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三层戏楼的出现与连台大戏曲本的变迁
*

彭秋溪

内容提要 清代第一座三层大戏楼诞生于乾隆十年之后，以乾隆十六年寿安宫 “临时性”三

层戏台为最早。以此为分水岭，凡内廷大戏曲本中应用三层戏台者，必属此后之产物 ( 或面

貌)。而张照卒于乾隆十年正月，因此其奉敕改编的 《劝善金科》《升平宝筏》等大戏曲本，

无法利用三层大戏楼，仍属“重檐单层”戏台剧本。大戏曲本与三层大戏楼之间，没有必然

的联属关系。此后，《劝善金科》虽偶尔 “借用”三层戏楼演出，但因其本身的演出性质，

始终保持着非三层戏台剧本的状貌，而 《九九大庆》 《升平宝筏》等则在乾隆十六年之后逐

步完成了由“重檐单层”向“三重檐”大台剧本的转变。
关键词 三层戏楼 《劝善金科》 《升平宝筏》 曲本变迁

近年来，笔者对清代内府《活计档》《奏案》《奏销档》《起居注》等相关记载，以及乾隆间宫廷

画师所绘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中的 “同乐园戏台”形制，进行了较为细密的综合考察，发现:

圆明园“同乐园”三层大戏台，约在乾隆二十一年 ( 1756) 二月间兴工，由雍正朝同乐园中的 “重檐

单层”① 戏台修建而来，至乾隆二十二年春夏间竣工，并非目前学界所推测的建于 “雍正四年”或

“乾隆初年”。而在乾隆二十一年之前，紫禁城中的“寿安宫”已出现“临时”搭建的三层戏台，热河

行宫则建成了“持久性”三层戏楼。换言之，“同乐园”并不是三层大戏台的发源地②。
以此为新的研究基础，与“三层”大台建设史相关联的问题，诸如寿安宫 “临时性”三层戏台的

戏剧史意义、三层戏台与内府曲本的融合问题，以及乾隆初年张照 ( 1691—1745) 等人奉敕编修 《劝

善金科》《升平宝筏》等大戏曲本、内廷连台大戏曲本的面貌与舞台形制之间的关联等议题，也因此

有必要作新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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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稀见清代饬禁戏曲小说史料汇编与研究” ( 项目编号 18CZW030) 阶段性

成果。
按，“重檐单层”戏楼，谓戏楼外显两层而内无两层结构，或置有天花板及“天井”，但上层阁楼主要用来安

置井架、辘轳等设备以及演员偶尔由此下到地面层。因此，这种戏楼实际用来表演的舞台主要为地面层。由此，学界

或谓之“重檐单层”戏楼。“重檐单层”戏楼上层起初或无“天井”结构，下层无“地井”结构，如承德避暑山庄

“浮片玉”戏楼。另外，乾隆三年建设漱芳斋“重檐”戏楼时，亦谓: “ ( 十月) 十七日，首领寇明来说，太监毛团传

旨: 重华宫戏台，着开地井。钦此。于十月二十一日，催总六达子、柏唐阿拴住带领匠役进内开地井讫。”“ ( 十二月)

十五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传旨: 重华宫戏台上天花板，改做天井，钦此。
于本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带匠役进内，将天花板改做 ［天］ 井，做得云兜一分、辘轳四件，

持进安讫。”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8 册，第 99—100 页)

相关论证，参见拙文《圆明园“同乐园”三层戏楼建立新考》，《戏剧研究》2021 年 1 月第 27 期，第 1—36
页; 《圆明园“同乐园”三层戏楼建立时间补论》 ( 待刊) 。

*



一

从现有的相关记载来看，中国古代出现、运用 “三层”戏台演出戏曲，是在清代。然而，无论是

康熙、雍正朝，还是乾隆朝的《劝善金科》旧本中，均无三层大戏台应用的痕迹。不但如此，笔者还

注意到这件史事: 嘉庆间，曾在重华宫演出全本《劝善金科》①，而重华宫并无三层戏台，其苑中所谓

的“重华宫戏台” ( 建成于乾隆三年五月) ，属于 “重檐单层”形制舞台。与此相类，康熙旧本 《升

平宝筏》② 也不见三层戏台信息，而乾嘉时期的“内府抄本”《升平宝筏》③ 中却赫然有三层台的应用

记录。面对这些大戏曲本所反映的舞台形制方面的 “差异”，研究者或以为，乾隆初年张照等改编
《劝善金科》时，“并没有意识到该剧一定要在三层舞台上演出。所以，该剧本的舞台提示中，对演员

的行为动作、服装化妆、背景砌末等均交代得一清二楚，惟独对戏台的结构没有特别的交代”( 《劝善

金科研究》，第 161 页) 。又或者以为“或许该剧 ( 笔者按，指 《劝善金科》) 还应有一本提纲才是”，

但同时又认为《升平宝筏》中的三层台舞台指示出自张照等人之手④。后一种看法，无异于自生龃龉、
前后互悖; 而对于前一种看法，笔者以为，张照、允禄等作为内廷办事要员，若如此欠缺应有的戏曲

素养，清高宗不应将此任委之二人; 即使二人疏于演戏之道，内务府、南府、景山等机构的相关人员，

亦不至于如此疏忽大意。何况，按照从前的看法，早在雍正间即已存在三层大戏楼，并且此间已经对
《劝善金科》作过改编 ( 今尚存雍正间本 《劝善金科》) ，而入乾隆朝再作改编时，反而忽略 “三层”
台在整个《劝善金科》演出中的重要地位，这于情于理都是无法圆通的。

与此同时，笔者注意到，学界在研究清代内府曲本的版本系统，尤其是从文本方面对比康熙、雍

正、乾隆朝《劝善金科》 《升平宝筏》时，已触及各版本之间的差异现象: 它们仅仅存在故事情节的

出入、曲白的雅俗、格律的宽严等差异⑤，而不存在舞台形制方面的异象。这就带来这样一个问题:

康熙、雍正朝的连台大戏演出，在舞台上呈现的效果，是否一脉相承，或者说大同小异。质言之，这

些文本方面的差异，已经给我们这样的提示: 这三朝的 《劝善金科》面貌，显示出这本大戏的承应，

似乎一直在某种形制的舞台上进行，而该舞台的形制没有发生过 “质”的变化。
而我们现在知道，康熙、雍正两朝并无三层大台，这似乎表明: 康雍两朝的 《劝善金科》 《升平

宝筏》等，一直在宫内的“重檐单层”式舞台上演出。这种演出模式发生“质”的转变———突破 “单

层”戏台而变身为“三层”大戏楼，笔者以为，即在乾隆十六年。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崇

庆皇太后六十万寿节。为此，清高宗谕令在紫禁城西北部的寿安宫内搭建了一座 “临时性”三层大戏

台。依靠现今所存的清代内务府 《奏案》，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得知这座大戏台的形制、规格等信息:

办造寿安宫大戏台一座，计三层，通面宽四丈、进深四丈、台帮高五尺六寸，通高三丈五尺

七寸，内: 下层后廊仙楼三间; 前台开地井七座; 中层台各显三间，开天井七座; 上层台开天井

五座。三面俱安琵琶栏杆。两边游廊二座，计十间。……并承做逐日更换四脊攒尖彩顶骨子四十

块、松棚骨子四十块、岔脊骨子八块…… ( 《寿安宫搭做大戏台销算银两总册》，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故宫博物院合编《清宫内务府奏案》，故宫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3 册，第 25—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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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80—81 页。
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本。二者的相关情况，参见熊静《清代内府曲本研究》第

四章，上海书店 2018 年版; 戴云《劝善金科研究》第二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按，本文所引《升平宝筏》，除特别说明外，均指《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所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

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年版，后文不再注明。
杨连启《清代宫廷演剧史》，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6 页。
相关情况，参见《劝善金科研究》第二、三章，及《清代内府曲本研究》第四、五章。



交承办大庆总理处: 彩绸三万三千匹; 交广储司: 彩绸五千六百匹; 交圆明园收贮: 卫彩八

十一扇 ( 内新做三十二扇、见新改做四十九扇)、布天花二十五扇 ( 新做) ……交南府: 布画竹

帘式祥云天门夹幔一分 ( 大小计三块，新做)、布画槅扇夹幔一分 ( 上下檐，大小计四块，新

做) ……交磁器库收贮: 铜炉匙筋瓶盒十分 ( 新办) ; 交衣服库收贮: 绿锦刷红锦桌套十个 ( 新

做) ; 交工程处收贮: 红油一字桌十张 ( 新做)、上中下三层琵琶栏杆一百六十八扇 ( 内油饰见新

一百三十八扇，新做三十扇) ……交盔头作收贮: 大云板一分 ( 随铁挺、木架、搬罐等件，新

做)、二号云兜一分 ( 随坐板等件，新做) ……交缎库收贮: 金字缎二十匹; 交工程处裱背合牌

成做博缝应用: 旧有画虎皮石大小布台围五块、须弥座布台围一块…… (《清宫内务府奏案》，第

73 册，第 47—53 页)

这些奏销档案为当时的内务府大臣三和等所上，时在乾隆十七年五月间。从三和等人的奏案看，这座

戏楼有三层，庆典过后即被拆除。由此可知，乾隆十六年在寿安宫搭盖的大戏台，的确是一座 “临时

性”三层大戏楼，而且已经具备“仙楼”的结构。
这座“临时性”三层大台，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形制与后来宁寿宫中的 “畅音阁”、颐和园中的

“德和园”大戏台并不完全相同——— “前台开地井七座; 中层台各显三间，开天井七座; 上层台开天

井五座”，而“畅音阁”大台上层台 ( 所谓 “福”台) 井口则为三口。不但如此，这座临时性大台的

台帮 ( 即明台) 高为“五尺六寸” ( 合约 1. 79 米) ，戏楼通高为 “三丈五尺七寸” ( 合约 11. 42 米) ，

净高约为 9. 63 米 ( 除去台帮) ，通宽、进深各为四丈 ( 合约 12. 80 米) ———规模较后面出现的 “同乐

园”大台、“畅音阁”大台、“德和园”大台等略显低小，尤其是其通高，远低于后来的其他三层大

台，请参见 ［表 1］:

［表 1］ 五座清代三层戏楼主要尺寸列表( 单位: 米) ①

三层戏楼名目 层次 通宽 进深 台基高 戏楼通高

寿安宫 ( 临时大台) ② 下层 12. 80 12. 80 1. 79 11. 42

避暑山庄清音阁 下层 16. 92③ 14. 8④ 1. 48⑤ 20. 40⑥

圆明园同乐园 下层 14. 43 14. 43 1. 11 20. 59

宁寿宫畅音阁 下层 14. 44 14. 82 1. 20 20. 03

颐和园德和园 下层 14. 50 14. 70 1. 26 19. 90

很显然，后来的大戏台的地井、天井数量、通高，与这座 “临时性”大台都不尽一致。而且，很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奏案没有提及为这座临时性 “大戏台”开挖地下水井、旱井之事，而大台台帮近

高 1. 8 米，远超后来的其他大戏楼，则当时似乎并未于台下挖掘地下空间，而是以台帮充当 “地下空

间” ( 或地下通道) ，而所谓“前台开地井七座”，自然是指寿台台板开设有七个通往台帮空间的方口。
这种建制方面的差距，表明这座临时搭建的三层戏台，是一种带有 “创设性”的建筑，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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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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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按，本表相关数据除特别标注外，其余均引自罗德胤《中国古戏台建筑》，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 页。
按，“寿安宫”临时性大台的主要尺寸为笔者据本文前引《奏案》合算。
田野、杨天在《避暑山庄东宫遗址的清理》，《圆明园学刊》1983 年第 2 期。
《避暑山庄东宫遗址的清理》，第 166 页。
李梦祎《最是天家回首处，清音阔起五云端———避暑山庄清音阁清代乾隆盛期原貌复原研究》，中央美术学院

2019 年硕士论文，第 37 页。
《最是天家回首处，清音阔起五云端———避暑山庄清音阁清代乾隆盛期原貌复原研究》，第 55 页。



“实验性”特征，可以想见当时台上运作的整体性效果，较之后来的三层大台演出，应该是有差距的:

乾隆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 忽悠悠上铁挺云夔蠢了，着

往秀气里改做，问南府总管用多大人，照人的高矮改做; 再，忽悠悠上做骑得人的仙鹤八个，想

法做。钦此。于五月初四日，员外郎白世秀将做得仙鹤样一件持进，安在戏台上呈览，奉旨: 照

样准做四件，再做凤凰、青鸾、孔雀各一件，先将糙的安上试演。钦此。 ( 裁作) ( 按，本文所利

用的清代内府《活计档》史料，除特别标明外，均引自彭秋溪编著《清代内府 〈活计档〉中的戏

曲史料汇编》〔待出版〕，后文不再注明)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初五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 戏台天井上，着添做云兜

四件，上边之人底下要看不见。钦此。于本月初八日，员外郎白世秀、催总德魁将做得云兜木样

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 照样准做; 再，添做青鸾一件、孔雀一件、凤凰一件。钦

此。于本月十五日，员外郎白世秀将做得铁挺云兜样一件，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 照样准做，

前面一人还要矮些，云兜着做木的，画五色云，底子要平挨着台面下得来人。钦此。于本年六月

初五日，员外郎白世秀催总德魁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 现做云兜四件，着用绫子成做，内填棉

花。钦此。于六月一十三日，员外郎白世秀、催总德魁将做得绫子画五色云兜样一件持进，交太

监胡世杰呈览，奉旨: 照样准做，赶出外时要得，随往热河用，用来时另着色再用①。钦此。 ( 裁

作)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十一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 戏台上着做水、做鱼，俱

要骑着人，或直着腿，或盘着腿，其水着鳌山匠做，要活的。钦此。于本月二十二日，员外郎白

世秀将做得鱼样一件持进，安在大台上呈览，奉旨: 照样准做十二件，糊高力纸，每日演用，俟

呈用时，做绫子的。钦此。( 灯作)

乾隆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 忽悠悠台上天井内，着做四

云兜□件。钦此。( 裁作)

由上可知，这座 “临时性”三层大台，当在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前后已基本完工，因大戏曲本首次运

用到三层台上，需要做诸多的测验、调试 ( 包括升降设备、道具的尺寸及数量) 。而且，为经济起

见，有些道具采取了 “便宜行事”，如 “先将糙的安上试演”， “糊高力纸，每日演用，俟呈用时，

做绫子的”。根据档案显示，这类演出准备工作，在距太后六十大寿不足半月时，仍在进行。如赶做

“盔头”: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 着白世秀做寿星盔头四十

六件，内: 女盔头三十件、童子盔头十六件，具不要胡子。赶十八日要得。钦此。( 盔头作)

可以想见，因此前内廷演戏未曾用过三层大台，彼时不仅出现了戏台运作方面的问题，如设备形制、
道具改良等，也遇到了演出服饰方面的问题，以至于 “临期”尚需赶制 “寿星盔头四十六件”。这不

但意味着台上演出时需戴 “寿星盔头”的人增多，也意味着某部 ( 或某些) 庆典大戏的曲本，在此前

后已完成改编工作，并被搬演于“三层”大台，进行融合性彩排。

二

一般而言，清代帝王、太后每逢旬寿 ( 如六十、七十岁) ，庆典多提前一年左右筹备，则早在乾

隆十六年之前，内务府大臣等应已向清高宗提议筹办太后六十 “万寿”，并着手派员进入实际操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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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所谓“照样准做，赶出外时要得，随往热河用，用来时另着色再用”，应指本年八月秋狝时，带去热河行

宫戏台运用，九月带回京师另外着色，以备十一月寿安宫“临时性”大台使用。



序。如此，前文所述三层大戏台的搭建、与之相配套的曲本的编修、演唱的排练等一系列事宜，或于

乾隆十五年即已启动。
在启动“万寿”庆典工程的前后，于戏曲演出而言，其中最重要的程序，当属如何编改康熙、雍

正朝传流下来的大戏曲本 ( 如《九九大庆》 《升平宝筏》等) ，以便其在 “三层”台上顺利演出。换

言之，如何将前代已有的大戏曲本，搬演于临时性 “三层”大台，定然成为清高宗、词臣、内务府大

臣，以及南府、景山演艺人员等所面临的关键问题。遗憾的是，这些信息现今仍不够清楚。目前所知，

最早记录张照改编大戏曲本的文献，只有《啸亭续录》:

乾隆初，纯皇帝以海内升平，命张文敏制诸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其于万寿令节前

后，奏演群仙神道添筹锡禧，以及黄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谓之 《九九大庆》。又演目犍连尊者救

母事，析为十本，谓之《劝善金科》，于岁暮奏之，以其鬼魅杂出，以代古人傩祓之意。演唐玄

奘西域取经事，谓之《升平宝筏》，于上元前后日奏之。其曲文皆文敏亲制，藻词奇丽，引用内

典经卷，大为超妙。其后又命庄恪亲王谱蜀、汉 《三国志》典故，谓之 《鼎峙春秋》。…… ( 昭

梿著，冬青点校《啸亭杂录续录》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67 页)

这也是目前所知张照参与改编 《劝善金科》《升平宝筏》大戏工作的唯一记录。
《续录》的作者昭梿，生于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卒于道光九年十二月，历经乾隆后期，又为满清

宗室，其所谓“其曲文皆文敏亲制”，应属纪实。王芷章 《清升平署志略》据此认为张照编纂 《劝善

金科》等大戏，在乾隆五年之前: “张文敏制诸院本事，自应俱在五年以前; 且文敏于五年前即转刑

部侍郎，盖亦用酬其撰述之功。”“吾尝闻升平署旧人言，所用剧本，皆南书房行走所撰者，益觉此事

之不谬矣。”( 《清升平署志略》，第 6、7 页) 而戴云则认为张照在 “乾隆初年” “改编 《劝善金科》
和《升平宝筏》时，他将原本中的舛讹鄙猥之处，进行了处理，并将每本出数的多寡不一，标目字数

参差不齐之弊，一律改为每本二十四出，并七言标目，力求工整对仗”①。按，张照于雍正十三年因事

下狱，至乾隆元年九月初六日方出狱，次年二月授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四月兼任礼部侍郎，至乾

隆五年五月任刑部右侍郎、十月任刑部左侍郎，七年四月则升刑部尚书，兼管乐部事②。如此，则张

照奉敕修改《劝善金科》等曲本，不必是乾隆五年之前，至其亡故之前皆有可能。其时，尚无三层大

戏台问世。
而从今存五色套印本《劝善金科》 ( 后文或简称“《劝》剧”) 中的科介文字看，《劝》剧使用的

“天井”也只有一个。这可从第四本第八出的舞台提示看出，该出有 “杂扮八仙，各戴八仙巾、穿八

仙衣、持八仙切末; 生扮福星，戴福星帽、穿福星衣、持手卷; 末扮禄星，戴禄星帽、穿禄星衣、持

如意; 副扮寿星，戴寿星头、穿寿星衣、持太极图，仝从升天门上，绕场，场上设平台科。八仙、福

禄寿三星仝上平台立科……八仙、福禄寿星仍从升天门下，随撤平台科”的提示。第三本第二十四出

如来佛等的出场情況，与此类似。这与明确运用了三层大台的曲本 ( 如 《昭代箫韶》) 的人物出、入

场，是完全不同的。而同样在康熙朝出现的 《升平宝筏》 ( 后文或简称 “《升》剧”) ，至乾隆朝经过

改编之后，则多处显示其利用了三层戏台，如其第一本第三出科介云: “用禄台小云兜三个，寿台云兜

一个。”与《升》剧不同，《劝》剧第二本第九出科介曰: “……内奏乐，金童玉女从两场门分上……
天井内下云兜，金童玉女扶傅相上云兜，随各上云兜从天井上; 土地作送科。” “随各上”，即金童、
玉女随即先后走上云兜。由此可知，傅相、金童、玉女共乘云兜从同一天井上，即三人乘用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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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劝善金科研究》，第 108、111 页。又，戴云认为张照修改《劝善金科》的具体时间在“重新入南书房之后。
到了乾隆七年，张照已经受权兼领乐部。这时，他应当将《劝善金科》《升平宝筏》修改完毕”，“《劝善金科》完成的

时间可能在乾隆四年或五年”( 《劝善金科研究》，第 161 页) 。
参见梁骥《张照年谱》卷四，吉林大学 2007 年硕士论文，第 69—108 页。



云兜升降。另外，从演员具体运用天井的情况看，《劝》剧所使用的 “天井”，距离舞台不高，演员

可以从 “天井跳下”来表演，如第二本第十六出中有 “杂扮金龙神穿金龙切末，从天井跃下跳舞

毕”的提示; 第三本第十八出中 “丑扮自缢鬼，散发、搭魂帕、穿衫、栓自缢切末，从天井跳下”，

也是如此。“金龙神”“自缢鬼”没有运用云兜之类的设备降至舞台，而是直接 “从天井跳下”。此

类情况，《劝》剧尚有多处，兹不赘举。这些科介说明: 五色本 《劝》剧使用的舞台，与天井之间

的高度，似乎没有三层舞台中 “寿台”与天井的距离大 ( 四米多) ①，则其所用 “天井”当是 “重檐

单层”戏楼天井。
《劝》剧地井运用也只有一口，如第六本第二十三出有 “地井内作鬼哭科”，“杂扮十二阵亡鬼

魂，各穿戴阵亡切末，仝从地井作哭声上，绕场科，仝白”的提示，可知十二人当是从地井口鱼贯

而出，故需要绕场来延缓时间，以便到齐后 “仝白”，最后 “众鬼魂仝从地井隐下”。这里的 “仝”，

并非指同一时间、若干人从一个井口上下场，而是指均由同一个地井口依次出入。这种安排，与其

他上、下场时所谓的 “仝从上下场门”出入，是一致的。否则，上场人数达数十人时，无法同时从

“下场门”或 “左旁门”下场。譬如 《劝》剧第五本第一出人数达九十之多，所谓 “仝从下场门

下”，只能是 “鱼贯”式下场。又如第七本第七出有 “四寇隐从地井下，地井内出四寇替身切末，

一刽子手作当场斩科”舞台指示，可见四寇由一个刽子手行刑，则四寇应是从同一地井口陆续出现，

然后被先后斩杀。
总之，五色本《劝》剧始终未见三层戏台运用的信息———虽然该剧本中详密的舞台指示随处可

见。不但如此，五色本《劝》剧“天井”“地井”使用的频率也较低，且同一种人物的上场通道并不

一致。如第四本第二十四出，先以达摩等四十人开场，然后 “仝从下场门下”，但随后陈桂英等鬼魂，

却并未如前面所演从“地井”出来，而是 “从上场门上”。这种出场的 “不稳定”现象，在 《劝》剧

中还有多处。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五色本《劝》剧除了第五本第一出②同时在场演员达九十人为

全剧之冠外，其余场面人数则多在十至二十人左右，少有超过三十至四十人者。这九十人 “仝从下场

门下”，虽因其展演的舞台尚宽阔 ( 以漱芳斋戏楼为例，约一百三十平方米③，人均约 1. 44 平方米) ，

可从容应对，但同是九十人左右在场规模的表演，《昭代箫韶》却采用了三层台“分流”上、下场④。
揭诸前文，《劝》剧自康熙、雍正朝已在内廷演出，但未见三层戏台的利用，而与此相似，笔者

发现康熙、雍正朝的《升平宝筏》⑤，也未见运用三层台的舞台提示。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大

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所藏清代内府四色抄本 《升平宝筏》⑥ ( 下文或简称 “大阪本”) 中出现了 “后面

地井”“中间地井”“东边地井”“西边地井”“本地井”“山石后地井”等舞台提示。据陆大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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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按，笔者目前尚未见及漱芳斋院落戏台各层的高度参数。根据故宫所制 360°环景图，以及常欣《紫禁城内的

戏台》( 《紫禁城》2013 年第 11 期) 一文所提供的漱芳斋院落戏台台帮的高度 ( 0. 85 米) 、台帮的宽度 ( 13 米) ，依照

比例推算，可知漱芳斋戏楼天井距离下层台台面约为 3. 5 米———低于故宫畅音阁寿台相应高度。
按，康熙、雍正本《劝》剧无此出。
漱芳斋院内重檐戏台，台基“宽十三米，进深十米”( 《紫禁城内的戏台》) 。
参见《昭代箫韶》第一本第二出。按，本文所引《昭代箫韶》，均为《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收录朱墨印本，

后文不再注明。
关于《升平宝筏》的版本情况，参见《清代内府曲本研究》第四章“《升平宝筏》考”。
按，中之岛图书馆藏《升平宝筏》 ( 索书号: 甲汉 － 332) 已经彩印出版，参见磯部彰编著《大阪府立中之岛

图书馆藏〈升平宝筏〉》 ( 日本东北大学出版会 2013 年版) 。又，磯部彰根据大阪本《升平宝筏》的避讳字情况，认为

它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乾隆时代或嘉庆时代抄本” ( 磯部彰《〈升平宝筏〉之研究》，《文学遗产》2013 年第 5 期) 。
熊静则认为大阪本较《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本早，应是“乾隆后抄本”，“很有可能就是乾隆初年张照组织的改编本”
(《清代内府曲本研究》，第 338、399 页) 。



大阪本《升》剧利用地井达二百五十七次，使用天井四十二次①，但却未出现相应的三层台信息。陆

大伟对此颇感迷惑: “大阪藏本 《升平宝筏》剧本并无凡例，而舞台指示中除了天井和地井，只提到

没有命名的一层大平台。” “大阪藏本 《升平宝筏》提到天井的时候，都只是泛指而已。”并以为

“《西游记》故事中会飞的妖精很多，大阪藏本《升平宝筏》中有资格上下天井的人物却不算很多”②。
笔者以为，大阪本《升》剧使用地井时，以方位词特别加以明确，而使用天井时却未加指明，应另有

原委，而非随意性的“泛指”。
而较之大阪本《升》剧这种 “奇特”的舞台应用现象，所谓的 “清内府抄本”《升》剧则明确显

示其为三层台剧本，最典型者，如第一本第一出: “杂扮三十六灵官，戴扎巾额、扎靠、穿战靴、挂赤

心忠良牌、执鞭，从福、禄、寿台上，作跳舞科。仍从福、禄、寿台下。”而极具对比性的是，大阪本

《升》剧第一本第一出却谓: “杂扮八灵官，各戴扎巾额、扎靠、穿战靴、挂赤心忠良牌、持鞭，从升

天门、陟仙门上，跳舞、鸣爆竹、鞭科，仍从升天门、陟仙门下，场上随撤灵霄门帏幕。” ( 《大阪府

立中之岛图书馆藏〈升平宝筏〉》，第 7 页) 二者除灵官上、下场的通道不一致外，灵官人数也不同:

一为三十六人，一为八人。无独有偶，五色本《劝》剧第一本第一出同样如此: “杂扮八灵官，各戴

扎巾额、扎靠、穿战靴、挂赤心忠良牌、持鞭，从升天门上，跳舞、鸣爆竹、鞭净台科，仍从升天门

下。”而康熙本 《劝》剧 “开宗灵官先上扫台”，仅二末开场 ( 《劝善金科研究》，第 270—271 页) 。
此外，康熙本《劝》剧第一卷第一出的采访使者仅一人，而五色本 《劝》剧则为服饰一致的四人，同

唱同白。类似的情况，研究者在嘉庆本《劝》剧中也注意到了 ( 《劝善金科研究》，第 193 页) 。此例

甚多，亦不赘举。《升》剧这类人数的单纯增加，显然也与舞台的形制相关 ( 详见后文) 。

三

如前所考，康雍间已有的《劝》《升》大戏，并不是为 “三层台”编就的大戏曲本，而且，笔者

还注意到《劝》剧在乾隆一朝几乎都在 “重檐单层”舞台上表演: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催长斐兴额持来押帖一件，内开: 四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由南府

总管祥玉传出: 十二月十一日起，至二十日止，在重华宫预备 《劝善金科》大台一次，四十七年

正月十三日起，至二十二日止，在同乐园预备《升平宝筏》大台一次。…… ( 盔头作)

这是笔者目前所知乾隆朝内廷演出 《劝善金科》的最早记录。据“盔头作”这条记录所记，自乾隆四

十六年十二月至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内廷一年的大戏演出中，除重华宫、同乐园之外，并无其他演出

地③，这与嘉庆三年“盔头作”的记录 ( 见下文) 是明显不同的。在 “重华宫”演唱 《劝》剧、在

“同乐园”演出《升》剧的惯例，虽然现在不清楚具体定于何时，但其基本上被执行到嘉庆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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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大阪本《升平宝筏》中具体的舞台利用情况，参见陆大伟《从大阪藏本〈升平宝筏〉中的舞台指示看清

朝宫廷大戏舞台艺术的某些层面》，朱万曙、商伟、章宏伟主编《清代戏曲与宫廷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109 页。按，故宫本、大阪本《升平宝筏》应用不同的戏台的情况，磯部彰已经注意到，并且说: “故宫本与大阪本

原本是以各自的搬演戏台具有不同的结构为前提而创制的剧本。”( 《〈升平宝筏〉之研究》) 但仅提及此现象，未见相

关论证。
参见陆大伟《从大阪藏本〈升平宝筏〉中的舞台指示看清朝宫廷大戏舞台艺术的某些层面》，第 109、110 页。

另外，磯部彰似乎也以为大阪本《升平宝筏》是以三层戏台作为上演前提而创作的剧本。参见磯部彰《朝鲜燕行使节

所见清朝宫廷大戏———以乾隆时期〈升平宝筏〉为中心》，《文学遗产》2019 年第 1 期。
按，据《高宗实录》所记，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八日清高宗抵达热河行宫，至八月十八日回銮 ( 《清实录》卷

一一五六，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3 册，第 494—499 页) 。



大阪本、“清内府抄本”《升平宝筏》第一本第十九出书影①

则是无疑的: ①

( 嘉庆二十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重华宫承应头本 《劝善金科》; 十二日，重华宫承应二本

《劝善金科》; 十三日，重华宫承应三本《劝善金科》; 十四日，重华宫承应四本《劝善金科》; 十

五日，重华宫承应五本《劝善金科》; 十六日，重华宫承应六本 《劝善金科》; 十七日，重华宫承

应七本《劝善金科》; 十八日，重华宫承应八本《劝善金科》; 十九日，重华宫承应九本 《劝善金

科》; 二十日，重华宫承应十本《劝善金科》。( “嘉庆二十四年恩赏档”，转引自 《清升平署志

略》，第 80—81 页)

这种惯例何时被打破，目前尚不能确知，但至迟在嘉庆初年即已实现:

嘉庆三年正月十七日，接得员外郎常存呈稿，内开为呈立题头事: 嘉庆二年六月 ( 按，以下

空二字) 日，南府总管处传出: 此次热河承应《劝善金科》大戏十日，于十二月 ( 按，以下空二

字) 日，南府内总管处传: 重华宫承应《劝善金科》大戏十日; 又，于次年正月 ( 按，以下空二

字) 日，同乐园预备《升平宝筏》大戏十日等，回呈固伦额驸丰、御前大臣福 ( 长安)、内务府

大臣盛准行。…… ( 盔头作)

据此，嘉庆二年六月已在热河演出过 《劝善金科》②。另外，据研究者考察，嘉庆间《劝》剧还在同乐

园演出过四次，演出时间在正月、六月、七月③。
本在“重檐单层”戏楼演出的剧本，如何“借用”三层大戏楼演出，可以想见必然要做相应的调

整。不过，因为重檐单层戏楼、三层戏楼均具备天井、地井通道，且借用三层台演出未必需要用到上

层、中层台，因此只需调整出场人员之规模、出场之方式，即可完成演出———如前所述， 《劝》剧
《升》剧开台灵官的数目也因此有所变化。由此可知，演出人员的多寡，并非纯粹的随意性变动，而

是与戏台的整体规模相匹配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差异，在大阪本、清内府抄本 《升》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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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分别引自《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升平宝筏〉》，第 189 页; 《古本戏曲丛刊九集》，第 591 页。
按，据《高宗实录》所记，嘉庆二年七月底至八月初，热河避暑山庄清音阁演戏十日; 自八月十二日戊申至

八月十五日辛亥，清音阁演戏四日 ( 《清实录》卷一四九六、一四九七，第 27 册，第 1040、1043—1044 页) 。
郝成文、张义《嘉庆朝清宫连台本大戏演出考》，《艺术百家》2019 年第 2 期。



也非常之多。由此，大阪本《升》剧“奇特”的舞台应用现象——— “除了天井和地井，只提到没有命

名的一层大平台”，也就可以得到解释: 它应是拥有 “四口”地井的 “重檐单层”戏楼的剧本，或者

是曾经借用“三层台”演出后的面貌，只不过其时尚未完全 “三层台”化; 而 《劝》《升》剧中多处

存在的同一人物出场通道 “不稳定”的现象，也应是二剧由普通戏台演出转向 “重檐单层”戏台演出

后的文本“痕迹”。
正如学界所知， “重华宫”的历史上，只出现过院落 “重檐单层”舞台及室内小型单层戏台，

《劝》剧在乾隆、嘉庆二朝基本上被安排在 “重华宫”演出，则其所凭借的舞台，应即现今所谓的漱

芳斋“重檐单层”戏台。我们虽然不知道康熙、雍正二朝 《劝》剧①具体的演出地点②，但基于二朝

并无三层戏楼的事实，则当时演出的舞台形制，无疑也是 “重檐单层”式的。不仅如此，嘉庆间以五

色本为底本的重刊本《劝》剧③，其中仍无利用三层戏台的任何信息。这些文本特征传递出同样的信

号: 《劝》剧，自康熙至嘉庆 ( 甚至道光) ，始终不是“三层台”化的剧本。
而《劝》剧至乾隆朝仍基本保持四十人以下同时在场人数的规模，也应与 “重檐单层”舞台的限

制有关，这从康熙三十四年至四十七年、五十一年的内廷档案可以得知一二:

( 康熙三十四年六月) 十九日，本月给景山授艺教习王国川、王世元、金有成、张文灿、
唐国俊五人钱粮银各四两，另给周嘉银二两，共带去银二十二两。当日，景山授艺教习张英

魁、罗吉祥二人，每人每日按一钱五分计，自五月十二日至六月十二日一个月，共带去银九

两。当日，景山授艺教习鲍虎、初国珍、杨方茂、庞国瑞四人，每人每日按一钱五分计，自

六月十四日至七月十三日一个月，共带去银十八两。当日，景山卿客古大伦、申次连、秦希

范，昆腔 ( 音译) 之教习张华、金为万、张义风、罗继祖七人，本月之钱粮银各以四两计，

共带去银二十八两。当日，景山授艺教习金玉珍每日银以一钱五分计，自五月十八日至六月

十八日一个月，共带去银四两五钱。……当日，准郎中兼冠军使苏博来文，教学艺诸太监之

教习王明臣、李玉、叶国桢、周国宁、蔡珍德、乔国安、车二、王生修等，自五月二十六日

至六月二十六日，每人每日按 一 钱 五 分 计，共 给 银 三 十 六 两。教 学 弹 乐 诸 太 监 之 教 习 朱 之

清、孙光祖、锺其道、吕文德、李万仓，教习杂耍 ( 音译) 之教习张国柱等，自五月二十六

日至六月二十六日，每人每日按一钱五分计，共给银二十七两。给初国孝银二两五钱。共带

去银六十五两五钱。(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民族

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译编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17—218、218 页)

以上，不计教导太监弹乐的“教习” ( 即授艺师傅) ， “景山”方面的教习已达二十七人 ( 中含王明

臣、李玉等八人) 。
( 康熙三十七年四月) 十三日，准郎中兼冠军使苏博来文，教学艺诸太监之教习王明臣、李

玉、周国宁、蔡珍德、乔国定、车二、王生修等，三月十二日至四月十二日，每人每日以一钱五

分计，带去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十六日，在景山教学艺诸太监之教习王国川、王世元、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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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按，笔者所见康熙朝、雍正朝系统本《劝》剧，分别为国家图书馆藏本 ( 索书号: 140031) 、首都图书馆藏本

( 索书号: 甲四 /69) 。
按，高士奇《蓬山密记》曾载记康熙帝为其饯行，于宫中演七折小戏，弋、昆交替。其中弋阳腔戏连演“罗

卜行路”“罗卜描母容”二折。其时在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 1703) 四月十八日: “内中女优，令尔一观。就坐毕，弋调

演《一门五福》。……次弋调，演《罗卜行路》，次演《罗卜描母容》，上云: ‘此女唱此折，甚得奥妙，但今日来使演

出关目，令隔帘清唱。’”( 《清代野史》第六辑，巴蜀书社 1988 年版，第 339 页) 则当时似在室内小戏台演出。所谓

“罗卜行路”“罗卜描母容”，当即目连戏中之单折。
今国家图书馆有藏本 ( 索书号: A03477) 。



灿、唐国俊、张华、金为万、张义风、罗继祖，卿客古大伦、申次连、秦希范等十一人，给钱粮

银各以四两计，带去银四十四两。当日，在景山教学艺诸太监之教习胡世雄、王吉、孙成章、张

英魁、罗吉祥、金玉珍六人，每日各以一钱五分计，自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二十八日，带去银二

十七两。当日，在景山教学艺诸太监之教习包虎、初国珍、庞国瑞三人，每日各以一钱五分计，

自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八日，带去银十三两五钱。(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第

228、229 页)

( 康熙三十七年) 自四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令当月商人购买库缺物品款项: ……给景山九

间房学艺太监宋金朝等二十八人牛尾缨藤凉帽二十八，此一顶以九钱八分计，银二十七两四钱四

分。给南府学艺太监张寿新、李国永牛尾缨藤凉帽二，此一顶以九钱八分计，银一两九钱六分;

祖青翠蓝布靴二双，此一双以九钱计，银一两八钱。给学习常在手之鲁道绒缨玉草凉帽一，此顶

银一两二钱。给南府学艺太监朱子明等三十一人绒缨玉草凉帽三十一，此一顶以一两二钱计，银

三十七两二钱; 祖青翠蓝布靴三十一双，此一双以九钱计，银二十七两九钱。给读书秀才苏观等

十三人绒缨玉草凉帽十三，此一顶以一两二钱计，银十五两六钱。(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

选编》，第 237—238 页)

以上教习、学艺太监，总计八十一人。
( 康熙四十七年七月) 初二日，准南府学艺处治仪正苏博来文，学艺处食八两钱粮之教习二、

食四两五钱之教习十三、食四两之教习一、食四两五钱之学艺人一、食四两之学艺人一、食三两

五钱学艺人二、食三两之学艺人二十八，此等人本月应给钱粮银一百七十八两，内除商人节省之

银一百两外，再多带去银七十八两。……当日，准管理景山学艺人之李深贵前来告称，学艺处食

八两钱粮之人三、食四两五钱之人一、食四两之人十二、食三两之人五十、食二两之人二，此等

人本月应给钱粮银二百三十两五钱，内除商人节省之银三十二两外，再多带去银一百九十八两五

钱。(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第 257 页)

以上教习、学艺人，总计一百一十六人。
( 康熙五十一年十月) 初三日，准南府学艺处治仪正苏博等来文，学艺处食八两钱粮之教习

一、食四两五钱之教习十、食四两之教习一、食四两五钱之学艺人一、食四两之学艺人一、食三

两五钱之学艺人二、食三两之学艺人二十八，本月应发给之钱粮银一百五十六两五钱，内除商人

节省之银一百两外，带去加给之银五十六两五钱。……当日，准景山管理学艺人之李深贵等来文，

学艺处食八两钱粮之教习三、食六两之教习一、食五两之教习四、食四两之教习三十五、食三两

之教习二十一，本月支给钱粮银二百五十三两，内除商人节省之银三十二两外，再带去加给之银

二百二十一两。当日，准学艺处治仪正苏博等来文，六郎庄 ( 音译) 学艺处食四两钱粮之教习

七、食三两之教习四十一，带去本月支给之钱粮银一百五十一两。(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

选编》，第 266、267 页)

以上，不计“六郎庄”人员以及未见胪列的学艺太监，教习达一百零八人。如果参照康熙三十七年

“南府”“景山”两处的学艺太监六十一人计，则康熙五十一年前后的 “南府”“景山”演艺人数已在

一百七十人左右。
至此，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为何 《劝》剧至乾隆朝仍基本保持四十人以下同时在场人数的规模，

实在是因为“重檐单层”舞台的天然限制，并不存在人力、物力的不足。这不单单是清高宗对其祖、
父时期已有演出“规模”的遵循。而如果突破这个人数的峰值及演出模式，则无疑需要扩大舞台相应

的空间，“三层台”于此应运而生。其契机，即如前文所述，应即乾隆十六年崇庆皇太后的六十万寿。
自此，清宫内廷演戏实现了中国古代演剧史上的 “历史性”突破———通过三层台的空间，使剧中不同

身份、地位的脚色，借助各层台本身的含义 ( 神、佛、人、鬼等) ，不仅实现了社会 “等级”与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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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合一，同时也较为完满地解决了 “单层”舞台的天然限制与皇家演戏逐步走向 “大规模化”
之间的矛盾。而旧有的大戏曲本，也迎来了新的时代。

四

如前所述，康熙、雍正两朝内廷即有《劝》《升》大戏演出，但前者始终保持着 “重檐单层”舞

台形制的演出状貌，而后者则在乾隆十六年之后逐渐实现了 “三层台”化，其原因，当与二剧各自的

演出性质、意义不同紧密关联。
以往的《劝善金科》研究者，大多已经注意到康熙朝以来 《劝》剧演出的时间，与古旧的 “目连

戏”演出时间是基本一致的，也即在岁末举行。今存康熙本 《劝》剧 ( 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本) 第十卷第二十三出内亦谓 “幸逢大清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因天下荡平，广颁赦诏，十恶之

外，咸赦除之”( 《劝善金科研究》，第 295 页) 。康熙本《劝》剧内的这个时间点，虽未见于雍正、乾

隆本《劝》剧，但它与乾隆朝演出《劝》剧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从这些记载来看，《劝》剧的演出

功能，应早在康熙朝就被内廷认可、确立，故昭梿 《啸亭续录》特别指出 《劝》剧演出的时间及目

的: “于岁暮奏之，以其鬼魅杂出，以代古人傩祓之意。”可知，其演出时间彼时已定为 “岁暮奏

之”①。由此可知，《劝》剧不会是崇庆太后六十万寿庆典所用的大戏曲本，也因此，它始终无由被改

编为三层戏台剧本。
如此，则前文所述乾隆十六年临时搭建 “三层台”演戏，其所运用的大戏剧本，必是 《九九大

庆》② 之类的“庆寿剧”。现存《九九大庆》虽为嘉庆二十四年的状貌③，但其中部分内容无疑也是乾

隆朝的———因为乾隆四十五年清高宗七十大寿时，朝鲜觐贺团成员朴趾源 《热河日记》所记热河行宫

所见内廷八十种剧目中，有四十二种与嘉庆本 《九九大庆》相同; 而据研究者称，《九九大庆》戏本

中“约 90%以上的曲本都需要使用到两层以上的表演空间，因此说《九九大庆》是专为三层大戏台编

制的剧目亦不为过”( 《清代内府曲本研究》，第 228 页)。《九九大庆》中使用三层台的戏本 ( 如 《洪

福齐天》《佛日光华》 《地涌金莲》) ，其最初被利用，或即在乾隆十六年。因为 《地涌金莲》一剧，

已见于朴趾源所列的八十种 “贺寿”剧目。
与此相应，自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太后入寿安宫接受子孙、臣子的 “称觞”祝寿，至

二十九日止，一共庆祝九日④。可知此间在“寿安宫”临时三层戏台上所演之剧，应包括《九九大庆》
剧，而《升》剧或亦于此年 ( 或稍后的庆寿年份) 完成 “三层台”化改编。这些 “三层台”化的剧

本，继而又为热河清音阁大戏台、同乐园三层大戏台所应用。至此，为何 《升》剧、《九九大庆》剧

被改编为“三层台”剧本，而《劝》剧始终保持着“单层”舞台演出的状貌，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理

解。现在看来，乾隆五十五年朝鲜觐贺使团陪臣柳得恭在 《圆明园扮戏》一诗所感叹的 “一旬演唱西

游记，完了升平宝筏筵”⑤，并非泛记，而是特别指出了 《升》剧的庆寿功能，而这恰好也道出了
《升》剧获得历史性转变的根本原因。

在对勘康熙本、乾隆本 《升》剧舞台应用方面的差异时，笔者还发现，“三层台”化后的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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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于此，戴云认为与“满族人信奉萨满教”有关 ( 《劝善金科研究》，第 47 页) 。
按，本文所称引的《九九大庆》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此本的相关情况，参见《清代内府曲本研究》第三

章第四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九九大庆》考”。
关于此本的年代，熊静考定为嘉庆二十四年。笔者以为，《九九大庆》实际所含的一百二十七种剧，其中的若

干种应在乾隆朝之前即已存在，现今存本，应该说是嘉庆间修改后的本子。
《乾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 册，第 358—370 页。
柳得恭《滦阳录》卷二，金毓黻主编《辽海丛书》，辽沈书社 1985 年版，第 5 册，第 324 页。



显示出其三层舞台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开台时的 “净台”、神仙的层级区分、人鬼神的区分。这种将

各脚色群加以 “层级化” ( 或 “立体化”) 展演的技术，其实就是 “重檐单层”舞台的 “升级版”。
笔者还注意到，现存 《升》剧等连台大戏中，只有少数几出戏运用到三层台 ( 见下文) 。这些情况

表明: “重檐单层”戏台上的充足演出经验，使得单层台向三层台转变时，并不存在实质上的 “技术

性”困难，故临时搭建 “三层”戏台就能实现演出①。当然，我们仍旧可以想见，由于临时搭建 “三

层”大台演出，必然要解决诸多的“新”问题，毕竟三层台的演出，还不能看作是 “重檐单层”戏台

模式的简单复制、扩容，因为各层协调的要求无疑更高，失误率较 “单层”而言亦会增加，但皇家

“庆典”演戏几乎是不容失误的②。因此，如何协调三层之间的演出，包括各层之间人员、切末的往来

运转，定然需要充分的演练，而并非如现存内廷曲本上的舞台指示那般简单。如嘉庆间内廷档案显示，

排演《劝善金科》《升平宝筏》等旧大戏，需一个月左右，而新大戏如《昭代箫韶》，一次边排边演则需

两个月左右 ( 《嘉庆朝清宫连台本大戏演出考》，第 100—104 页) 。这或许正是早在乾隆十六年闰五月

即已搭盖好“临时”三层台进行排练的原因所在。
尽管“三层台”的规模，足以匹配皇家演戏的气度，但由于三层台的中层、上层台，与观者之间

存在天然的视角差，观剧者无法长时段保持略微仰视的观剧视角，同时中、上层的表演区域随着戏楼

高度的增加，而变得愈发有限。更为重要的是，若三层台同时发唱，很难做到一致，一旦失误，就无

法避免由此所产生的混响。笔者发现，《升》剧在运用三层台的地方，极少安排两层或三层同时唱曲，

即便是同时发唱的场面，也几乎都安排在仙台与寿台，或者禄台与仙台。这足以说明，由于三层台本

身存在的天然缺陷，就实际观感效果而言，其使用价值事实上也是有限的。最典型的启示，即后来其

他大戏曲本在利用三层台时，已经大大降低了中层、上层台的运用场次。据笔者统计， 《升平宝筏》
全戏二百四十出，福、禄、仙台同时使用者，仅九出，而单独在寿台进行表演的戏出达一百七十出

( 其中第一本单独使用寿台者，只有七出) ，其余使用两层以上，以及单独使用禄、仙台者，为六十一

出 ( 请参见 ［表 2］) 。而《昭代箫韶》二百四十出中，已有二百二十五出全部在寿台完成表演，其余

则或福、禄、仙、寿四层台全用，或仅用寿台以外的两层或三层③; 《鼎峙春秋》则只有第一出、第二

百四十出用到福台，使用禄台则只有三次④; 而 《忠义璇图》⑤ 中已未见利用福、禄二台。与此相应，

随着清帝国的衰落，南府、景山等内廷伶人在道光元年、七年被大量裁退，演戏规模也随之骤减，三

层戏楼甚至一度被要求改造为二层台，如道光间宣宗谕令将同乐园三层大戏楼改建成二层⑥即如此

( 虽然宣宗随后收回成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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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三层戏台的来源问题，参见拙文《清代三层戏楼的出现及其相关问题》 ( 待刊) 。
据《活计档》记载，乾隆三十一年因热河三层大戏台年久失修，演员从天花板夹空层掉下跌伤，乾隆帝随即

命令同时检修同乐园、寿安宫两处三层戏台: “ (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 十二日奉旨: 三层台天花板，原非走人之处，其

中路宽，所以从内走上天井散蝠、上云兜、出切末等项，今年久拔缝，以致将人跌伤。今所有天花板，并后台上人之

左右梯凳，亦并修饰坚固。再，云兜、滑车、地盘木架等项，亦有朽坏，一并修饰。再，此处如此，将寿安宫、同乐

园亦应照此详加查看坚固，妥协修饰。钦此。( 记事录) ”(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 30 册，第 317 页)

郝成文《〈昭代箫韶〉研究》，山西师范大学 2012 年博士论文，第 131 页。
李小红《〈鼎峙春秋〉演出研究》，《戏曲研究》第七十六辑，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 年版。按，吴晓铃先生据

《九宫大成》引曲情况，认为《鼎峙春秋》成于乾隆十六年南巡之后。 ( 参见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九集序稿》，

《吴晓铃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7 页)

参见《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收录本。按，现今学界一般的看法，此剧编纂于乾隆、嘉庆之际，或嘉庆朝。
参见清代同乐园地盘样准底、准样，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 圆明园卷初编》第五函，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13、14 页。



［表 2］ 清内府抄本《升平宝筏》三层戏台应用情况表①

台层 第一本 第二本 第三本 第四本 第五本 第六本 第七本 第八本 第九本 第十本

福、
禄、
仙

1. 1、1. 12、
1. 15、1. 19、
1. 20、1. 24

4. 1
10. 22、
10. 24

福

禄
1. 3、1. 14、
1. 17、1. 18

2. 1、2. 11 5. 11 6. 7
7. 7、7. 9、

7. 11
9. 1、9. 4 10. 18

福禄 1. 3 3. 23

仙 1. 5、1. 13
2. 3、2. 13、
2. 22、2. 24

3. 1、3. 6、
3. 12、3. 13、

3. 19
4. 18 5. 16

7. 4、7. 8、
7. 10、7. 12、
7. 13、7. 21

8. 1、8. 6、
8. 7、8. 11

9. 13
10. 12、
10. 15、
10. 17

仙禄 1. 16 2. 7、2. 9 3. 3 4. 24
5. 4、5. 23、

5. 24
6. 16 7. 24 8. 24 9. 6、9. 24

10. 1、
10. 13、
10. 14、
10. 23

考述至此，则在乾隆十年张照亡故之后，内廷相关人员改编 《升平宝筏》 《九九大庆》 《月令承

应》② 等戏本的目的 ( 或工作) 之一，便是将旧戏本中的部分场次加以调改，以“适用”于“三层”戏楼。
这种作法，为其后其他大戏曲本的编创、融入三层戏台，树立了典范。易言之，《升》剧等戏是较早经过修

改并得以进入“三层”台演出的曲本，而此后的《鼎峙春秋》《昭代箫韶》《忠义璇图》等，则是内廷词臣

等“主动”考虑三层戏楼这个因素编创而成的大戏曲本。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乾隆初年张

照等人在编修《劝》剧《升》剧时，为何只将其才华倾注于情节的调改、曲词宾白的雅化及曲律的规范化，

而未涉及“三层戏台”这个要素: 因为连台本大戏与“三层”戏楼之间，原本没有必然的联属性。

余 论

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京师后宰门搭台演出“目连传奇”，因是皇家演戏，声势浩大，甚至不惜使用

“活虎”“活象”作为演出道具，圣祖亲自上台施彩; 随着南府、景山的成立，内廷演戏人员在康熙后期

不断增加，而雍正朝承而扩之。这显然为乾隆朝“三层台”的出现，埋下了历史的伏笔、打下了必备的

人力基础，加之乾隆帝“好大喜功”的个性，乾隆十六年出现“三层台”，几乎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此

后，乾隆二十年，热河行宫建成三层大戏楼; 乾隆二十二年，圆明园同乐园建成三层大戏楼; 乾隆二十

六年，紫禁城寿安宫建成“持久性”三层大戏楼; 乾隆四十一年，紫禁城宁寿宫建成三层大戏楼。与此

相应，自《升平宝筏》《九九大庆》等剧“三层台”化之后，《鼎峙春秋》《昭代箫韶》等剧踪而继之。
赵翼《檐曝杂记》曾谓: “上每岁行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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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表中“1. 1”，指第一本第一出。其余类推。三层台的应用，往往以某两层为主，如禄台、仙台，二者先后顺

序不一 ( 如禄仙、仙禄) ，本表视为一种运用模式。又，其他台层多配合寿台演出，或单独使用寿台，故本表不再将

“寿”台字样列入。
关于《月令承应》戏中运用三层台中某两层演出的大概情况，参见刘铁《清宫月令承应戏考论》，辽宁大学

2017 年博士论文，第 128—130 页。



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上至热河，近边诸蒙古王公例来迎谒。秋八月万寿节，行宫演大戏十日，蒙

古王公皆入宴，兼赐蟒缎诸物。行围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也。每行围，质明趋事。其王公侍上左右，

听指挥惟谨。……岁岁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浃，且驯而习之于驱策之中，意至深远也。”① 而康熙朝之

后的《劝善金科》《升平宝筏》 《九九大庆》等剧，各有时事性质的情节 ( 如平定部落内乱、稳定边

陲、外藩朝贡等) 插入其中②，乾隆朝仍存而演之，其“深意”与“秋狝”无疑是相得益彰的。
举此一条，已足以说明: 如果说清代帝王在热河行宫赐满蒙大臣及朝鲜等入华使者同宴，并观大

戏十日，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对外宣讲政治、联络情感的仪典，而其他附属国使者，亦视入邀观剧 ( 所

谓“赏听戏”) 为一种政治荣耀，观戏本身已经政治符号化，那么三层戏台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大戏曲

本，就更加生动、直观地向外藩使臣展示了所谓 “盛世”的力量，及帝王 “睥睨”天下的雄心与自

信，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政治资本”。热河行宫利用三层大戏楼演戏如此，京师在宫苑中三层戏楼

演戏的“弦外之音”也如此③——— “三层台”已然成为象征帝王权力、皇家气度与帝国形象的 “标

杆”之一④。只不过，这种“政治资本”，随着道光之后国力的衰微，以及西方资本势力的不断围剿，

日益暗淡。这或许是“十全老人”始料未及的结局。
郑振铎先生曾说: “惟一般的研究者，往往只知着眼于剧本和剧作家的探讨，而完全忽略了舞台史或

演剧史的一面。不知舞台上的技术的演变，和剧本的写作是有极密切的关系的。如果要充分明了或欣赏

某一作家的剧本，非对于那个时代的一般舞台情形先有些了解不可。我们研究希腊悲剧，能不知道那个

时代的剧场情形么? 清初《劝善金科》《莲花宝筏》《昭代箫韶》《剑锋春秋》等大本宫廷戏的演出，是

非需要有比较进步的舞台技术不可的。故舞台方面的种种限制，常支配着各时代的剧本之形式上的变

迁。”⑤ 真可谓目光如炬。这启示我们，在研究清代内府曲本时，不仅要研究它们的版本系统，也要在

留意它们的变迁史时，更加关注其背后的演出要素的变动———戏台形制的变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曲

本面貌的变动，从而获取更广的研究视野。这不但有利于协助我们研判它们面世的时间，也便于我们

更好地感知这些曲本背后的历史脉搏，从而更进一步了解它们所蕴藏的政治史、文化史意蕴。

( 附记: 本文承蒙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 彭秋溪，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发表过论文 《圆明园 “同乐园”三层戏楼建

立新考》等。

( 责任编辑 石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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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著，李解民点校《檐曝杂记》卷一“蒙古诈马戏”，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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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卉《进宫看戏的人———以〈翁同龢日记〉为线索》，《紫禁城》2013 年第 11 期。
光绪朝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颐和园已不仅仅是御园，还是行宫，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年添建德和园三层大戏楼，

其根本原因也即在此。有关德和园戏楼的修建情况，参见翟小菊《德和园戏台研究》，《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二

辑，紫禁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2 页。
郑振铎《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序》，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 ( 正续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