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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    榕（福建省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鄭    莉（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 

            鄒世毅（湖南省藝術研究院前院長） 

主持：容世誠（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容世誠 ：大家中午好！歡迎大家出席中國戲曲節今天的戲曲與祭祀論壇裡面的「目連

戲」這個主題的講座。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好幾位從內地來的專家來參加這次的報

告。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容世誠，是從新加坡來的。我一會兒會介紹幾位老師。

我先講一下為什麼我們今天會有這麼多老師出席呢？這跟我們目連戲這個傳統有很大

關係。那麼我在介紹之前先來一個簡單的開場白。目連戲是中國戲曲研究裡面一個重

要的題目，是很特別的一個演出劇目和類型。從它的地理分佈來說，中國很多省份都

有目連戲的演出。所以我們今天有來自安徽的，福建的，湖南的老師在場，跟大家分

享每一個省份、每一個地區的目連戲。我來自的新加坡這個地方，也有目連戲的演

出。新加坡的是莆田戲種的目連戲。 

        我介紹一下今天的幾位講者。第一位是劉禎老師，我們的老朋友，中國藝術研究



院的研究員；陳琪老師，來自安徽；楊榕老師，他研究福建莆田目連戲；鄭莉教授，

她今天會做一個關於馬來西亞目連戲的報告；還有鄒老師。 

我們今天時間很緊。我看過幾位專家的 PowerPoint，他們的內容很豐富，我也希望

他們能像目連戲一樣，講三天三夜、七天七夜，那樣我就最高興了。不過我們只有一

個多小時的時間。我很感激他們的很包容，他們都願意將他們的精華提出來。請每一

位老師發言十五分鐘。希望能留一點時間來跟大家交流他們的經驗。在座的很多觀眾

可能都出席了目連戲的演出。我先講講我對目連戲的看法。在我看來，目連戲的根源

並不是為了娛樂，並不是為了藝術，它演出的地點往往是在一些廟宇或者祭祀的場

合，它最重要的一個目的是完成一個宗教儀式。這是我對目連戲的理解。所以說它的

戲是跟祭祀結合在一起的。我看到新加坡的目連戲是演三天的，它的高潮是「超

度」。我親眼目睹了大約兩千人坐在戲台前面一起觀看。他們看的目的並不只為了看

一場戲，而是參與超度他們先人的一個活動。所以整個目連戲本來就跟超度這個儀式

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如果大家沒有看過超度的話，去殯儀館看一下就明白了。新加坡

有目連戲的演出，我聽說香港也有。不過在香港最容易看到超度的地方是在殯儀館。

昨天大概在同一個時間，有幾位講者在這裡談到，在香港超度的一些儀式裡面扮演的

也是目連。我就不班門弄斧了。我們還是按照我們節目表的次序，請劉禎老師第一位

發言，時間大約十五分鐘。謝謝劉老師！ 

 

劉禎 ：謝謝各位！謝謝容世誠教授。非常高興有機會在這裡給大家做一個彙報。我發

言的題目是《祭祀與民間戲曲休慼與共》。大家知道，世界上有多種戲劇形式。中國

的戲曲與古希臘羅馬戲劇、古印度梵劇一起被稱為世界三大古老的戲劇文化。在這三

大古老的戲劇文化中，古印度的梵劇和古希臘羅馬戲劇到了今天早已不復存在了。我



們現在能夠看到的只有經過千年風蝕斑駁的劇場、巨石、圓柱，和綿綿不絕的歷史記

憶。但中國戲曲不是這樣。按照現在學術界大家比較一致的看法，中國的戲曲在宋代

就已經形成了。中國戲曲從宋代形成到今天，它的發展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但它並

不像古印度的梵劇和古希臘羅馬戲劇那樣早已成為記憶，而是直到今天還依然活在舞

台上， 活在觀眾心中。根據現在的統計，全國各地的戲曲劇種大約有兩三百種。從中

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戲曲具有一種非常頑強的生命力。為什麼我們說中國的戲曲具有這

樣長久的生命呢？關於這一點，歷來很多學者也都在研究這樣的話題。我覺得，認識

中國戲曲的長壽之謎，可能我們會有多個維度，多種解釋。但是在我看來，中國戲

曲，尤其是民間戲曲所具有的祭祀功能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方面。包括戲曲發展

至今日所面臨的很多的困難和危機，也要從它與祭祀的關係中去尋找。 

那麼我想談的第一個話題就是：祭祀是戲曲原生性的文化功能。大家知道二十世

紀初有一位著名的學者王國維，他是一位文史大家，在戲曲研究方面，他也是現代戲

劇史學的一個奠基人。王國維在他的《宋元戲曲史》裡面就專門研究過這個問題。他

認為：「歌舞之興，其始於古之巫乎？」 他說在「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動

作者……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樂神。蓋後世戲劇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王國維

對於中國戲曲的起源的研究一直上溯到古代的巫觋，認為在巫觋飾神的這樣一些表演

當中就有戲劇的萌芽。從這可以看出，最早的歌舞表演，正是在祭祀儀式中出現的。

由此也可以認為，祭祀儀式是是伴隨戲曲表演出現的，具有原生性文化功能。隨著社

會進步和人類不斷認識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巫在各種事物種所起到的作用逐漸減退。

但是認識祭祀對戲曲表演的原生性功能所起的作用，對於我們認識戲曲作為文化的本

質是非常有益的。因為戲曲越是在早期的時候，它和祭祀、民俗的關係就越為密切，

就像剛才容教授講到的。但實際上，戲曲的發展經歷了一條從文化狀態不斷走向藝術



的道路。以至於現在我們談到戲曲的時候，是把它視作藝術的一個門類的。戲曲在從

文化走向藝術，不斷精緻化的過程中，一方面，它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歷史上的元雜

劇、明清傳奇或者當代的戲曲當中都有很多優秀的作品；但是另一方面，戲曲發展到

今天，當它走到了藝術的極致，越來越精緻化的時候，它進一步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

困難和問題。那麼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和問題，就恰恰需要我們回到它的原點，通過認

識戲曲的文化本質，重新給戲曲的發展注入一種新的動力。所以，認識祭祀和戲曲的

關係對戲曲發展有顯著的作用。 

第二點是關於民間祭祀維繫的戲曲興衰。在民間，戲曲的興衰和祭祀的關係是非

常密切的。剛才我們我們也講到，戲曲有著上千年的歷史，從它的起源來看，像王國

維這樣的一批學者認為戲曲的起源和巫觋這類祭祀活動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另外我

剛才也講到，大家一般認為中國戲曲的形成是在宋代。北宋時的開封在 「中元節」的

時候就已經有《目連救母》這個雜劇的演出了，而且規模非常大，從七夕到十五這七

八天的時間都有「目連戲」的演出。而開封中元節的目連戲的演出是和中元節的祭祀

活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的。這是在戲曲形成之初，在宋代時祭祀和戲曲的一種緊密關

係。在這之後，不論是在元雜劇、明清傳奇還是各地的地方戲裡面都有目連戲的演

出。今天在座的幾位福建、安徽、湖南的學者，他們也會講到各地目連戲演出的情

況。目連戲在各地的表演是和祭祀活動非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剛才我講到，戲曲

的發展有一個藝術化和精緻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戲曲的最初的很多文化功能、

祭祀功能也越來越淡化。這是一個「去祭祀功能」的過程。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舉

一些例子。比如，同樣是安徽的目連戲，在安徽各地的目連戲的民間演出中，它所表

現出來的祭祀性是非常明顯的，包括到今天依然能看到的「開台」、「掃台」的整個

過程，都有非常濃郁的祭祀特色，但是到了文人手上就不同了。明代萬曆年間，安徽



有一個秀才叫鄭之珍，他把民間演出得轟轟烈烈的目連戲按照傳奇的體制加以改編。

他的改編最為明顯的一點就是，民間演出中所具有一些「開台」、「掃台」等祭祀性

的內容，由於和舞台的關係不明顯，被他全部刪掉了。鄭之珍的這個劇本現在還有，

我們如果去看就會發現這類祭祀內容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了。但實際上在安徽或是其

他地方的民間戲曲演出中，祭祀性的內容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到什麼程度呢？我們通

常都說物質決定意識，一般來說，一個地方如果是一個豐收之年，那麼到了秋收以後

會請很多戲班來演出。這我們能夠理解，因為它有物質保證。但在過去，中國的民間

戲曲演出還有另一種情況。當地方上遇到了天災人禍，要麼爆發了戰爭，很動盪，死

了很多人，要麼發生了旱災、水災，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我們一般的理解，這時候當

地的老百姓都會吃不飽，穿不暖，沒有了物質基礎去支持戲曲的演出，這時候是不是

就看不到戲曲的演出了呢？實際上不是這樣的。正是在各地遇到天災人禍的時候，這

種民間戲劇，尤其是祭祀性戲劇的演出，不僅沒有削弱，反而非常熱鬧。這正是因為

戲曲所具有的祭祀功能──或是為了求得一方的安寧，或是希冀來年的豐收，或是為了

還願，或是為了驅除災害。正是出現了這樣一些天災人禍，反而使得這種戲曲演出非

常紅火。 

現在我們看戲的時候，如果它出現了危機，我們都會認為是它的藝術性不夠強，

以至於觀眾不滿意，觀眾的審美不能夠得到滿足。但是從歷史上來看的話，那時候恐

怕很少有觀眾是從一個審美的角度坐在台下看戲的。當然，對於不同的對象，在不同

的時期，這一點又是不一樣的。比如到了明清傳奇，崑曲算是戲曲在走向藝術的過程

中所達到的一個典雅化的極致。看崑曲的人應該是出於一個審美的目的。但也不是說

崑曲就沒有一種文化的功能。但是人們欣賞民間戲曲主要就不是為了審美的需求了。

在過去民間戲曲的演出中，娛樂或者祭祀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我認為，戲曲到了今



天出現了危機，我們可以考慮的因素很多，比如，劇作家如何寫好劇本，在舞台上的

二度創作中，導演、演員、音樂、舞美各方面如何提高。但我們不僅要從藝術審美的

角度去看，也要關注戲曲和觀眾的關係，想想如何拉近戲曲和觀眾的距離。過去民間

戲曲或祭祀性的戲曲的演出和老百姓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現

在，在戲曲不斷走向藝術化、精緻化的過程中，也在某種程度上，割裂了它和觀眾在

物質、精神層面上的聯繫。我想這是造成今天戲曲劇場觀眾越來越少的一個重要原

因。今天戲曲的發展，不一定要完全恢復到過去的那種直接的祭祀性，當然在民間這

種情況仍然還是很多的。我想，戲曲本身所具有的祭祀的文化功能和觀眾之間的原生

性的緊密聯繫，是我們當今的戲曲發展所要思考的。 

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就講這麼多。謝謝！ 

 

容世誠 ：非常感謝劉教授的發言，他的時間控制得很好。我再補充兩點：第一，劉老

師剛才提到目連戲演出的本源和戰亂、災害有關，也就是說，當一個地方有很多人死

於非命的時候，就會演目連戲。我們來看一下，新加坡是在 1944 年開始演出三天三

夜的目連戲的，那麼 1944 年新加坡和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日本人來了，死了很

多人。所以當時新加坡的華人開始籌演大型的目連戲，這印證了劉老師的說法。第

二，劉老師提到，鄭之珍在徽州改編的這個劇本跟粵劇有很大關係。鄭之珍的有一場

戲叫《觀音得道》，就是粵劇的《香花山大賀壽》的本源。我們今天的粵劇戲班，每

到師傅誕的時候，八和會館都會籌演的《香花山大賀壽》 就是來自鄭之珍目連戲劇

本。大家可以看到目連戲跟我們粵劇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下面我們有請陳老師開始。陳老師是研究安徽目連戲的專家。因為鄭之珍的關

係，目連戲很重要的一個根源就是在安徽。有請陳老師。 



陳琪：大家好！前幾天，祁門的目連戲戲班剛好在這裡演出了兩天，演的都是鄭本目

連戲。剛才劉老師也介紹了鄭之珍。今天我要講的題目就是：鄭之珍《新編目連救母

勸善戲文》產生的思想根源及其影響。「目連救母」的故事以戲劇的形式廣為流傳，

在中國戲劇史上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跟祁門有著密切的關係。唐代以來，祁門這

個地方各種宗教的氣氛比較濃厚。鄭之珍這個人高才不第，然後就遊學鄉間，篤信佛

教，借戲曲宣揚佛理，勸良為善，以正社會風氣。他在徽州的一些雜劇、變文、傳說

的基礎上，撰寫了《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鄭之珍的目連戲一經產生，流傳的範

圍就達到了徽州的一府六縣，以及周邊的石台，還有江蘇、浙江、江西、湖南、福

建、四川等省地。據調查，明清時期，徽州及其周邊地區的目連戲班就有二十多個。

隨著佛教的傳播，目連戲甚至傳播到了東南亞、沿海地區和川滇等地。目連戲基本上

流傳了大半個中國。而且很多地方劇種都一直上演目連戲的很多劇目，比如，四川高

腔《目連傳》，紹劇的《救母記》。到了乾隆年間，皇宮也開始演《目連救母》的勸

善戲文。今天我們的徽劇、川劇、漢劇、婺劇、崑曲、黃梅戲、桂劇、湘劇都還保留

著目連戲當中的《雙下山》、《王婆罵雞》、《啞背瘋》（《老背少》）等摺子戲。

目連戲三百多年來經久不衰，在中國戲劇史上佔據著重要的位置。不僅保存了最早最

完整的「目連戲」劇本，而且是我國碩果僅存的大型宗教劇。 

下面我想給大家介紹一下鄭之珍《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產生的思想根源。鄭

之珍是祁門縣清溪村人，生於 1518 年，逝世於 1593 年，活了 73 歲。但這個人高才

不第，我們祁門有人說是因為他眼睛不好，也有人說他是因為怯場，一直考到中年，

五十多歲都還沒有考取。他屢試不第之後，就絕意科場，回來遊學鄉間，在祁門和石

台之間的鄉村當老師，很不得志。但他非常喜歡談詩文，而且文武雙全。他就以佛教

中「目連救母」這個故事作為故事梗概，將把徽州所有的雜耍、演唱、民間小調和民



間故事糅合在一起，創作了《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一共 3 冊 100 齣，加上上場

和結束就是 102 齣。他這個本子出來以後，本縣一些地方要求謄抄的人非常多，於是

他就在明萬曆年間將其刊刻出版。鄭之珍一生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個年

號。他的一生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中年以前置身於科場，想求一官半職，這主要是處

於嘉靖時期；中年以後他就棄學業，遊學鄉間，新編勸善戲文，這主要是在萬曆年

間。他所經歷的四朝正是國家的多事之秋，皇帝昏庸，政治十分混亂，朝野爭權，勾

心鬥角。每次皇權的更替都牽涉到一大批的官員，也伴隨著科舉上的徇私舞弊。在明

萬曆五年和八年的會試當中，就連一貫比較主張正義的張居正也把他自己的兒子安排

中了進士。這種欺世盜名的做法，使得鄭之珍壯志難酬，心灰意冷，從此再也不進科

場了。 

下面談談《新編勸善戲文》的環境影響。首先是社會環境的影響。鄭之珍一生大

部份的時間是在明嘉靖年間，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這是鄭之珍思想最成熟的時

期。嘉靖皇帝一生獨奉道家，三十年不理朝政。有一件事更能說明問題：安徽的齊雲

山是道教四大名山之一，嘉靖一直無嗣，來自徽州婺源縣的汪鋐說，我們家鄉齊雲山

的道教非常靈驗，求子得子，求財得財，嘉靖皇帝就相信了，就叫他代為前去求子，

回來之後，嘉靖皇帝果然得子，就更加信奉道教了。在這種情況下，鄭之珍的思想自

然也受了這種社會影響。所以他在祁門和石台之間遊學的時候，耳濡目染，受到這種

宗教意識的影響。他在石台和祁門之間會經過一座大山，叫牯牛降，這座大山有四十

里黑松林，是神仙和虎狼出沒的地方，有很多神話傳說。在這些傳說的影響下，鄭之

珍以牯牛降山腳下的環砂村為原型，把這些傳說和周圍的村落都寫進了他新編的戲文

里。戲文中有一段關於觀音老母試主人公是否真心信佛，真心孝順，要到十八層地獄

去超度他母親的故事。在目連救母的第一站，從他家到黑松林經過了一個叫「茅棚



店」的地方，觀音老母就化做了一個村姑。由於天色已晚，黑松林裡又有很多虎豹，

他必然要在那裡借住了。但農婦自己一個人在家，目連覺得男女授受不親，就始終站

在屋簷下不肯進去。觀音化成的農婦為他端茶端水，侍候他。到了半夜三更，為了試

他的真心和孝心，農婦又裝作肚子痛，要目連為她摸肚子。目連說他是出家人，不能

這樣。農婦就說：「佛教中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為什麼不能救我？」目連就

說，要我給你摸肚子就要在你身上鋪上七層黃表紙才行。觀音就感動了，覺得他是真

心孝順，就賜給他一個錫杖，就讓他去救母了。 

另外一個思想根源是在於鄭之珍屢試不第，厭倦了官場的黑暗，他在鄉間遊學教

書需要有一個精神寄託，於是他就皈依佛教，潛心編戲。他的女婿在他的墓碑上寫

道，鄭之珍「孝友兼備，墳典歷覽……志在翱翔……屢蹶科場。抱道自娛，著作林

間。」在祁門，鄭之珍也享有「盛世奇儒」的美譽。他躬身編戲，受到地方的思想影

響，在懷才不遇的經歷和處境下，以目連救母的故事為基礎，將徽州的民間故事集大

成，編了勸善戲文 3 冊，使有目者共睹。他將目連戲做了一個規範。因為當時目連戲

演出的版本比較多，從鄭之珍之後就規範了版本。 

另外，徽州的演出也促使了目連戲的產生。徽州的廟會比較多，每個月都有各種

各樣的廟會，正月有「抬汪公」，二月有「花朝會」，三月有「三月三」，四月「浴

佛」，七月有「中元節」，九月有「重陽節」等等。徽州的這些廟會大多都要演戲，

迎台角，耍獅子，旌幡華蓋，笙蕭鼓樂，十分熱鬧，遠近聞名的各地戲班都會到徽州

去。有一句話說：徽班裡面不是徽州人，是石牌人，安慶人。其實徽州人是很少唱戲

的，徽商養了很多戲班。大量的演出也使鄭之珍耳濡目染。特別是徽州有一個風俗是

「罰戲」。徽州人如果違反了鄉約家法，是要「罰戲」的。比如，忤逆了老人，不孝

順，打架鬥毆，挖了祖墳的墳山，或者炸了魚，砍了樹，這些違規行為的處罰就是



「罰戲」。經過宗族和村裡面的人簽訂文書之後都要寫進宗譜，并張榜招貼。有的地

方還要把「罰戲」的規定刻在碑上面告誡人們。所以「罰戲」不是一般的事情，一是

花費比較大；二是轟動性比較大，一旦日子定下來，祠堂要殺豬，請四方鄉親來觀

看。演戲之前，還要把鄉規民約再當眾宣佈一遍，說明某人違反了哪條規定，所以今

天來演戲。一來，這讓違反規定的人降低了社會地位；二來，他也花費了很多錢，在

經濟上受到了處分；三來，又讓鄉規民約在寓教於樂中再次起到教化的作用。所請來

的四鄉八鄰的人，既是看戲，也是見證，同時告誡大家要遵守鄉約，如果違反，也同

樣要請戲班來唱戲。這也加速了鄭之珍《新編勸善戲文》的產生。 

第二部份我就簡單說一下目連戲的內容和影響。目連戲的內容有 100 齣，分上、

中、下三本。鄭之珍的本子主要是規範了民間演出目連戲的版本，另外它也是我們徽

州古籍版本的一個參照物，同時它也是我們徽州插圖版畫的一個精品。鄭本的目連戲

也對全國各地的劇種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就說到這裡。謝謝！ 

 

容世誠: 我看過陳老師的演示材料，是很精彩的。剛剛講到我最想聽「出版」的問題他

就停了。徽州是在明代出版了這個作品。今天的目連戲劇本能夠保存下來和徽州的出

版業有密切關係。 

大會安排的發言次序有一個內在的邏輯關係，劉禎老師先給出了一個很宏觀的對

目連戲的看法，然後又慢慢轉到陳琪老師談的目連戲在明代的發展是如何從民間的一

種超度法事的戲劇慢慢文人化的。鄭之珍是一個文人，他綜合了民間不同的目連戲版

本，摻雜了很多民間的雜耍，然後集大成寫出這個版本。這不是他個人的創作。更重

要的是徽州是當時的出版中心，所以目連戲能夠變成一個文本在明代出版。另外，徽

商也是很重要的一批人物，他們很有錢，支持了目連戲的演出。所以當時目連戲的發



展跟整個社會環境有很大關聯。 

下一位發言的是楊老師。我們將會從安徽轉移到福建莆田這個地方。莆田的目連

戲 發展也是我很想聽的一個課題，因為在新加坡演出的目連戲就是莆田戲種。整個目

連戲的研究在九十年代初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1991 年，有一大批國內外學者都參與

了一個大型的宗教戲劇研究的計劃。楊老師的著作後來也發表在這套書裡面。下面請

楊老師開始。 

 

楊榕：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各位來賓，大家下午好。我報告的題目是《福建目連戲

與祭祀儀式演出》。目連戲與宗教演出的關聯是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目連戲是由宗

教、戲曲、民俗共同孕育而產生的一個作品。我要講的第一個部份是「福建戲曲與目

連戲」。講到目連戲，首先要簡單介紹一下福建的地方戲曲。大家知道，福建是個戲

劇大省，戲曲品種非常多，歷史也很悠久，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劇種有三十幾個，目

前還存活的，能夠演出的，還有二十個左右。它的地域特色非常濃厚。傳統劇目相當

多，目前所知道的歷史上的有過的劇目超過一萬個，目前收藏的還有七千多個劇目。 

下面講講唱目連戲的劇種。戲曲跟民間信仰、民俗活動關係非常密切。各地舉行

民俗儀式離不開戲曲。一些與宗教、民俗密切相關的劇目被專家稱為「儀式劇」，主

要用於民間祭祀性的演出，而不是劇場演出。其中《目連救母》是最具代表性的，它

是中國最早的戲曲品種，演的是目連地獄救母的故事，在福建家喻戶曉。能夠演《目

連救母》的劇種有莆仙戲，這是宋元時期就有的一個劇種；還有詞明戲，這個戲現在

已經消亡了，是明代的一個劇種；另外還有四平戲、閩劇、打城戲──打城戲上個月過

來演出過，這是一個瀕危的劇種，在民間已經不演出了──還有莆仙、泉州、福州的提

線傀儡戲，閩西的上杭傀儡戲，龍岩師公戲……這些都能夠演出《目連救母》。  



（展示各抄本圖片）這是莆仙戲《目連救母》的抄本。這是《血盆地獄》，是專門為

婦女超度的一個戲本。這是已經出版的莆仙戲《目連救母》。這是泉州木偶戲的油印

本。 

目連戲的演出歷史非常悠久，這與當地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關。大家知道，唐宋的

時候福建的寺廟非常多，目連戲又與祭祀的關係非常密切，主要與普度祭祀有關。根

據田野調查我們了解到，在宋代福建就已經有目連戲的演出，並且在民間的超薦儀式

中扮演重要角色。清代的時候已經有了目連戲演出的文獻記載。 鄭得來是莆田仙遊

人，連江里是仙遊的一個地名，大家知道宋代有個奸人叫蔡京，他就是這個地方的

人。清初鄭得來的《連江里志略》裡面就記載：「中元之後，各宮各境先後演唱《目

連》，關目計一百零八齣。」浙江人施鴻保在《閩雜記》也提到興化，就是現在的莆

田，也會演出目連戲。在泉州地區，目連戲的演出也非常興盛。福州人林紓在他的文

獻裡面也有記載，他裡面講到的和尚戲就是這次來演出的打城戲。 

第二個部份就要講講目連戲與祭祀演出。首先講目連戲的演出功能。目連戲的性

質是喪戲，超度亡魂之戲。它的演出功能主要是超度亡魂，規勸世人棄惡從善。人類

在繁衍的過程當中，非正常的死亡是經常發生的，比如車禍、溺亡、自盡、打鬥、難

產而亡，還有因為兵災而死亡的，等等。這些情況都要請戲班來演目連戲，請僧人、

道士舉行祭祀儀式，驅逐鬼魅，消災祈福，超度亡魂，希望來生不墜地獄。第二，關

於目連戲的演出習俗，文獻中有很多記載。過去每到中元節就要舉行普度，雇請戲班

來演目連戲。現在演出的時間一般在中秋之後，因為大家覺得中元節是要祭祖的，不

要演目連戲，所以在時間上就推後了。據莆田木偶戲藝人說，農曆十月十五、二十九

這兩天是最好的日子。 

過去，演目連戲禁忌很多，現在已經簡化了不少。當時按慣例是要豎旗幡，搭戲



臺，戲臺兩邊要貼戲聯，要雇戲班，設法壇，請和尚，迎道士，擺神位等等。開台儀

式各地不太一樣，莆仙戲用的是「武頭出末」,這是一種很古老的表演形式；另外還有

「田公踏棚」，「田公」是一個戲神；泉州木偶戲是用「大出蘇」，「大出蘇」也是

一個戲神；打城戲用「靈官掃台」等等。 

（圖示）這是莆仙傀儡戲現場演出的一個戲棚。這個戲棚很小，大概有兩米多寬。要

擺兩個供案，一個是我們看到的左手邊的這個，臉色綠綠的那個是「白無常」，穿紅

衣服的那個是戲神「田公」。 

（圖示）這個是戲台左邊塑的白無常，很高，大概有 5、6 米，可以起到鎮台驅邪的

作用，在現場看是很恐怖的。 

（圖示）這個木偶戲演出時一定要掛的「白無常」，也是起到鎮台的作用。 

目連戲的演出是一個「儀戲結合」的形式。它的戲裡面有儀式，儀式裡面又有

戲。它涵蓋了目連超度的過程，有的是在戲外超度。比如，目連戲中的《三殿告

訴》，它是從血湖池裡面為婦女超度，這是戲中的超度；如果在戲外超度，目連戲就

暫停演出，由目連的扮演者為齋主的親人亡魂超度。 

（圖示）這個就是戲中的目連，這個女人就是代表從血湖池裡面拯救出來的女性。你

們看，旁邊有一個「血」字的擺設就是象徵血湖池，一開始是那個女人蹲在裡面，到

了要超度的時候就把她請出來。 

（圖示）這個是戲中超度的場面，後面那個門就是地獄門，象徵地獄，旁邊那個是血

湖池。穿袈裟的那個是目連，旁邊那個男人也是演員，他手上拿著一張紙條，上面寫

著要超度的人的名字。     

過去演的目連戲出現的人物比較多，所以一般要幾個班合演。過去不是說「七子

班」嗎？「七子班」人太少，至少需要兩個班到四個班湊合才能演目連戲。演完以



後，還要演《觀音掃殿》，就是所謂的「洗棚」。莆田還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有

的木偶戲藝人認為觀音很慈祥，怎麼能夠承擔掃台的任務呢？所以他們要演《張公打

洞》，張公是福建的一個地方神，他是黑臉的，很厲害，必須請他出來才能驅邪。 

超度的傀儡戲一般有兩種。一種是公眾性的，一般在宮廟裡面演出，叫做「普度

戲」；一種是在家庭房屋演出的，就是在一般人說的「主屋」，這個叫做「超亡

戲」。 

下面講講當代目連戲演出的個案。五十年代初，因為反迷信，目連戲就不演出

了。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有幾場演出，當然，也不是演給公眾看的，主要

還是給專家看的，民間的那種超度就不演了。 

（圖示）這個是 91 年在舞台上演出的，演給專家看的《目連挑經》。 

（圖示）這個是《銀奴上吊》。這個演出是比較有特色的。旁邊那個穿黑衣服的是一

個鬼魂。當時大家說這是一種意識流的表現形式。 

（圖示）這是打城戲的《目連救母》。這是出於觀賞目的的舞台演出，不是祭祀演

出。 

        這些年來，我是多次看了人戲班和木偶班的目連戲演出，還有和尚和道士做的法

事《目連》。這些演出都是在宮廟開光、告竣或是超度亡靈的場合，地點是在經濟比

較發達的莆田、泉州、福州。在閩北、閩西這些經濟稍微落後一點的地區，一般就很

少有這樣的演出。 

（圖示）這是莆仙戲裡面目連的演員到台下為亡魂超度。 

（圖示）過去講目連戲是鬼戲，沒什麼人看，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你看，這只是現

場的一個角落，看的人就這麼多。觀眾是在一個廣野上，總數大概有幾千人。 

（圖示）這個是一個家族劇團，裡面大部份都是同一家族裡面的人，父子、父女、媳



婦都在裡面。 

（圖示）這是掛在戲棚上的木偶。 

（圖示）這是木偶戲演出的《傅相拜壽》。 

（圖示）這是目連的母親劉世真，她的弟弟在勸她開葷。其實她是不能開葷的，因為

她家裡丈夫是吃齋的，開葷了就出問題了。開葷了以後，鬼就要去抓她了。 

（圖示）這是她的弟弟劉賈被白無常押到陰司。這場戲中兩個演員的對話非常精彩。 

祭祀性的演出是比較古老的。現在在城市裡一般是不演目連戲的，大多在農村

演。 

（圖示）超度的主家。 

（圖示）三一教經師做法事。 

（圖示）祭祀的隊伍。 

（圖示）和尚在超度。 

（圖示）這個轉塔要專門介紹一下。人不是在地獄裡面被困在最下面嗎？這個紙糊的

轉塔轉三圈就表示亡靈上升一層，轉完七層，就表示亡靈得以超脫。轉完以後塔要燒

掉。燒掉之後，亡靈就昇天了。 

我們簡單做一下小結。佛教與道教喪葬中的目連戲，揭示了中國文化中戲劇與儀

式不斷發展的內在聯繫。北宋《目連救母》傳入福建以後，為民俗儀式活動增添了宗

教色彩，豐富了福建戲曲文化內容。 

目連戲在長期的演出過程中，形成了豐富多彩的目連文化，包括演出習俗與形

式、戲聯戲諺、劇目文本、目連戲史料、戲文壁畫、有關經書。目連戲在娛人因素的

作用下，已經不單單是為了超度亡魂，它也變成了還原謝神的酬神戲。 

目連戲在民間超度活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福州、莆田、泉州是福建盛演目



連戲的主要地區，至今目連戲仍然在這些地區廣泛流行。 

我自己對目連戲的演出的理解是這樣的：如果目連戲沒有演出了，那麼我們的生

活當中就沒有什麼非正常死亡了。因為只要有非正常死亡，就有目連戲演出。演出得

越少，可能天下就會太平一些。謝謝！ 

 

容世誠: 謝謝楊老師！楊老師的資料很豐富，大家通過他田野調查的照片可以知道戲曲

和儀式是怎樣結合在一起的。目連戲的演出目的是在於超度亡魂。這些和我在新加坡

看到的基本上是一樣的。下一位是鄭莉老師，她在馬來西亞做的也是莆田戲種的研

究。在座的老師中有三個都是研究莆田戲種的。因為移民的原因，目連戲從中國的福

建莆田流傳到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鄭莉老師將要談到的是她再馬來西亞做的田野調

查的報告。請鄭莉老師開始，謝謝！ 

 

鄭莉：謝謝主辦方和容世誠老師的邀請。我是來自廈門大學的鄭莉。我今天報告的題

目是《目連戲與超度儀式》，我的個案是來自馬來西亞森美蘭芙蓉坡興化人中元普

度。什麼是興化人呢？興化人來自福建沿海中部莆田地區，在海外來說是一個小方言

群。這個地方因為海上媽祖而名揚天下。它獨具特色的地方戲劇與儀式也引發了學界

的長期關注。我來自海外興化人的故鄉福建莆田，我在莆田、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不

同的城市都看過中元普度和目連戲的演出。我的報告關注的問題就是：目連戲在普度

儀式中的意義。我們知道，早期目連戲中目連下地獄拯救母親，他的孝子形象和祖先

崇拜密切相關。中元普度或下元普度的意義在於孤魂和厲鬼的崇拜。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要探討的就是目連戲在這樣的普度儀式中的意義。 

莆田本地的莆仙戲保留了五千多個傳統劇目，是中國所有地方戲中保留傳統劇目



最多的戲種。海外興化人的儀式演出也得到了學界長期的關注。已經有很多學者研究

過海外興化人的儀式，包括《目連救母》的演出。 我今天所做的報告就是希望可以把

海外興化人的儀式戲劇的演出和他們原鄉的傳統做一個比較研究，然後探討目連戲在

宗教儀式當中的意義。 

我在老家和海外都看過目連戲的演出。今天討論的個案是來自馬來西亞森美蘭的

芙蓉坡。我有好幾年的時間去過那邊，看過三次目連戲在當地的演出。芙蓉坡這個地

方很多香港人應該非常熟悉，那個地方通用的語言是粵語，有很多香港人和廣東人會

到這個地方去。它的地理位置在馬六甲和吉隆坡之間，基本上屬於一個「被遺忘的小

鎮」。雖然它是森美蘭州的首府，但非常不發達。興化人在這個地方也是一個小族

群，大概有一萬人左右。他們主要從事交通行業，在整個東南亞出門行路都要找興化

人。這一萬興化人形成了自己的佛教系統，有自己的祠堂和廟宇。他們現今做普度儀

式的廟宇就叫做「福莆仙聯誼社」。它不是真正的一個廟宇，只是一個觀音亭，只有

在七月中元普度的時候才會開放給大家。 

芙蓉坡興化人的「興化普度」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他們早期和閩南人合作做

普度，後期被擠出去，獨立承擔普度。這當中有個笑話，講的是由於這些興化人當中

很多都是拉車的，要出賣體力勞動，那麼在普度儀式上他們就會吃得很多，閩南人就

很生氣，就把他們排擠出去了。我個人認為這真的只是一個笑話。其中的原因主要還

是由於興化人和閩南人對於中元普度的理解差別很大。在興化的原鄉，中元普度是拜

祖先。可是在福建人的普度裡面，他們是以拜好兄弟為主。興化普度實際上是亡魂的

祭祀。主要的祭祀對象包括祖先、孤魂和厲鬼。厲鬼，就是前面講到的一些非正常死

亡的冤魂。可是，跟興化普度相隔一百米的福建普度是以「大士爺」和「牛頭馬面」

為主，他們的普度對象是好兄弟。雖然都是叫做「普度」，但兩者的主旨是完全不同



的。 

（圖示）這是一些儀式現場的照片。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儀式現場是以超度公媽，超

度祖先牌位為主的，跟福建普度是完全不同的。興化普度的儀式過程包括由和尚來主

持公媽的超拜，舉行昇天橋，燒船送聖，目連挑懺。 

我們今天的報告主要會講到木偶劇團和戲劇演出。 

由於整個海外興化人的人口比較少，從 1980 年開始，當海外可以跟福建本土重

新建立聯繫的時候，大部份劇團都是由福建老家聘請過去的。我知道新加坡現在還有

一個劇團在活動，但在整個馬來西亞，他們的劇團都是來自興化人的老家，是從福建

本地直接請過去的。在芙蓉坡演出目連戲的這個劇團基本上是從莆田鄉下過去的。有

一點很重要的是：大陸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造，這種改造不僅僅是我們眼睛能看得見的

改造，這種改造是在很多層面的，其中有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戲劇的社會主義改造，

它帶來的最驚人的影響就是，之前女子不能演的一些戲現在可以由她們來承擔了。最

明顯的變化就是目連超度這樣的儀式戲劇是可以由女人來承擔演出的，這在芙蓉坡能

夠看得到。可是在新加坡莆田人的廟中，他們仍然遵守 1949 年以前的傳統，不希望

由女人來演這個戲。而在芙蓉坡，在印尼以及更多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女藝人是可

以上台演出的。整個戲劇演出分為彩戲和目連戲。在目連戲演出之外的一些時間段，

他們會演出一些彩戲，比如，《雙龍鎖記》、《土地送子》跟《陳文龍》。在興化人

的老家以及新加坡、芙蓉坡這些地方演出的劇目基本上就是這些。因為大部份劇團都

是從老家直接過去的。 

下面我們重點來講超度孤魂的目連儀式。我們前面講到，這個普度儀式要超度的

亡魂有三種：祖先、孤魂和厲鬼。目連戲承擔的一般是孤魂和厲鬼的超度。當然，和

尚也會做無祀孤魂的超度。目連戲的演出一般分為兩個部份，上部是《傅天斗》，下



部是《目連救母》。但這是在一個非常小的廟宇做的普度儀式，所以他們一般是從

《目連救母》開始演的。關於目連戲，前面幾位老師都介紹過很多。當目連獲得錫杖

要下地獄拯救母親的時候，儀式就開始進入現實的超度。 

（圖示）這個是普施孤魂的一些圖片。這個祭品是特別獻給孤魂的。興化人的普度有

一個特色，就是當普度儀式都結束之後，它會做第三天的普度，這是給孤魂野鬼當中

的殘障人士做的。有的腳瘸的，眼睛不太好的，他們來得比較慢，所以到了第三天，

當所有的儀式人員都回去之後，興化人還會再擺出幾盆同樣的祭品來歡迎他們。 

    目連戲除了在戲台上超度、引渡非正常死亡的厲鬼之外，還會念一句話來超度有可

能來到現場的孤魂：「今年的齋主所在的明珠酒店，此處如有亡魂小人，今日 7 月 29

日下午申時，芙蓉坡福莆仙聯誼台上超薦無祀亡魂，佛光普照，引渡亡魂前往西方極

樂世界。」和尚和目連他們都同時對孤魂進行普度。目連挑懺的對象是非正常死亡的

冤魂。 

        這裡有一個等級的排名。雖說它已經是本地最高級的普度，但其實這個價格是非

常便宜的，因為它是一個在小觀音亭舉行的普度。這裡的人其實很自豪。他們曾經好

幾次跟我說，除了新加坡 1944 年開始的興化人的普度之外，在整個東南亞，他們就

是最高級的了。 

（圖示）這是目連挑懺的一些圖片。儀式進行到這個步驟的時候，目連會拿出他的錫

杖畫符，這些主家就會在前面排隊。 

（圖示）這是一個小的觀音亭，人手非常少，我去年去看的時候，他們還叫我在那裡

幫他們拿香拜拜。到最後都沒有人了，只有我一個人在那裡幫他們。 

（圖示）這個是目連挑懺時候的台詞：打破獄門，北方成就佛。進入現實超度的時

候，他會說他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興化府唐安鄉永豐里石庭人士，居住馬來



西亞芙蓉坡 XX 地，今天請亡魂 XX 人到森美蘭芙蓉坡福莆仙聯誼台上目連接引，阿彌

陀佛，超薦。這是他們超度的過程。 

接下來做一個簡單的結語。通過這個儀式，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儀式特徵，第一，

是祭祀祖先，整個儀式現場的佈置是以祖先的公媽牌為主的；第二，是挑懺厲鬼；第

三，是普施孤魂。這些人從華南沿海到了海外，他們面對的是一個移民社會，雖然很

多東西都是從老家帶過去的，但在移民社會中儀式的傳統是會發生變化的。在興化人

的老家興化府這個地方，是在下元節做普度，裡面有目連超度。可是我們發現，香

港、台灣、東南亞是在七月做普度，如果我們在這一天不做普度，而是等到下元才

做，好像就很奇怪，不合潮流，所以在海外的所有興化人做的都是中元普度。但他們

有一個文化策略，就是進行社群整合。海外興化人雖然也做了七月的中元普度，可是

他們普度的對象仍然是以祖先為主。這段話是來自明·弘志《興化府志》。因為我是歷

史系科班出身，所我可能會比較古板，喜歡引用文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至少在明

代的時候，在七月我們拜的是祖先。 

下面看看中元節和目連戲的演出。在目連戲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它在中國各地有

不同的表演形態。在很早的時候它可能就已經和中元節分開來，例如打城戲就是可以

單獨演出的。還有剛才楊老師講到的「三一教」，它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一個特殊的

民間宗教，他們所做的一些儀式也是從目連戲當中衍生出來的。所以，目連戲可以衍

生出相關的祭祀戲劇，它不一定和中元節或盂蘭盆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所以我們要思

考作為單獨祭祀戲劇的目連戲。 

元末明初改朝換代的時候，有很多人是非正常死亡的。而朱元璋本人又是白蓮教

徒出身。所以他非常清楚，他必須設置一套規則去控制這些孤魂野鬼，所以他就在

「里社」制度當中設計了「厲壇」，「厲壇」的時間是清明、七月十五和十月朔日。



我們就可以思考一下，也許「祭厲」的傳統和目連戲的演出在後期慢慢有了結合。因

為七月十五也是祭厲的，十月朔日也是祭厲的，所以也許在兩個時間段都可以演出目

連戲。我們可以看到，芙蓉坡興化人中元節目連戲的演出一是帶有原鄉的傳統，二是

它受到閩南人的影響，整個儀式也在發生變化。目連戲的演出自始至終都是跟厲鬼崇

拜結合在一起。就算是在新加坡的那個東南亞級別最高的目連戲的演出在今天主要是

超度祖先，可是在 1944 年他們第一次演出的時候，也是因為整個日據時代有太多的

人死於戰爭，他們就第一次為這些非正常死亡的冤魂進行超度。隨著時光流轉，這些

人後來變成了他們的祖先，他們就延續「十年一度」這樣的普度傳統為他們超度。雖

然我們今天看到他們是在用目連戲去超度祖先，可是它的源起卻是和厲鬼崇拜密切相

關。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報告，請各位老師批評指正。  

 

容世誠: 謝謝鄭莉教授！整個論壇到了現在，我想大家也對目連戲和祭祀儀式的關係越

來越清楚了。從劉禎老師宏觀的介紹，到陳老師、楊老師、鄭莉老師的報告，大家也

越來越清楚目連戲的超度功能，以及它在空間上的發展──從徽州到福建閩南，再到東

南亞。剛才鄭莉老師的報告也解答了一個問題：我剛剛從楊老師的照片上看到，中國

是容許女性上台，這在新加坡是絕對不可以的，連靠近都不可以。我剛剛本來想問老

師的，剛好鄭莉就解答了我的問題。下面我們從馬來西亞再回到中國的湖南。最後一

位要跟我們分享的專家是鄒老師。我一直都對湖南的戲曲很感興趣，我覺得它可能和

粵劇有關係。所以我想多了解一下湖南的目連戲會不會跟我們廣東的祭祀有關。有請

鄒老師。 

 



鄒世毅：尊敬的組織者，尊敬的容教授，各位聽眾，大家好！我給大家彙報的題目是

《目連戲的生態與保護──以湖南目連戲為例》。為什麼談到生態呢？從生態學的角度

來看，人類的生存環境主要由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文化意識的生態環境

主要是由社會環境和文化的環境構成的。文化意識生態是構建文化意識系統的全部內

在要素，而影響它的外在要素是這些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態關係。它是一個比自

然生態更為複雜的系統。所以我專門要談的就是目連戲的生態。 

湖南目連戲的核心情節也就是全本《目連救母》的核心情節，就是前面陳館長所

說的鄭之珍《勸善記》的主要情節。在湖南，這本戲叫做《目連正傳》，總共七大

本，兩百多塊「牌」，每本可以演 10﹣12 個小時。在《正傳》之前的戲，湖南把它

叫做《目連前傳》或「前目連」，多數是從傅相的父親寫起的。另外還有「花目連」

或「目連外傳」，由一些和「目連救母」的主線沒有直接關係的故事組成，不過主題

都是宣揚忠孝節義、持齋修仙的 。這一批戲有很多，比如《西遊記》、《香山》、

《夫子戲》、辰河戲裡面的 《香囊記》、《文武陞》、《玉麒麟》等等。湖南的目連

戲一般可以演七七四十九天。 

（圖示）這裡面出現的就是《犬入庵門》，青提最後殺掉了犬，打狗開葷。 

下面我來講一講目連戲的生態。首先要講的是「一地一目連」的現象。《目連救

母》這齣戲演了近千年，哪一方土地滋養著目連戲，目連戲就吸收哪一方地域的民間

文化。如果把全國的目連戲中所包含的民間文化集中起來，大概就可以成為真正的民

間文化的百科全書。它是一個獨特的戲， 由於受各地生態的影響，它隨著各地生態、

風俗文化的變遷而與時與地地推移變化。所以就出現「一地一目連」。例如，徽州的

目連戲，在祁門民間流傳著：「出在環砂，編在清溪，打在栗木」的說法。 

（圖示）這個就是吸收民間藝術的一個特色，叫「兩頭忙」，一個人演兩個人，表示



兄弟打架。 

第二，目連戲的演出是在七月十五中元節，超度亡魂。關於超度亡魂，剛才大家

已經講了很多。湖南的目連戲是跟道家、釋家學說和思想相結合的。所以它當中出現

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將道教的打醮、廟會、請菩薩等功能密切結合。所以它要演七七

四十九天，有四十八種目連戲之說。第三，為什麼說目連戲的生態是「一地一目連」

呢？就是因為目連戲唱的都是高腔，無論任何劇本都能改掉歌詞。例如湘劇中把《岳

傳》的故事拉入了目連戲的演出，就是改掉歌詞的一個結果。第四，目連戲一開始就

具有「百戲雜陳」的特色，比學習劇本固定的戲要容易，也便於結合本地的民間百

戲。各地的民間百戲很多，比如像「疊羅漢」（圖示）。目連戲中鬼的故事特別多，

例如《男吊》、《女吊》、《過奈何橋》、《主僕相會》等等，還有啞劇《九殿不

語》。這就是「無常引路」演出時的情況，老百姓坐在地上看戲（圖示）。第五，這

齣戲的伸縮性很強，靈活性也很強，所以它可以長演，也可’短演。第六，目連戲的

演出場所主要是農村的草台。這一點張斌先生說得很清楚。他說，現在目連戲的材料

只是讓我們搞清楚南戲在農村的情況，也就是說，南戲真正到了鄉下，就是目連戲。

城市的戲劇靠商業，農村的戲劇靠祭神。祭神需要戲，戲也需要廟宇，於是兩者就自

然地結合在一起。 

（圖示）這是鬼戲《過奈何橋》。 

下面我們講目連戲的生態現狀。目連戲現在整體的演出情況是消歇的。但是目連

戲是自由消歇的。它在湖南一直唱到 1948 年。1949 年以後才輟演。新中國成立以

後，沒有明令禁止演目連戲，也沒有出現過因為演目連戲而發生的政治經濟體制、政

策各方面的問題。那麼它為什麼只演到 1948 年呢？主要是這些原因：第一，缺少演

目連戲的會首組織。1948 年以前，演目連戲都是以當地的仕紳為首來組織的。1949



年以後，這種仕紳就沒有了。所以現在缺少了這種會首組織。第二，在廣大農村雖然

也祭祀祖先，但沒有了成規模的超度。祭祀活動中有祭黃帝、祭孔子、祭炎帝、祭舜

帝的活動，但這些活動都不演目連戲。第三，缺少場所。廟台漸漸地沒有了。據調

查，湖南固陽縣有四百多處廟宇，但這些廟都不能演出，目連戲漸漸失去了演出的地

點。第四，由於近六十年沒有演出，目連戲的演員和觀眾幾乎完全斷層了。 

（圖示）這是演出的廟台。 

既然有這些情況讓目連戲不能繼續演出了，那麼我們怎麼來保護目連戲？首先，

我們就是要搶救挖掘那些屬於戲劇文化發展的表演絕活和獨特的演出樣式。現在我們

湖南已經運用了幾種辦法。瀘溪縣的辰河高腔劇，漵浦縣的辰河高腔劇就表演過祭祀

儀式。而且瀘溪縣的辰河高腔劇還到法國進行過演出。另外，要將中元節超度亡魂的

祭祀活動和民間祭祀活動結合起來，2013 年瀘溪縣就做過這個嘗試，他們在中元節一

邊舉行中元節的祭祀活動，一邊有目連戲的演出助陣這個活動。第三，就是要像祁劇

或是像藝術研究院那樣，聯合演出《目連救母》的整理本。我當時在藝術研究院和湖

南省祁劇團一塊兒演出了這個劇目，最近也到香港演出過，可能在座的有些觀眾看過

這個戲，我在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播放祁劇目連戲錄像） 

我們還可以因地制宜地挖掘目連戲的所有文字資料，建立起目連戲的博物館或陳

列展示廳，依人員的情況建立一支目連戲的研究和展示隊伍。 

我們湖南目連戲不僅是超度亡魂，還可以祈福。例如，過去演目連戲的時候，要

找一個大蘿蔔，然後三刀切成一十八塊，這個我現在切不了，不知道在座的哪位能夠

切得了。然後呢，需要生孩子的人就趕快去那裡搶蘿蔔，搶到以後把蘿蔔吃掉，就可

以生一個孩子。所以目連戲是可以祈福的。祝願我們的同胞們都有福氣。演目連戲還



可以創造幸福！ 

 

容世誠: 謝謝！抱歉，最後我沒有控制好時間，因為太好看了，我就忘記看時間。現在

我們應該沒有時間安排大家提問了。再次感謝我們從內地來的五位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