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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古代艺人的身体及其表演，几乎一直在国家的严格法律规制之下，到了清代更是全面而严

密。由于优伶阶层乃伴随古代戏曲文化的发展而形成，因此迄今相关优伶的研究著作基本上是

围绕戏曲学主题而展开的。如一类为戏曲文献史料的汇编，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优伶的内容，有的

就是优伶专录 [1]；另一类为专门的优伶研究，以论述其历史渊源、艺术创造、组织形式、社会生活、

文化特征等为内容 [2]；还有一类是各种戏剧（曲）史与戏班史的研究，对优伶阶层亦有或多或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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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

（正续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任二北编著：《优语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

[2]如冯沅君：《古优解》，〔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谭帆：《优伶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孙崇涛、徐宏图：

《戏曲优伶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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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 [1]。综观这些著作，涉及到史料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种领域，然遗憾的是，迄今似还未

见法学层面的专门探讨，更勿论聚焦于清代法制。同样，在诸多主题涉及优伶的已有论文中，也鲜有

对优伶特别是清代优伶法律规制方面的研究，即使有所涉及也甚为欠缺。鉴于此种学术现状，以及清

代相关法制的完备性，本文试图在分析优伶阶层“贱民”属性的基础上，全面揭示清代对其进行法律规

制的面貌。

需说明的是，由于清代优伶分为宫廷伶人、家优及民间职业伶人三类，鉴于前两者的官私专属及

奴婢共性，不是本文的讨论对象；而后者由于民间市场的需求，成了清代戏曲业的中流砥柱，是优伶群

体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法律中“倡优皂隶”中“优”的主要指向，因此本文所论“优伶阶层”即是针对

此种民间职业优伶。

一、清代优伶阶层的“贱民”法律属性

清代对优伶阶层的法律规制，是建立在对该阶层的“贱民”法律定性基础上的。

1.“人以役贱”推衍下的优伶阶层

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贱民”有其反映“官贵民贱”之义，但严格说来当指向法律意义上的“区其

良贱”关系，即是一种与“良人”相对的概念。在法律上，贱民不仅仅对于官贵，即使较于普通百姓也是地

位卑下的，故而是绝对意义上的“贱”。清代优伶阶层的“贱民”属性，即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法律定位。

中国古代户籍总体上有良贱之分，所谓良人入良籍，贱民入贱籍。比如与优伶有较多交集的乐

户，自北魏以来就长期被归入“乐籍”这种贱籍，直至清雍正朝元年才被豁除。实际上户籍的不同归口

是历代统治者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也是法律区别良人与贱民的重要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清

代的良贱之分与户籍制度并不完全一致，优伶阶层就存在这个问题。《钦定大清会典》规定：“凡民之著

于籍，其别有四：一曰民籍、二曰军籍、三曰商籍、四曰灶籍……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

衙署应役之人，除库丁、斗级、民壮仍列于齐民，其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

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亦与奴仆同。”[2]可见，清代法律以户籍明确规定了“良”的范围，即“四民

为良”，隶属于民籍、军籍、商籍与灶籍的百姓均是。但此处“倡优为贱”则较为复杂，并不是一个与户

籍对应的判定。比如有些民籍百姓从事优伶职业，却并不是乐籍中人。可见户籍制度对良贱身份虽

有影响，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

根据大清会典，可知清代主要有三类贱民：一是奴仆，即通常意义上的官私奴婢；二是倡优，主要

是优伶、乐工、杂耍艺人、歌舞女等从事娱乐乃至性服务的人；三是衙门应役之人，包括各种皂隶役

卒。这三类实有很大不同，其中奴婢乃贱民中最为低贱者，在法律上其人身完全依附于官府或私主，

并被视同财物。更关键的是，此类贱民并无独立户籍，“其奴仆经人主放出为民者，今报明地方官咨部

覆入籍。其入籍后所生之子孙，准与平民应考出仕”[3]。这进一步说明户籍与良贱两者的划定并不完

全重合。皂隶役卒则不同，其虽身为贱民，但并非就是被编入贱籍或没有户籍者。在应役之前，他们

大多为“凡人”，属于良民，但一旦从事这项职业，就立刻沦为贱民。这体现了清代贱民法上的一项很

重要的原则——“人以役贱”。就优伶群体而言，由于宫廷伶人与家优的本身“奴婢”共性，其贱民身份

本就与其役事无甚关联，从而不存在以职业判定“贱民”的情况；而那些大多出身良籍的民间职业优伶

之所以被沦为法定“贱民”，则显然是“人以役贱”原则的推衍适用。他们与宫廷及私家伶人相比，虽有

[1]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徐慕云：《中国戏剧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张发

颖：《中国戏班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等。

[2][3]〔清〕昆冈等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卷十七《户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180页，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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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身自由，流动性强，能适应市场的商业需求，并形成一个典型性的优伶阶层，但因其职业之贱，便

“入此便贱”了。而此种“贱民”的定性，在古人那种独特的联想性思维下，又推衍出社会对优伶们的身

体之贱乃至身体表演之贱的认识。总之，“卑贱”或“下贱”就是贴在优伶们身体上的一个显著标签。

2. 优伶阶层的“贱民”属性根源

朱熹的弟子陈淳曾上书大府寺丞傅伯成要求禁戏，其中列举了优伶表演的“八大罪状”：“一，无故

剥民膏为妄费；二，荒民本业事游观；三，鼓簧人家子弟，玩物丧恭谨之志；四，诱惑深闺妇人，外出动邪

僻之思；五，贪夫萌抢夺之奸；六，后生逞斗殴之忿；七，旷夫怨女，邂逅为淫奔之丑；八，州县二庭，纷纷

起狱讼之繁。”[1]这种将诸多社会问题归咎于优伶阶层的观点显然很荒唐，但也反映一些代表性的传统

观念。概而言之，其贱民身份可有如下根源：

首先，职业内容决定。优伶阶层因“人以役贱”而推衍沦为“贱民”，但“人以役贱”只是表象，其根

源实在于职业内容。传统中国作为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生产被视为国之根本。然而优伶阶层的职

业内容却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没有任何物质产出，只是以技艺娱人。《礼记·王制》：“凡执技以事上

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出乡不与士齿。”即很早体现了“事上”技艺的不齿地位。早期倡

优又称乐工，然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四《优伶箴戏》说优伶为“伎之最下且贱者”，可见以技艺表演为职

业的倡优，虽可列入“工”之行列，却是最为下贱者。其技艺虽也称为“作巧”，但与工匠不同，无法生产

出具体的“器”。明代有所谓不稼不穑的十八民[2]，优伶即在其中。因其职业远非正业，贱业之称也就

随之而来，尤其是那些民间“职业性”优伶，更是受到正统思想的排斥。此外，优伶职业内容主要以声

色娱人，长期与娼妓之流混同纠缠，而社会和法律往往是“倡优”并提。可以说，性服务的成分在某种

程度和范围内始终伴随着这个群体。在对男女性关系予以抑制和避讳较为严重的传统文化影响下，

受娼妓及狎优现象所牵连，优伶因职业而沦为贱民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次，优伶来源决定。从优伶整个群体看，其来源主要有战俘、罪犯家属，以及极度贫困家庭的子

弟。最早的优伶即源于官方，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娱乐需要和宫廷祭祀礼仪而产生。他们大多是奴

仆身份，很大程度上就是战俘与罪犯家属，从而被视为贱类。特别是优伶因其此种来源，从而与乐户

长期纠缠不清而混同。编入乐籍的乐户史载出现于北魏[3]，其来源即主要是罪犯及其家属。可以说清

雍正以前，有关优伶群体的法律，基本都是以乐户的名义出现。在乐籍作为明确贱籍的千余年里，乐

人法定为贱，优人也自然为贱。此外，民间贫家子弟也是重要来源，无论是宫廷、职业戏班还是家班中

的优伶，很大部分就是用钱购买而来。如史料有载，康熙中叶，“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者

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者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4]。故有学者指出，从整体看，古代优伶制实是

奴隶制的残余，“卖身为优”与“卖身为娼”、“卖身为奴”并无二致[5]。身体已作为买卖的对象，由此而来

的优伶自然下贱。因此，即使自愿投身此业的平民，也大多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出身都比较贫贱，

为生计不得已为之。

再次，传统儒家观念与等级制度决定。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传统社会中那些使

[1]〔宋〕陈淳：《北溪文集》卷二十七，《上傅寺丞论淫戏》，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1年版，第429页。

[2]即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奕师、驵侩、驾长、舁人、篦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

[3]《魏书·刑法志》云：“至迁邺，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

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正义云：“近世魏律，缘坐配没共乐杂户者，

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清人俞正燮在其《癸巳类稿》中说，“此实乐户没籍之初见”。

[4]〔清〕唐甄：《潜书》下篇上《存言》，〔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14页。

[5]谭帆：《优伶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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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才智的知识人作为统治阶层，其当然合理地被视为“贵”，而那些从事劳动生产和服役性工作的被治

理者，则被视为“贱”，尤其是服务业的工作更低人一等。商人虽富却社会地位不高，而优伶更是看人

脸色讨生活的贱中之贱。特别是宋明以来，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下，优伶尤其是职业者被

视为败坏社会风气的罪魁祸首。明代高攀龙在其《家训》中就认为，优伶之类“其所知者势利，所谈者

声色，所就者酒食而已”，“为损不小，急宜警觉”[1]。更重要的是，优伶阶层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身份不

符，很容易打破既有的等级秩序。由于明清戏曲市场扩大，职业戏班兴盛，优伶的经济也随之提高，有

些甚至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在日常生活中骄奢挥霍[2]。这在统治阶层眼中是不可容忍的，从而必然在法

律上对这类贱民多加限制与歧视。发迹优伶们的身体享受乃至挥霍财富，想不到竟因此给自己套上

了身份的枷锁。

二、清代对优伶阶层的身份性法律规制

所谓身份性规制，就是指法律在条文上以各种方式标示其身份等级的规制。清代法律针对优伶

阶层的身份性规制，简单来说，就是具体体现在有关优伶贱民等级的条文上，即普遍意义的“良贱之

别”。这些条文以各个方面的不平等性、歧视性规定，体现着优伶阶层与凡人良民之间的不同社会身

份。笔者将其称为“标识身份”的法律规制，主要有以下方面：

1. 法律责任上的不平等规制

《大清律例》中的“良贱相奸”和“良贱相殴”律规定：“凡奴奸良人妇女者，加凡奸罪一等。良人奸

他人婢者，减凡奸一等。”[3]“凡奴婢殴良人者，加凡人一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其良人殴伤他人

奴婢者，减凡人一等。”[4]此处良贱律表现为奴婢与良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主要是以奴婢为主体的规

定，没有明确提到优伶。然而现实生活中，优伶由于其贱民身份，比照或者酌情适用此种法律的情形

也并非没有。《大清律例》“犯奸”律规定了有关鸡奸罪的法条：“恶徒伙众，将良人子弟抢去，强行鸡奸

者，无论曾否杀人，仍照光棍例，为首者，拟斩立决，为从若同奸者，俱拟绞监候；余犯改发云、贵、两广

烟瘴地区充军。”[5]此为针对良人子弟受害的规定，若受害人为非良人子弟，处罚则有不同。如嘉庆二

十四年安徽提督向刑部咨送的报告中称：“赵八稔知喜禄曾与蒋禄儿奸好，该犯亦欲将其鸡奸，嗣因喜

禄不允，即起意强奸，将其摔跌倒地，拉裤尚未成奸，即被拿获。查律例并无强奸非良家子弟未成专

条，将赵八依‘强行鸡奸未成者满流例’上，量减一等，满徒。”[6]可见此类同性性犯罪虽然为社会不齿，

处罚严厉，但由于被害人身体依附的良贱身份的不同，仍会有区别对待。

优伶因身处贱民等级，加之职业因素，在身体遭到性侵犯时，根据良贱相奸的规定精神，在对实施

性侵犯的良人定罪时，也确实予以了量减。如道光二年的一个案例：“王忠贵因在家演戏，将戏旦苏翠

林鸡奸，复率众在途将苏翠林抢夺。苏翠林年止十二，惟系优伶下贱，且被人奸宿在先。若于和奸幼

童绞罪上量减一等，罪止拟流，应从重将王忠贵比照强抢犯奸妇女已成，首犯发烟瘴充军。”[7]实际上，

[1]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2]明人徐树丕在其《识小录》卷四“吴优”条载：“优人鲜衣美食，横行里中。人家做一本戏，费至十余金，而诸优尤恨

恨嫌少。甚至有乘马者、乘舆者、在戏房索要人参汤者，种种恶状。”

[3]《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刑律·犯奸》“良贱相奸”律，张荣铮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58页。

[4]《大清律例》卷二十七，《刑律·斗殴上》“良贱相殴”律，张荣铮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页。

[5]《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刑律·犯奸》“犯奸”条例，张荣铮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页。

[6]〔清〕许槤、熊我纂辑：《刑部比照加减成案》卷二十八，《刑律犯奸·犯奸》，何勤华等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306页。

[7]〔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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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清律例》之“犯奸”律，“强奸者，绞”、“奸幼女十二岁以下者，虽和，同强论”[1]，王忠贵已构成强奸罪

当处绞刑。然而，就因为苏某“惟系优伶下贱”——此处关键是身体下贱，在遭到如此侵害时，也不能得

到法律公正的评判和保护。可见在良贱相奸律上，虽无明确规定优伶的条文，但良贱法的精神在现实的

官府判决中，得到了切实贯彻。《刑案汇览》还记载了嘉庆二十二年的一个案例：优伶朱在明与邻居赵崑

发生口角而致使后者自杀，官府在判决时也是因为朱某的优伶身份而加重了对其的处罚，审案判词写

到：“朱在明应依威逼人致死律杖一百，惟该犯以优伶下贱恐吓平人致死，情殊可恶，应酌加枷号一个

月。”[2]身为下贱的优伶，在官府看来，本应夹着尾巴老实做人，如今竟犯下命案，简直“可恶至极”。虽然

以上仅为个案，但在清代有一定代表性，法律对优伶的态度从其不平等的法律责任上便可窥斑知豹。

2. 婚姻关系上的不平等规制

清代婚姻律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良贱不婚”。《大清律例》之“良贱为婚姻”律明文规定：“凡

家长与奴娶良人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

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3]因

为在古代中国，“婚姻配偶，义取敌体，以贱娶良，则良者辱矣”[4]，就算女方家长甘心从贱，也不可以，双

方必须强行离异。这是有关禁止贱民男子娶良家女子的一般性法规。此外，清代还专门有关于倡优

乐人婚姻的禁止性规定：“凡倡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倡优，及娶为妻妾，或乞养为子女者，杖一百。知

情嫁卖者同罪，媒合人减一等。财礼入官，子女归宗。”[5]在这里，倡优乐人不仅仅是不能娶良家女子为

妻，甚至连收养都被视为“犯奸”，处罚十分严苛。可见清代法律对于禁止优伶、乐户阶层与凡人通婚

的态度。一般意义上的良贱不婚原则，主要适用于贱民男子不得娶良人女子，并不包括良家子弟娶贱

民女子。不过，虽然法律没有这方面的禁止，现实中良家子弟特别是豪门富户纳出身低贱的女子为妾

的现象也很多，但在“门当户对”和“良贱有别”的观念下，是几乎没有良人娶贱民女子为妻的现象的。

在很多方志、宗谱和家规里，我们还常常能看到要求子孙“至贫不与贱者为婚”的记载。不仅如此，清

代法律对于一些特殊身份的良人还有更严格的要求，明文规定文武官吏不得娶乐人为妻妾：“凡官吏

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注册，候荫袭之日，降一等叙用。”[6]官

员及其荫袭的子孙娶乐人为妻妾，是被视为自取“辱亵”的行为，有损尊严和清流，故法律有此特别规定。

因为这种“良贱不婚”法律规定的贯彻，因此造成了优伶乐户之家只能长期内部通婚，形成了特殊

的“内群婚配”现象。这种内婚制，不仅使伶人家族与外界处于一种“隔绝”状态，而且进一步使伶业成

为一种趋于世袭性的家族职业。这样，优伶的贱民身份就不仅仅是一代人的事了，而成为了一种世代

难以摆脱的身份。正如潘光旦先生所言：“票友尽可以下海，伶人尽可以改业，但是一天不停止唱戏，

一天不教子弟改行，一个伶人便一天要受一种特别的身分的拘束，这种身分一天不能摆脱，他要结交

朋友，选择配偶，便一天不能跳出同业的范围。这样一来，一个以票友开始的个人往往终于会造成一

个三四代专以优伶为业的家系，而家系与家系之间，复因彼此互为婚配的关系，可以造成一个庞大的

集团，一个千头万绪、循环往复的‘血缘网’。”[7]

[1]《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刑律·犯奸》“犯奸”律，张荣铮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52页。

[2]〔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4页。

[3]《大清律例》卷十，《户律·婚姻》“良贱为婚姻”律，张荣铮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4]〔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怀效峰、李俊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

[5]《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刑律·犯奸》“买良为娼”律，张荣铮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58页。

[6]《大清律例》卷十，《户律·婚姻》“娶乐人为妻妾”律，张荣铮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225页。

[7]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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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规制

此主要表现在优伶阶层入学应试和出仕上的限制。事实上，贱民等级与凡人等级的最大不同，不

仅仅是两者在法律和社会地位上的种种不平等，更表现在其内部社会等级流动的可能性上。一般来

说，对于贱民等级而言，其成员是不可能转化为高等级的，而高等级成员有可能沦为贱民，因此这种流

通是单向下行的，是不可逆的[1]。然而，良民阶层可以通过科举或者捐官等途径，向更高的社会等级迈

进。参加科举考试必须从入学开始，而明清时期的地方乡校、社学都普遍拒绝伶人子弟入学。清朝官

方也将“倡优奴隶，滥行收取”，视为学政中所不得不治的一大弊端[2]。不让优伶子弟入学，法律更禁止

其出仕。国家对于选任官员的首要原则，便在于“凡铨叙，别其流品”[3]。无论是捐是考，任何途径得以

上位的官员，都必须身家清白。如《钦定大清会典》规定：“出身不正，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

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孙、倡优、奴隶、乐户、丐户、疍户、吹手，凡不应应试者混入，认保派保

互结之五童互相觉察，容隐者五人连坐，廪保黜革治罪。”[4]《大清律例》规定：“倡优、隶卒及其子孙，概

不准入考捐监。如有变易姓名蒙混应试报捐者，除斥革外，照违制律，杖一百。若将良民诬指为倡优、

隶卒，希图倾陷拖累者，各按诬告律治罪。”[5]根据清朝的相关法律，得高官后有封赠三代的可能[6]。鉴

于此，不仅贱民本人不得捐考，其子孙也被剥夺，以防出现父祖受封，非清流而居高位的现象。

可以说，清统治者对于优伶等贱民政治地位的打压非常残酷，以致即使是已经改业从良的贱民，

想要通过科举应试改变命运也被禁止，而其子孙的捐考也同样受到严格的限制。乾隆三十五年规定：

“查倡优隶卒，专以本身嫡派为断；本身既经充当贱役，所生子孙，例应永远不准收考。其子孙虽经出

继为人后者，终系下贱嫡裔，未便混行收考，致启隐匿冒考等弊。”[7]《钦定户部则例》则规定：“凡开豁为

良之乐籍、堕民、丐户及已经改业之疍户、九姓渔户人等，耕读工商听其自便。仍以报官改业之人为

始，下逮四世，必其本族亲支均系清白自守者，方准应试报捐。”[8]也就是说，只要你身上带有优伶等类

贱民的血统，即使是出继给良人为子嗣，也不能够享有平等的出仕权；而在清雍正之后开豁为良的乐

籍等贱民阶层，也必须等到“下逮四代”，并且确实改业从良，连本族的其他亲支都“清白自守”，才有可

能应试报捐。这样苛刻的条件，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最后的结果也就是成为名义上

的凡人，却依然受到现实的歧视。道光年间，有一位怀宁籍的名伶叫郝金官，其“晚岁还里，至山东，值

大饥，人相食。官吏方劝赈，郝慨然以历年所积之五万金报大府，愿赈饥民。大府义之，将奏奖以官”，

而他却拒绝，并说道：“我为伶，谁不知之？即得官，亦不为人所齿。果能许我之子孙，与齐民一体应

试，足矣！他非所望也。”[9]这个事例足可见伶人备受打压与摧残的可悲境遇，完全没有一般平民通过

自身努力直上青云的机会。郝金官散尽家财最后能换得子孙“与齐民一体应试”的机会就已经感恩戴

德了，而即使这样的机遇也是可遇不可求的。许多优伶出身之人，也并非无才无德，但即使冒着风险

[1]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六十八，《礼部·学校学政关防》，〔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5页。

[3]〔清〕昆冈等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卷十，《吏部》，第119页。

[4]〔清〕昆冈等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十二，《礼部》，第321页。

[5]《大清律例》卷八，《户律·户役》“人户以籍为定”条例，张荣铮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十六，《中书科·职掌》“文武官覃恩诰敕”条：“一品封赠三代；二品三品封赠二代；四品至

七品封赠一代；八九品至本身而止。”

[7]〔清〕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三十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4年版，第596页。

[8]《钦定户部则例》卷三，《户口三·豁除贱籍》，〔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9]任二北编著：《优语集》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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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应考或捐监之后，往往只能是被查出革职受罚的结果[1]。可以说，禁止优伶等贱民阶层出仕的法

律规制，是禁锢其社会等级，令其难以改变社会地位的一个最主要的制度设计目标。

4. 服饰等制度上的歧视性规制

清人叶梦珠曾说过：“其奴仆、乐户，止服青衣，领无百护，贵贱之别，望而知之。”[2]传统社会的冠服

制度，是确定社会各个等级成员尊卑贵贱的重要原则和体现。所谓“军民僧道人等，服饰器用，俱有定

制”[3]，任何超越其等级的身体服饰，都是一种僭越的行为，是应当治罪的。优伶因其职业关系，常常衣

着鲜华，器用珍贵，这与其卑贱的身份不相符合。如果说为了演戏的需要尚可容忍，那在生活中还“鲜

衣怒马”、“服饰无辨”而将身体招摇的话，则是统治者所万万不能允许的。清代法律明文规定：“奴仆

优伶皂隶，止准服用茧绸、毛褐、葛布、梭布、貉皮、羊皮。其纺丝、绸绢、缎纱、绫罗及各种细毛，俱不准

服用。冬天帽用染骚鼠、狐、貉、獭皮。不得用貂。”“奴仆及优人皂隶，准用狐、貉、沙狐皮帽。乐户准

用本色黄鼠皮帽。凉帽用绿绢裹，绿绢绿边。”“奴仆优人皂隶等，狼皮、狐皮并不得用。”“市井小民仆

隶优伶，凉暖帽上戴有红绒菊花顶，又或穿貂皮海龙等皮及各样细皮者，查拿从重治罪。”[4]这些事无巨

细的法律条文，其目的就是为了表明优伶最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得人们从身体外表上即可轻易辨别他

们的贱民身份。

这种身份的标识性规定，不仅在法律上以服饰器用等制度确定下来，在社会中也形成为一种固有

的歧视性观念，根植在普通百姓心中。清代的社会舆论中还有过“讥优伶乘轩赴演”的事例：“肩舆之

作，古人有以人代畜之感；然卿大夫居乡，位望既尊，固当崇以体统，不谓僭滥之极。至优伶之贱，竟有

乘轩赴演者。”[5]显然，这已经超越了法律歧视，一个看似平常的乘坐肩舆去赶场演出的身体行为，都被

视作不成体统，面临着社会的道德谴责。

三、清代对优伶阶层的职业性法律规制

针对优伶阶层，清代法律除了其贱民的身份性规制外，还有职业性规制，即对优伶的具体职业活

动有着详细而严格的规制。可以说，清代是历朝中最为重视优伶演戏活动和文化控制的朝代。无论

中央还是地方，各种禁戏政令、教化训诫数不胜数。加之民间商业戏剧的兴盛，统治者对于优伶戏曲

活动的关注和规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1. 行业进入之限

清代优伶的法定贱民身份，使其在法律和社会中备受歧视。也正因为优伶之贱，官方对从事伶业

者也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清代法律明文禁止“逼良为贱”和“买良为优”的行为，同时也常常劝谕和

训诫良家子弟不要自甘堕落，去学戏唱戏。其中，清廷对于满洲八旗子弟的禁止最有代表性，也最为

严厉。《钦定吏部处分则例》规定：“满洲有演戏自唱弹琵琶弦子，效汉人约会攒出银钱戏耍者，系官革

职。”[6]不仅对学唱行为严行禁止，而且还革职处罚。对于一般旗人，也认为学唱戏文乃有辱旗籍的行

为，须予以查拿究办。清会典就指出：“旗人内且有入班演戏者，此事尤属卑贱无耻之极。”[7]对此类“于

教化大有关系”之事，必须“加意教育”。若旗人当真“寡廉鲜耻”，有登台表演之举，则会被严厉处罚：

[1]例如《金台残泪记》载：“嘉庆年间，有旦色某郎入资为县令，曾官吾郡。后为巡抚颜公以‘流品卑污’参革遣戍。”

又如《燕兰小谱》载：“桂林曾冒北籍考试。”

[2]〔清〕叶梦珠：《阅世编》卷八，《冠服》，来新夏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175页。

[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百六十八，《刑部·礼律仪制》“服舍违式”条，〔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48页。

[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二十八，《礼部·冠服》“冠服通例”条，第886-894页。

[5][6]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第19页。

[7]《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宗人府·职制》“禁令”条，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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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旗人因贫糊口，登台卖艺，有玷旗籍者，连子孙一并销除旗档。”[1]嘉庆十一年，就曾下诏查办过“登

台装演，甘与优伶为伍”的旗人图桑阿等五人，将其销去本身户籍，并发往伊犁充当苦役[2]。

除禁止八旗子弟演戏以外，清代对女性出演的禁令也十分常见。虽然女性在戏曲初期就广泛参

与其中，是优伶职业的重要组成，然而清代却长期将女伶列为驱逐和禁限的对象。清初顺治帝就下令

教坊司停用女乐，改用太监应承。在革除官妓、开豁乐户贱籍后，从禁娼和整饬民风出发，一直对女伶

进行排斥。康熙十年就规定：“凡唱秧歌妇女及堕民婆，令五城司坊等官，尽行驱逐回籍，毋令潜住京

城。”[3]康熙四十五年又复申此令，并将范围从京城扩大到宛平、大兴两县，明令“将秧歌脚堕民婆，速行

尽驱回籍，毋令潜住京城；嗣后有无籍之徒，将此等妇女容隐在家，并同与饮酒者，有职人员，照挟妓饮

酒例议罪，系旗下人鞭一百，民责四十板，妇女亦责四十板”[4]。康熙五十三年又重申禁止戏女进城，认

为“名虽戏女，乃于妓女相同”。到乾隆三十四年，禁止戏女的范围更是扩展到全国，规定“在京在外，

有将秧歌脚、堕民婆、土妓、流娼、女戏、游唱之人，容留在家，有职人员革职，照律治罪，其平时失察窝

留此等妇女之该管武职，罚俸六个月”[5]。《钦定吏部处分则例》更明确了官员监管不力的处罚：“其平时

失察，窝留此等妇女之地方官，照买良为娼，不行查拿例，罚俸一年。”[6]由于严格控制，清代很长一段时

间女戏式微，男伶成为民间职业戏班的主体。一些较晚产生的剧种如京剧，甚至形成了以男伶饰演女

角的传统，全男班制成为主流。

2. 演剧题材之限

清代作为传统中国相当重视思想控制的朝代，包括优伶戏曲演出此类民间娱乐活动，亦将其作为

政治大事来监管。在演剧题材上，优伶并无选择自由，而是有着种种法律禁止。

第一，禁演帝王圣贤戏。《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

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

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7]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也记载：“优人演剧，每多亵渎圣贤。康熙初，圣祖

颁诏，禁止装孔子及诸贤。至雍正丁未，世宗则并禁演关羽，从宣化总兵李如柏请也。”[8]官方对于这类

题材的禁止，主要是防止对先王先圣不敬的情形出现，其罪名主要是“亵渎罪”，雍正三年禁令的按语

确定其为“亵慢神像罪”。

第二，禁演凶戏。所谓凶戏，即主要表现奸淫凶杀等罪恶，或情节血腥、场面残酷的戏剧。如嘉庆

十八年，就对此颁有禁令：“至民间演剧，原所不禁，然每喜扮演好勇斗狠各杂剧，无知小民，多误以盗

劫为英雄，以悖逆为义气，目染耳濡，为害尤甚。前已有旨查禁，该管地方官，务认真禁止，勿又视为具

文。”[9]又光绪三十二年开始，成都戏园亦有示禁：“若夫凶戏关目，如开腔破肚、支解流血等事……其视

之而毫无怖畏，手足舞蹈，跃跃如欲试者，此人非流氓即匪类，否则失教之子弟，习于斗狠，将入下流者

也。是凶戏关目之坏人心术如此，而其尤甚者，则莫如真军器比武……夫平民挟带军器且宜严禁，而

况于优伶？此凶戏之关目宜禁，所以首指此事也……凶戏之关目禁，可使成都人命之案日少。”[10]此除

凶戏坏人心术外，还论及严禁优伶的持军器问题，并强调禁止真兵器比武，以减少凶案的产生。

第三，禁演鬼神戏。所谓鬼神戏，即以鬼神故事为内容，涉及民间宗教和鬼神崇拜的戏剧主题，主

要以关羽戏和目连戏为代表。由于关羽形象的神化，法律已将其纳入官方圣贤体系，赋予其政治神袛

[1][7]《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二十九，《刑部·刑律杂犯》“搬做杂剧”条，第1028页，第1028页。

[2][3][4][5][6][9]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第23页，第26
页，第47页，第20页，第65页。

[8]〔清〕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40页。

[10]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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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然而，民间对关帝神的信仰极深、崇拜极广，带有民间宗教仪式的妆演活动自然十分兴盛。

为此，清代京师和各地禁令频出：“关帝升列中祀，典礼綦隆，自不许梨园子弟登场搬演。京师戏馆，早

已禁革。湖南自涂朗轩督部陈臬时，始行示禁。”[1]有论者认为，关帝戏的民间兴盛与官方的禁演，是

“民间信仰与政治权力争夺话语权所产生的结果”[2]。相比之下，目连戏则是民间鬼戏的代表，唐宋以

来就很流行。官方禁演目连戏，多为出于对其渲染阴森恐怖之气氛的否定，以及“男女杂观，大为地方

害”之由。如《绍兴师爷传钞秘本》：“为严饬查禁事。照得演唱目莲，久奉例禁；盖以装神扮鬼，舞弄刀

枪，以此酬神，未能邀福，以此辟祟，适致不祥。今闻该地演唱此戏，合亟出示严禁。”[3]

第四，禁演淫戏。在清代凡官方认为“败坏风俗，蛊惑人心”的词本剧目，都被冠以“诲淫”的罪名，

都统统被视为“淫戏”，作为禁演的对象。此方面的禁令多而频繁，如乾隆四十五年令删改及抽彻剧

本[4]，后又禁档子演唱淫词小曲[5]。所谓“盖闻圣王治人性情，必以礼乐，礼教起于微眇，而乐之感人尤

深。优戏，亦乐类也……演妖冶亵狎之状，则静女良士，亦荡魂摇魄，不能自主，私奔苟合之丑，往往繇

此而成，是有司刑禁之所力为防者，优戏能败之也，是甚于郑声之乱雅也”[6]。官方不仅在戏馆禁演此

类“淫戏”[7]，在公共露天场合也予以查拿和责惩。如发生在杭州的一则案例：一次赛会上有优伶搬演

《水浒》中《翠屏山》一出，“适被某署差役所见，一并捉将官里去，而所穿戏衣，弗令更换，即面上涂抹之

脂粉煤墨，亦弗令洗去，观者为之哗然。及官升堂审讯，判将各人重加笞责。然后开释”[8]。

3. 演出时间场合之限

此主要表现在禁演夜戏上。在统治者看来，夜戏召集人众，夜聚晓散，打破了日常生活秩序，对统

治秩序是一种威胁。《大清律例》条例规定：“城市乡村，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演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

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不行查拿之地方保甲，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不实力奉行之文武各官，

交部议处。”[9]不仅规定了当街夜戏的处罚，也对保甲、官员等职责做了明确规定。乾隆年间又重申禁

止夜戏的规定，并延伸到戏园：“乾隆二十九年奏准，五城戏园，概行禁止夜唱。”[10]除禁演夜戏外，法律

还禁止在丧葬期间演戏。此不仅严禁于国丧期间，民间丧葬时也同样禁止。如雍正二年禁令：“严禁

兵民等，出殡时前列诸戏，及前一日，聚集亲友，设筵演戏。”[11]雍正三年广西巡抚李绂亦告谕：“照得吊

丧之日，圣人不歌，邻家有丧，舂者不相。盖丧具宜称其家，丧礼惟贵于戚，故居丧听乐，出殡演剧，俱

经严禁。”[12]此外，官方还禁止斋戒时间演剧：“著五城御史豫行晓谕居民人等，凡遇斋戒日期、并祈雨

斋戒及祭日，所有戏园，概不准演唱戏剧，以昭肃敬。”[13]这些禁限，显然目的在于维护丧礼和祭礼的肃

穆，以教化民风。

4. 声腔剧种之限

清代戏曲职业戏班兴盛，各类地方剧种相继产生并流行，打破了以往昆腔一枝独秀局面，形成了

昆乱对垒、诸腔相竞的“花雅之争”现象。然面对这种新发展，清廷主要持否定态度。也就是说，官方

扶持以昆弋为代表的雅乐正统，打击以秦腔乱弹为代表的俗乐异端。嘉庆三年三月，苏州老郎庙碑文

《钦奉谕旨给示碑一》中就明确规定：“乃近日倡有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

[1]〔清〕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二，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年版，第264页。

[2]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3页。

[3][4][5][6][7][10][11][12][13]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第

48-49页，第50页，第136-137页，第150页，第46页，第31页，第105页，第61页。

[8]《晚清社会新闻图录·杭州旧闻》，戴庆钰点校，〔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9]《大清律例》卷三十四，《刑律·杂犯》“搬做杂剧”条例，张荣铮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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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者，非挟邪媟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嗣后民间演唱戏剧，止许扮演昆弋两

腔，其有演乱弹等戏者，定将演戏之家及在班人等，均照违制律一体治罪，断不宽宥，各宜凛遵勿违。”[1]同

年五月又重申此禁，令乱弹等戏演员“改习昆弋两腔”，不许私演“淫亵怪诞新剧”[2]。此种对优伶表演

选择何种声腔或剧种的刚性法律规制，无疑反映了官方对音乐和政治两者关系的认知。

四、相关评价及启示

综观清代对优伶阶层的法律规制，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法律身份上的区之、贱之，二是职业活

动上的控之、禁之。这两者中，优伶法律身份的卑贱是关键，职业上的法律禁限则是其“贱民”身份

的必然延伸。虽然诸如表演题材、演出时间、声腔剧种等方面的法律禁限，官方需捍卫的是社会秩

序和敦厚民风，关乎礼治和正统，已经大为超越了优伶本体，但是它们毕竟建立在优伶卑贱身份的

法律地位上，从而从一个巨大的政治层面上将压力投射在优伶身上，让优伶及其表演身处种种禁

锢。显然，在此两类规制中，呈现的是典型的义务性、责任性而几无权利性可言。这无疑造成了优

伶阶层长期的“异类”身份与“悲剧性”生存状态。虽然清代优伶规制有其历史承接性，但无一个朝

代像清这样法律繁多、细密和严酷。这就使得清代的优伶阶层长期生活在困境和夹缝之中，在作为

“贱民”属性的法律定格下，于其而言作为安身立命的身体表演，却是浸透着卑贱本色，被国家政府

和社会主流所排斥和歧视。

不过史料表明，从法律成效上看，清代对优伶阶层的身份性规制应是得到了落实，但职业性规制

的实效性并不强，因其忽略了社会对于戏曲娱乐的实际需要。这从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三令五申的

禁戏令中，可以折射出官方于戏曲市场的无奈和执法不力。比如力图对秦腔进行禁止，但在市场和商

业的推动下，不仅未能控制，反而最终诞生出了可谓国戏的京剧。实际上，戏曲不仅是民间需求，也是

统治阶层的需求，其不仅仅是发挥其戏教功能[3]，更是皇家对戏曲的痴迷以及由此引发的上行下效。

虽然从民众到官方均喜欢看戏，但在法律对优伶阶层进行“贱民”定性及全方位规制的推动下，人们又

普遍地歧视优伶这种职业和角色，耻与之来往。可以说，各类官箴、家训、乡约、学则等都劝诫远优伶、

少观剧。社会上甚至还有“戏子无义”之流传，原因就在于传统上认为优伶虽然在台上演尽忠义之事，

然而却是“充神作鬼，扮女妆男，伪忠伪孝，假文假武，才称五殿阎罗，又对钢叉跳跃，早唤仙翁，晚呼奸

相，升天入地，造孽弥深。更可令人耻笑者，真父子百般辱骂，假父子万种殷勤，夫妇毫无半点恩情，昆

弟更难一些友爱……”[4]。这种将演员的舞台形象与现实生活等同评价的观念，本身就是不合理的，然

而这也表明法律上的歧视和禁限，已深深影响到社会观念。在这种法律歧视及社会观念的双重罩压

下，一般良民尤其是有头有脸者要是投身伶业，则是绝对为社会舆论所不耻。更重要的是，个人丢脸

事小，涉及整个家族的脸面则事大，往往会将其从族谱中除名[5]，甚至不得进入祖坟，只好埋葬在戏班

或梨园公所所置的“义冢”或“义园”（俗称“戏子坟”）中。传统社会注重落叶归根，但由于被家族抛弃，

活着的时候到处漂泊，死后也不能归柩故里，着实是悲凉的。虽然到了晚清受外来新思想的影响，优

[1][2]刘念兹：《戏曲文物丛考》，〔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131页，第132页。

[3]比如《大清律例》卷三十四《刑律·杂犯》“搬做杂剧”律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

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

不在禁限。”此“不在禁限”云云，即体现了戏曲教化的目的。

[4]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 366 页。

[5]如曲阜孔氏修谱规定，凡优隶“悉行革出，不许入谱，永为外孔”。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曲阜孔府

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第1册，〔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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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阶层为了自身权利有了诸多抗争[1]，使得贱民身份有所松动，社会地位也有所变化，但依然难以真正

扭转社会对优伶阶层的歧视态度，或许只有名伶才可能有所摆脱。

虽然法律需要反映社会，但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两者关系看，更多的是统治者的法律紧紧地规训着

社会。法律的进步带来社会观念的进步，如汉代对肉刑的废除即引发后人对肉刑的普遍不齿；而法律

的禁锢带来社会观念的禁锢，清代对优伶阶层全面性的歧视规制已让全民羞以为伍。人们爱看戏，却

又讨厌戏子；人们在观赏伶人们精彩表演的同时，却又常对伶人投以鄙视的目光。这固然反映了人性

的两面性或者某种分裂性，但更是反映其背后的法律推动。法律不仅将“贱民”这个标签深深地烙印

在优伶们的身体上，还深深地植入人们的心灵中。人们欣赏优伶们的表演，仅仅具有场景即时性，或

只停留在对娱乐或技艺的表面性快感上，难以真正认同。优伶们的身体表演再如何精彩，再怎么让观

众欢呼，但因其身体及其职业的法定卑贱性，终究只是让人“一笑而过”而已，绝无可能对其肃然起敬，

留下的仍然还是卑贱。而在法律层面上，优伶表演不仅受到种种禁限，还受到来自法律对观众禁限的

影响。因此，优伶们的身体表演表面上看似风光，但在法律的歧视规制下，其实还是卑贱的形象！此

对于伶人们而言，这是一种何种滋味的身体表演？清末名伶杨法龄因缘脱离伶界后，不蓄弟子，艺不

传人，许多人替他感到惋惜，他却说：“吾备尝种种苦趣，受无量恐怖、烦恼，幸得解脱，登清凉界。彼呱

呱小儿女何辜，奈何复忍遽令着炉火上耶？”[2]名伶的身体表演尚如此，何况一般伶人乎？

清代对优伶阶层的全面性法律规制，已让整个社会投之以鄙夷眼光，也让优伶界陷入整体性的自

轻自贱之中。针对现代人权来说，这虽是一个以法规制艺人的呈反面意义的样本，但也似为当代的演

艺界呈现的乱象提供了某种别样的警示和镜鉴。

〔责任编辑：钱继秋〕

[1]如1874年同治帝驾崩，按清代国丧禁戏的规定，戏园当一律停演，但上海一些戏园进行变相抵制，以国丧期间遏

音乐不遏歌唱为由挂牌清唱。1881年慈安太后薨，1908年光绪帝驾崩，上海各戏园继续抵制禁令，冲破阻挠，照旧演

戏。参见徐剑雄：《京剧与晚清上海社会》，载〔开封〕《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第118、119页。

[2]〔清〕蕊珠旧史：《辛壬癸甲录》，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

第284页。

Inferior Physical Performance:
the Legal Regulations of Actors in the Qing Dynasty

Fang Xiao Tian Yuan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strictest legal regulations in the ancient China were implemented on
the strata of actors, which were based on their legal identity of“people of the lowest social strata”deriving
from the idea that“a man who serves is cheap”. These legal regulations mainly consist of two parts: status
and profession. The former part involves unequal regulations in legal responsibilities, marriage, political
rights, dress code; the latter includes restrictions on employment, subject matter, time of performance and va⁃
riety. Those legal regulations promote the so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ctors. The legal regula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although a negative sample, provide unique warning and reference for today.

Keywords: actors; people of the lowest social strata; physical performance; the Qing Dynasty; legal reg⁃
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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