接触伶工、评伶的目的实为满足个人喜好或

营业需求。该表中所应用的分类标准较为模糊，不同部分细目所采取的分类标准亦不统一，这一逻辑含混的表格

与明确以“性质”为标准划分大类、在具体细目分类上同样含混的主体表（具体论述详后）自然无法建立明确的

逻辑关联。

　　相较之下，韩补庵对“戏之主体”的阐述具备更强的学理性。他仿照曾国藩《古文四象》的文章分类法，以

“性质”为分类标准，将“戏之主体”所涵要素分为“艺术的”“美的”“乐的”“真的”四类——这四要素之间的

关系颇值得推敲。“1917—1919 年，随着‘文学革命’‘美术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学界开始明确

用‘艺术’指称现代艺术概念，凡以形象化手段表达情感的美术、音乐、舞蹈、诗歌、戏剧等形式均包括其中。”⒆

──────────────────────────────────────────────────────────
⒀　韩补庵将“戏之客体”分为“对戏的”“对人的”两部分。因表格内容过繁，现将客体表原表拆分为二表予以呈现。本文所有

表格均照录《补庵谈戏（第一集）》原表，部分解释性语句为笔者根据《补庵谈戏（第一集）》文中对相关义项的解释所添加，大

部分文字亦系照录原文。原表详见《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一”第 2-5 页、“谈戏零拾二”第 51-53 页、“谈戏零拾三”

第 7-9 页、“谈戏零拾四”第 7 页、“谈戏零拾五”第 1-2 页。

⒁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一”第 16 页。

⒂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二”第 22 页。

⒃　关于“戏剧学”的广义、狭义定义，可参考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绪论”：“如果把研究对象严格限制于戏剧艺术本身（包

括剧本和剧场演出），可以称之为狭义的戏剧学。广义的戏剧学则大体可以包括戏剧社会学、戏剧哲学、戏剧心理学、戏剧技法学、

戏剧形态学、剧场管理学、戏剧文献学、戏剧教育学及戏剧史学等许多门类，可以把戏剧本身及与戏剧有关的一切问题都纳入研

究范围。狭义的戏剧学把戏剧艺术规律的研究引向深入；广义的戏剧学则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

稿（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9 月，第 1-2 页）

⒄　凌霄：《评剧与评伶宜分》，《戏杂志》，1922 年第 5 期。该问题可详参简贵灯《民国京剧批评“评判尺”的初建》，《中国古代

小说戏剧研究 . 第 12 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 年 12 月，第 225-235 页。

⒅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一”第 6 页。

表 3. 主体表（总表 1）

表 4. 主体表（总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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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吕澂发表于《新青年》的《美术革命》一文曾言及“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⒇，对 20 世纪中

国早期艺术理论影响颇深的黑田鹏信《艺术学纲要》（俞寄凡译，1922 年初版）一书也给出了如下艺术的定义：

“艺术的主体是美的感情的具体的且客观的表现。”㉑概言之，在时人看来，“艺术”可被看作“美”的一种媒介与

载体。更进一步结合《谈戏》中两份主体表总表与“戏 - 艺术的 - 旧派”详表、“主体 - 派别”表（表 3- 表 6）
的分类结构来看，韩氏所言“艺术的”“美的”“乐的”“真的”四要素作为戏剧的“性质”并不能简单归为并列

──────────────────────────────────────────────────────────
⒆　王杰泓：《中日近代术语对接的复象现场与历史经验——以“文学”“艺术”“文艺”为例》，《文学评论》，2017 年第 2 期，第

15-23 页。

⒇　吕澂：《美术革命》，《新青年》，1919 年 6 卷 1 期。

21　黑田鹏信著、俞寄凡译：《艺术学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年 6 月，第 3 页。

表 6.“主体 -派别”表

表 5. 主体表（“戏 -艺术的 -旧派”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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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首先，“艺术的”这一要素指向的是戏剧的形式层面，也即表 6 所言之“戏体”。在这一要素下，以形式构

成元素方面的区别为依据，戏剧被具体划分为旧派、新派、半新半旧派，各派又可进一步被切割为演者、工具等

基础元素。而“美的”这一要素指的是戏剧的“艺术的”形式所承载的美学精神，“艺术的”“美的”二要素实际

是戏剧在形式、理念上的一体两面。其次，“真的”“乐的”二要素的提出，则似乎是本于其时新旧剧界各自所关

注的核心问题。“声歌之道，律学、音学、辞章三者而已。”㉒音律问题在具备深厚曲学传统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

体系中向来处于核心位置。时至近代，中国古典文人戏剧受到花部乱弹的冲击、演员中心制的板腔体戏剧占据舞

台后，唱腔艺术仍是舞台表演的核心。韩氏主体表中“乐的”下辖各子目亦基本不出旧剧范围㉓。“真的”这一

要素聚焦于戏剧与现实的关系。虽然韩补庵刻意强调“天然派所讲之‘真’为狭义的，似不相容”㉔，指出对于

旧剧种种唱做是否符合现实情理的探讨也包括在“真的”之讨论中，但表格中“真的”下辖子目“俄国派”“巴

黎派”“美国派”所描述的显然是新剧界的思想派别，“真的”这一问题本身在新剧界的讨论层次也更加丰富。此

外，表格中“美的”下辖子目“乐的美”“声的美”“情的美”与“美的模仿”“美的表现”㉕，与“乐的”“真的”

二要素之间亦无法断然分割。“戏之主体，或谓为‘美的’，或谓为‘美的而兼乐的’，或谓为‘艺术的’，或谓为

‘真的’，各见所见，殊难为偏于某一方之肯定或否定。”㉖韩氏所谓“以性质分”的戏学主体表，实质上是在援引

西方艺术学、美学原理的基础上总结剧界“各见所见”的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理论框架，图表的不同层级间并非严

格的种属关系，分类标准也呈现出繁杂不一、模糊游移的特点。

　　《谈戏》一书中，在对戏之“主体”“客体”初步完成分类归纳之后，韩补庵对逻辑学方法在戏之主客体结构

分析及具体的戏剧研究实践中的应用有一段详细的论述。其中涉及到了逻辑学中“外延”与“内包”、“演绎”与

“归纳”、“质”与“量”几组概念：

　　“于论理，凡一事物之内包与外延恒相因。其内包所含，演绎之可至于无穷，而外延乃以归纳而愈小，推得

吾所欲言之事物而为一。戏之为体，推广之则分为若干类，类又分类，至于无穷，此演绎之事也。就其一事一物

而溯其源，确认为出于何处，最后则涓滴归原，此归纳之事也。……以内包言，戏本为戏之一体；以外延言，则

戏本分类又可推之于无穷。”㉗

　　“外延云者，该名辞所网罗事物全体之集簇也；内包云者，荷该名辞之事物所有性质之集簇也。外延云者，

该名辞之所适用个物全体之范围也；内包云者，该个物含容之属性也。”㉘从概念上来看，“外延”与“量”相对应，

“内包”与“质”相对应。“主体言其质，客体言其量”㉙，主体表以归纳“戏”之性质为目的，所谓“美的”“真

的”“演者”“工具”等均为“戏”之内包，客体表考察“对戏观念”，主体所面对的作为客体的戏剧实际是“皮

黄”“昆曲”“新剧”抑或“神话戏”“历史戏”“颂祝戏”等具体的“量”——“戏”之外延。在评论梅派神话戏

本时，韩补庵分别从“质”“量”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以‘量’分之，则似系神话，以‘质’分之，则与其

谓为神话，毋宁谓为‘美的’。”㉚对皮黄、昆曲、新剧等“戏”之外延的性质施以归纳之法，即可得出“戏”这

一名词的总体性质，此为由“量”及“质”；根据“戏”的内包属性，以演绎之法寻找现实中具备这些属性的具

体艺术形式，则可得出“戏”这一名词所网罗事物之全体，此为由“质”及“量”。一名词之内包愈丰，其质愈繁，

则其量愈广。故而主体表为“戏学”之理论核心，而客体表所指向的是“戏学”研究的具体路径。在运用逻辑学

的演绎归纳法建构“戏学”的“主体 - 客体”体系时，韩氏的思维路径是由“客体”之“外表”深入“主体”之

──────────────────────────────────────────────────────────
22　吴梅：《童伯章〈中乐寻源〉叙》，《吴梅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年，第 476 页。

23　“歌剧”“（音）乐剧”二词的义界在民国前期仍相对含混，且“歌剧”常被用作“旧剧”的同义词，与西方“歌剧（Opera）”
概念仍有较大区别，详参满新颖《中国近现代歌剧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 年 12 月）。韩补庵于 1933 年 2 月 19 日《广智馆

星期报》第 208 期发表的《杂谈·花鼓戏》一文中就将花鼓戏视为“平民歌剧”。

24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二”第 4 页。

25　原书写作“美的仿模”“美的现表”，应为排印错误。

26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二”第 2 页。

27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四”第 1 页。

28　（日）十时弥著、田吴炤译：《论理学纲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年 1 月，第 13 页。该著初版于 1902 年，

“在中国很有影响，民国初年出版的逻辑教科书，有不少是以它为根据的”（《论理学纲要》出版说明，第 2 页）。

29　《补庵谈戏（第一集）》，绪论第 6 页。

30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三”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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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与组织”，而在接下来的戏剧研究实践中则以既成的主体表、客体表为理论纲目，由表中所言“戏”之成分、

组织的各方面来考察具体某一出戏剧。在此节选一段韩氏以《黄金台》一剧为例对在戏剧研究中应用演绎归纳法

的具体说明：

　　“其类为旧派中之歌剧，其分工为老生与二花面之‘重头剧’。其唱为某腔某调某板，则属于音律。其词句分

若干种，则属于戏本。某伶曾如何唱作，如何九之夷立、汪桂芬之田单，则属于伶典。此戏有何特种过门、特种

作法，则属于戏典。自吾人客体上观之，则第一此戏合于通俗教育否？则为评戏。此戏以何伶为佳？则为评伶。

田单诸人，历史上有据否？则为考证。与《列国演义》合否？则为考小说。结果则认此戏有无存在之价值，如欲

存之，则其于第几类第几种有存在之必要？此就一戏而谈之也。

　　如认某种编制乃为良戏本，某种性质乃为有益于通俗教育，某种调门为佳，某种作法为合于‘真的’或‘美

的’，则如《黄金台》合否？不则某戏乃合此格？此就对戏观念而谈之也。

　　秦腔良乎？皮黄良乎？二者相异处何在？如《黄金台》，秦腔如何演之？皮黄又如何演之？秦腔某处不及皮

黄，而某处优于皮黄，此类戏究宜以何腔演之？此就戏之派别而谈之也。

　　此戏为历史戏。如以今日所称‘真的’之定义绳之，则演此戏时，务处处求合于历史之真的。……此就狭义

的‘真的’而谈之也。

　　夷立念白中之‘之职’与《法门寺》刘瑾念白中之‘之职’有何分别？何以确是夷立而不是刘瑾？……此就

调门与伶典而谈之也。”㉛

二、随想随记与由客及主：韩补庵“戏学”知识框架的实践取向

　　综观《谈戏》全书，在“戏学”知识框架被应用于具体戏剧问题的探讨时，前述主体表、客体表的界限并不

是始终泾渭分明的。且如前所述，“主体 - 客体”框架体系自身也存在着分类标准含混等与逻辑学分类原则相龃

龉之处。从《谈戏》的成书过程来看，客体表的写作最初只是韩补庵在《社会教育星期报》中评论张我我所撰戏

评时“一时兴之所至，随笔为之”㉜，本身结构并不严谨，其初衷是欲“于北京二十余种谈戏报纸之外，另是一

种谈法”㉝，借助由剧界实况归纳而成、而非“理论先行”的图表框架，着力提倡一种客观、健康的戏剧批评立场。

“吾辈谈戏，客体的材料多，而主体的材料少。吾辈评伶，则又主观的批评多，客观的批评少。”㉞在韩氏看来，

要想建立健康的戏剧批评生态，摒除党争私见，对“戏之主体”的科学认识才是重中之重——就客体表之局架叙

及戏剧本体、以专书成立“戏学”，是作者制成客体表后才产生的想法，其“戏学”的总体研究思路也是由“客

体的”深入“主体的”。

　　韩氏本人也并不讳言这一问题：“分类表开场过阔，有骨多肉少之嫌，其中颇有须补足者，偶然想及，则纵

笔记之，故谓之零拾。他日所拾若多，则整理之，统系之，专书之成，或有其时。今且竹头木屑，储之以待，故

所收不复检择。若夫挈领提纲，成为有统系之著作，以俟能者，且容异日。”㉟除绪论及旧作《编戏赘言》外，《谈

戏》全书分为“谈戏零拾”五篇，其中客体表载于第一篇，“主体表（总表 1）”及“主体表（“戏 - 艺术的 - 旧派”

详表）”载于第二篇，“主体表（总表 2）”载于第四篇，“主体 - 派别”表载于第五篇。客体表中所涉及的戏剧的

通俗教育功能、戏剧与社会的关系等内容，韩补庵在最初制作主体表时并未将其纳入“戏”的性质体系中。如上

节开篇所述，通俗教育工具、艺术、娱乐是韩补庵认识戏剧功能的三个层面，主体表的制作最初主要是从艺术层

面展开的。对于戏剧的通俗教育功能，“谈戏零拾四”一方面在“主体表（总表 1）”的框架基础上补充提出了“主

体表（总表 2）”，另一方面也刊载了下列新图表：

──────────────────────────────────────────────────────────
31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四”第 3-4 页。

32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二”第 1 页：“上次与张我我谈戏，一时兴之所至，随笔为之，粗具大略。曾与林君墨青函，

若有可观，则就此局架，可成为专书。惟上次分表，系纯粹在戏之‘客体’上着想，所谈十四派二十二种，其间皆有‘对于’二

字为之联属，即‘客体’也。若其本体，较客体尤大，则谈戏应有之本义也。”

33　补庵：《与张我我君谈戏》，《社会教育星期报》第 437 期，1924 年 2 月 3 日。

34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二”第 7 页。

35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二”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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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7 所示，作者从“戏”之内包所涉学科的角度，提出戏之主体“含有文学、史学、美学、歌曲音乐、武

术技击、风俗史、文化史、社会史之诸大原料”㊲，进一步拓宽了其“戏学”体系的理论视野，客体表中戏剧教

育学、戏剧社会学的相关内容也由此被引入作为“戏学”理论核心的“主体”体系。表 8、表 9 则是作者分别以

文学、教育学学科为例，对于如何应用演绎归纳法来寻找特定学科视野下戏剧研究的可行角度的示范性解析。“文

学中有词章文学，词章文学中有乐体文，乐体文中有歌，歌有雅俗，而戏为俗歌万种中之一种。以内包言，其质

如是之繁，以外延言，可知其量之应如何大矣。”㊳

　　此外，韩补庵在《谈戏》一书中所勾勒之“戏学”，尚有“戏本”“戏史”两部分内容无法在前述“主体 - 客
体”框架体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其中“戏本”部分尚可勉强归至主体表中“艺术的 -（旧派 -）工具 - 脚本”

一类㊴。作者对戏本的分类先后提出了三种标准：

──────────────────────────────────────────────────────────
36　原书中作者自注：“此由教育观念之内包而归纳于戏，若曰教育中有此一部分耳。”（“谈戏零拾四”第 8 页）表 7、表 8 原载于“谈

戏零拾四”第 5、6 页。此三表在 1924 年 8-10 月《谈戏》连载于《大公报》时已被删除，原因或与报纸本身的版面要求有关。

37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四”第 4 页。

38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四”第 6 页。

39　关于韩补庵在“戏史”方面的论述，乃至《谈戏》中所占篇幅不小的具体评伶、评剧内容，其价值更多体现在史料保存方面，

前注孙东虎文对此已有详论。因本文重在考察韩氏“戏学”思想的思维脉络与总体特征，为避免行文枝蔓过多，该部分内容将不

再赘述。

表 9.㊱

表 7.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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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分类体系中，“性质上”的分类仅涵盖了板腔体旧剧常见的几种内容类型，远不够全面。作者对“性质

上”“作者（生产者）”两种标准着墨不多，《谈戏》此段的论述重心集中于“派别上”。与前述“戏体之派别”分

类略有差异，戏本的派别划分以文本的内容与形式特征为标准，将曲牌体的文人戏剧单列为“文学派”，新式话

剧剧本单列为“新化派”，板腔体旧剧剧本与韩氏等人所为之“过渡戏本”又根据题材来源之不同分为“小说

派”“通俗派”两类。在韩补庵看来，“昆曲当置之音乐专门或美术专门之中，非通俗戏剧”㊵，“文学派戏本乃专

门学”㊶，新派本“多新式文人之娱乐品，如旧日之昆高，亦非民众艺术”㊷，小说戏本与通俗戏本则尤需发挥劝

善惩恶的教育功能。“吾所谓佳，情节为上，文藻次之，情节以合于对戏观念第一派第一种为上上选。”㊸此种论

述重心的倾移正是服务于其通俗教育理念的阐述。韩氏“戏学”知识框架的实践取向，亦由此可见一斑。

三、科学化与实践性：韩补庵“戏学”思想的双重特质

　　概言之，韩补庵的“戏学”思想集中凝结于其以多个图表组合构成的“主体 - 客体”框架体系中，科学化与

实践性则是该体系最突出的两种特质。

　　其一，从该体系的建构过程来看，一方面，韩氏在写作之初就指明了科学意识、科学方法在戏剧立“学”过

程中的必要性，在体系的搭建过程中也明确提出并应用了演绎归纳法等逻辑学思维工具；另一方面，韩氏撰写《谈

戏》虽以成立“戏学”为目的，却无意将其撰成严谨的理论专著，而是“视纸短长为余伸缩地”㊹“极浪漫之能

──────────────────────────────────────────────────────────
40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五”第 13 页。

41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三”第 21 页。此处“专门学”涵盖了曲文、曲律等传统曲学内容及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所开创的现代戏曲史学研究。

42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三”第 13 页。

43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三”第 10 页。

44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三”第 2 页。

表 10.“主体 -戏本”表



258

WASEDA RILAS JOURNAL NO. 8

事”㊺，将此作为他日后撰写专著的“储蓄篓子”㊻——这一专著写作计划最后也并未实现，可以说，韩补庵的“戏

学”体系最终停留在了半成品的状态。此外，韩补庵成立“戏学”的意图也是在报端谈戏往来中逐渐明确的，且

在学术意图之外存在更复杂的动因。“我谈戏有一个大目的，几个小目的。大目的是想着由此成为‘戏学’。小目

的是零件的：如‘戏史’，研究戏之沿革、派别之类，及其过去的种种现象；如‘音乐学’，如‘唱歌’，如‘审

美学’，一切和戏有关系者的学问，必如何可以利用到戏上；而语不离宗的，还在教育。”㊼“科学家曰：‘世界万

象，皆有定律，汝其循定律而行。’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吾为学乃承认科学方法，而人生

观则愿学孔子者。”㊽所谓“人生观则愿学孔子”，于谈戏中即体现在韩氏为使戏剧在社会中更好地发挥教育功用，

致力于寻找将“一切和戏有关系者的学问”应用到戏剧建设中的方法，而科学的“戏学”体系正能够为此提供理

论桥梁：“戏体至大，绝非一二人之知识所能胜”㊾，故而成立“戏学”作为“他日分工而治之初引”㊿。“戏不一

类也，则研究之法亦不一；嗜戏者不同好也，则所以研究之者亦不同。然而无须强同也。吾嗜声调，则求其声调

必如何而进于良；吾嗜文词，则求其文词必如何而进于良。其他类是。有一部分之进步，斯一部分良矣。同志之

士各就所嗜而致力焉，夫然后美满良好之戏，可得而睹焉。”�

　　其二，韩补庵“戏学”最终呈现的理论成果——“主体 - 客体”框架体系本身亦呈现出科学性与实践性杂糅

的特征。“论理学之图法”的应用使其在表现形式上自然具备了科学化的倾向，但正如前文所述，该体系中的各

图表内容之间有不少重叠、交错之处，尚有不少整合工作有待完成，且一表的不同层级间往往并非严格的种属关

系，分类标准亦繁杂不一——这在客体表与主体表总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述见前）。除了前述“《谈戏》之‘戏

学’仍属半成品”这一原因外，此类现象的发生与作者密切反映剧界生态、紧贴剧界实践需求的分类意图是密不

可分的。《谈戏》全书所占篇幅最多的当属“评伶”“戏本”两大问题，究其原因，“评伶”在当时的剧评界声势

最大、乱象最多，“戏本”则与韩氏重点关注的通俗教育问题关系最切。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图表框架的稚拙，韩补庵在论述具体的戏剧发展问题时反而表现出了清晰的分类观念

与科学意识，这尤其体现在其对分项评价法的应用中。如谈戏体派别之新旧，韩氏明言“此之所谓新旧，乃艺术

的一部分中之分别，非就戏之全体而言”�，以此明确了艺术形式上的新旧之分并不包含价值判断，新的、西洋

的戏剧形式并不必然带来戏剧内容的更新，而所谓“旧剧”也完全具备承载全新时代内容的可能性。又如韩氏对

戏剧的艺术价值与通俗教育价值亦有明确的区分：“以余一人戏迷之嗜好言，则愿看梅兰芳，愿听陈德霖；以对

戏观念之心理言，则愿普天下牺牲色相之‘朋友们’，与其学为不可必至之‘贵族式的’梅兰芳（此名系王小隐

君所造），毋宁俯就而多多成就为通俗派之常伶而演通俗戏本。”�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无论是“科学化”还

是“实践性”，两种特质的形成均系出于韩补庵的主观意图。

　　纵观 20 世纪前三十年中国本土戏剧学学科建立的整个过程，韩补庵“戏学”思想的这两种特质背后实际隐

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动因。“戏学”之首倡者冯叔鸾在将其定义为“研究演戏之一切原理及其技术之学科”�、

追求戏剧学知识的系统性的同时，特别强调戏剧学的学科建设目的为“专用以学戏”�，将服务场上实践作为其

理论建设的最终目标——中国本土戏剧学在其定名之初即具有追求“科学化”、强调“实践性”的双重底色。直

至三十年代，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国剧学会的学人们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为纲建构了更为详实精确的

“剧学”学科体系，基本实现了戏剧学的“科学化”，但其研究大纲仍特别强调研究工作应“以戏剧的实进为职

──────────────────────────────────────────────────────────
45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三”第 39 页。

46　《补庵谈戏（第一集）》“编戏赘言”第 31 页：“至于《谈戏》，实在作的浪漫、杂糅，好在是个储蓄篓子，浪漫，就浪漫罢！”

47　《补庵谈戏（第一集）》，“编戏赘言”第 31 页。

48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五”第 22 页。

49　《补庵谈戏（第一集）》例言。

50　《补庵谈戏（第一集）》，“绪论”第 6 页。

51　《补庵谈戏（第一集）》，“谈戏零拾四”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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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马二先生：《戏学讲义（未完）》，《游戏杂志》1914 年第 9 期。

55　马二先生：《戏学讲义（未完）》。

56　凌霄：《剧学月刊述概》，《剧学月刊》1932 年 1 卷 1 期。



259

韩补庵“戏学”思想述评

志”�，在历史研究、现状研究中首重现状研究，“要在速速撷取其结晶，而利用之”�——“剧学”在此时仍旧

保持着以场上为旨归的实践性特征。“科学化”与“实践性”不仅是韩补庵“戏学”思想的特质，更是民国前期

本土戏剧学思想的宏观特征。这两种特征的形成，在“实践性”的一方面，部分源自自诞生之日起即负有教化讽

世之责的中国本土戏剧与晚清以来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通俗教育运动、民众教育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文化运动之

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科学化”的一方面，则与晚清以来新的知识分类观念的形成，“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

“整理国故”运动中国学、史学领域“科学方法论”的兴起密切相关。处于这一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韩补

庵曾在《为什么要整理国故》（《广智馆星期报》第 228 期）等文章中多次阐述自己对“科学方法”新思潮的见解，

更以官员与剧作家的双重身份深入参与到了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中。作为学堂教员、政府教育部门官员的职业经

历亦使他能够对其时已成为学校教育中基础科目的逻辑学有较为充分的了解。诸此种种，韩氏“戏学”思想生成

的社会文化动因所反映出的民国戏剧学之发展与时代思潮之间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韩氏“戏学”在整个

20 世纪前三十年中国戏剧学学科建立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这些都值得今人进一步加以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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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悔庐：《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研究大纲：关于戏曲部分》，《剧学月刊》1932 年 1 卷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