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宇宙锋》到《芙蓉女》
——悲剧的力量

刘江元 陈 新

摘 要：《芙蓉女》是20世纪80年代由邯郸东风剧团根据京剧《宇宙锋》和历史文献资料

创编的一出豫剧。京剧《宇宙锋》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成为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代表

作，一直以来，先后出现了《宇宙锋》中最为核心的“修本”“金殿”两折戏和全本《宇宙锋》

的不同版本。本文就京剧《宇宙锋》梅兰芳版、杨荣环版、汉剧版《宇宙锋》、豫剧版《芙蓉

女》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戏剧冲突上的不同思想表达进行了比较，得出《芙蓉女》对原

故事进行了思想意义上更为深入的开掘，进一步彰显了悲剧的力量。

关键词：《宇宙锋》 《芙蓉女》 情节设置 人物塑造 思想意义 悲剧的力量

京剧《宇宙锋》自梅兰芳、齐如山1928年改编全本起①，就成为京剧梅派

非常重要的代表剧目，但梅兰芳后来一直以《宇宙锋》中最为精华的“修本”

“金殿”两折戏演出为主，这两折戏于 1955年为纪念梅兰芳舞台生活 50周

年，拍摄了电影《宇宙锋》。1978年“文革”后，梅兰芳的弟子杨荣环在京剧全

本《宇宙锋》的基础上，根据梅先生的遗愿重新改编了全本《宇宙锋》。

由汉剧大师陈伯华演出的《宇宙锋》，作为汉剧的经典剧目，在1952年参

加全国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即荣获表演一等奖，并得到梅兰芳先生的充分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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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只演“修本”“金殿”两折戏。当时，豫剧大师陈素真观看了陈伯华表

演的汉剧《宇宙锋》后，便于 1952年底把这两折戏移植为豫剧，成为豫剧

“陈派”名剧。由此，梅兰芳、陈伯华、陈素真分别演出的《宇宙锋》被称为

戏曲界的“三锋”。2011年，由著名编剧郑怀兴接受武汉汉剧院的邀请，在

保持原汉剧《宇宙锋》“修本”“金殿”两折戏的基础上，精心打造了全本汉

剧《宇宙锋》，并相继获得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优秀剧目奖”，第十三

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和第十三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

邯郸东风剧团豫剧表演艺术家胡小凤，在1958年她11岁时就在当时的

邯郸专区戏校随豫剧大师陈素真学了豫剧《宇宙锋》中“修本”“金殿”两折

戏，并以这两折戏参加了当时的河北省青少年会演获得一等奖，曾受到周恩

来总理的称赞。1978年，胡小凤在天津观看了杨荣环演出的全本京剧《宇宙

锋》后，就产生了要创编全本豫剧《宇宙锋》的想法，于是邀请邯郸东风剧团

的编剧刘志轩谈了自己的想法，几经周折，刘志轩于 1983年 10月初步完成

了豫剧全本《宇宙锋》剧本，1985年10月由胡小凤饰演剧中主人公赵艳蓉，在

邯郸东风剧团进行排练，排练时由胡小凤、苏泽民、刘志轩等再次进行修改，

于1986年5月在河南新乡市成功首演，1986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

剧名由原来的《宇宙锋》更名为《芙蓉女》。

一、“修本”“金殿”两折戏

“修本”“金殿”两折戏是《宇宙锋》最为核心的经典。这两折戏之前的主

要故事情节为（以赵高出场后的念白来交代）秦朝末年，奸臣赵高为阴谋篡

权，扫除异己匡洪，先是设计“政治联姻”，再而设计“盗剑行刺”，陷害了自己

的亲生女儿赵艳蓉的丈夫匡扶满门抄斩，因赵高怀疑匡家满门抄斩时匡扶

逃走而被家人赵忠替死，于是叫来女儿质问。“修本”是从这儿开始，赵艳蓉

面对爹爹赵高的疑问，机警地打消了赵高的怀疑而求爹爹修本请求朝廷放

过公爹匡洪。这时，皇帝秦二世突然造访赵府，看上了赵艳蓉，赵高为使皇

上得宠，欲将女儿送入皇宫。但赵艳蓉坚决不从，违抗父命、君命，无奈之

举，在丫鬟哑奴的帮助下，抓花容、脱绣鞋、撕衣衫、倒卧尘埃、上天入地、把

父亲当儿子、把父亲当丈夫，用“装疯”来对抗父亲和皇帝，表现了赵艳蓉反

对封建、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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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纲五常”①的封建时代，赵艳蓉作为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而用“疯

癫”形式作为抗争的武器，唤起了观众的震惊、同情和共鸣，呈现出一定的悲

剧色彩。这两折戏的表演难度较大，是考量演员艺术功力的试金石。作为

戏剧表演，赵艳蓉的这种“疯癫”是“清醒的疯癫、智慧的疯癫”②，是为了解救

自己。要把赵艳蓉这种欲擒故纵，以退为进，“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人物心理

表演的惟妙惟肖，需要演员的表演功力。梅兰芳、陈伯华、陈素真三位大师

在这两折戏上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三位大师的表演炉火纯青、出神入化，而

又各具风格。且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三位大师均在不断自我完善，追求艺

术的更高境界。

豫剧大师陈素真在移植这两折戏时，在汉剧《宇宙锋》的基础上设计了

很多华美的水袖身段来表现赵艳蓉“装疯”的波澜情绪，把京剧上场的念引

“杜鹃枝头泣，血泪暗悲啼。”改为“泪如秋夜雨，点点不断流。”这既区别于京

剧，也从另一景致渲染了赵艳蓉念及丈夫及匡家的悲切心情。陈素真把《坐

只在尘埃地我信口胡云》这个唱段由原来的四句唱词“老爹爹你做事不加思

忖，好不该把女儿你献于给昏君。我丈夫被校卫残杀命殒，女儿我岂能做那

失节之人！（哪）”③修改为现版的“一七”辙：“老爹爹你做事恣行无忌，对孤孀

落井投石步步相逼。儿好比芙蓉花亭亭玉立，岂肯作失节妇惹人唾弃。”还

有《玉皇爷在祥座接我上天》这个唱段由原来的唱词“事到此顾不得礼仪颜

面，摇摇摆（啊）摆摆摇扭捏向前”修改为现版的“今日里我顾不得闺阁端仪，

摇摇摆摆摆摇、扭扭捏捏、杏眼微眯、放荡不羁。”这不但提高了戏剧的文学

性，还提高了戏剧文学性与表演艺术的契合度。在赵艳蓉与父亲“放荡不

羁”的“装疯”表演时，陈素真还把绝迹多年的豫剧“哭剑”音乐巧妙地运用进

来，更增加了赵艳蓉这个悲剧人物的悲切气氛，做到了音乐与表演的高度融

合。陈素真的关门弟子，亚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邯郸东风剧团豫剧表演艺

术家牛淑贤原汁原味地传承了豫剧“陈派”名剧《宇宙锋》中“修本”“金殿”两

折戏。而同为陈素真弟子的邯郸东风剧团豫剧表演艺术家胡小凤则在《宇

①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纲常）是中国儒家伦理

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儒教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

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② 朱萍《中西古典文学中的疯癫形象》，《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4期。

③ 王豫生根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谱《群芳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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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锋》的基础上重新打造了新的版本—《芙蓉女》。

何永泉认为：“‘文革’后，《宇宙锋》作为优秀剧目恢复上演，但只有‘修

本’‘金殿’两折，一些不熟悉京剧的青年观众对这两折戏普遍反映是看不

懂。即《宇宙锋》这个名称和这两折戏有什么关系，赵匡两家到底为何结

怨，匡扶是生是死，戏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因此也很难

理解戏的思想内容和人物的行动。它的艺术感染力，也就受到了一定的影

响。”①

二、《芙蓉女》与全本《宇宙锋》

1928年，由梅兰芳、齐如山改编的全本《宇宙锋》故事梗概是：秦二世时，

奸臣赵高与宰相匡洪不和，一开始，在朝廷之上借赵高举荐康建业而引出赵

匡矛盾，后康建业献“美人计”，使赵匡联姻，由秦二世赐“宇宙锋”宝剑与匡

洪。接着赵高又在朝廷搞出“指鹿为马”的闹剧，妄想权野朝廷，独揽朝纲，

结果被匡洪痛斥后赵高怀恨在心，遂设奸计“盗剑行刺”，秘密派人盗取“宇

宙锋”宝剑行刺秦二世而嫁祸匡洪，使匡家全家入狱，赵艳蓉丈夫匡扶被迫

逃走，由家人赵忠替死，赵艳蓉被接回赵府，匡扶在仆人钱孝的帮助下逃出

城关。接着就以“修本”“金殿”两折戏结束。据梅兰芳的弟子杨荣环回忆，

梅兰芳非常钟爱《宇宙锋》这出戏，但是对整个剧本一直感到有些不足之处，

一直认为“修本”以前几场戏的场次琐碎，枝蔓较多，而与主人公赵艳蓉关系

不大。梅兰芳和杨荣环曾多次谈过，一直想重新整理改编全本《宇宙锋》，但

后来由于年事已高，一直到去世之前没有完成这桩心愿。②

“文革”后，杨荣环为完成梅兰芳的遗愿，着手整理改编了全本《宇宙

锋》。杨荣环全本《宇宙锋》还是以“修本”“金殿”两折戏为核心，围绕着赵艳

蓉这个主人公的抗争命运在原梅兰芳全本《宇宙锋》的基础上结构了“赐剑

遗书”“观书识奸”“指鹿为马”“忠奸结缘”“洞房惊变”“遇仆过关”“修本逢

君”“金殿装疯”“脱险指路”“寻夫献书”“雪冤除奸”十一场戏。杨荣环全本

《宇宙锋》相比梅兰芳全本《宇宙锋》的较大变动是增设了赵高私通叛臣马

龙，并把赵高写给马龙的一封书信贯穿全剧，另外的较大变动是在梅兰芳全

本《宇宙锋》的“金殿装疯”后增加了“脱险指路”“寻夫献书”“雪冤除奸”三场

① 何永泉《传统剧目推出新的尝试——京剧〈宇宙锋〉整理体会》，《人民戏剧》1980年第8期。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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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修本”“金殿”两折戏后，赵艳蓉和丫鬟哑奴带着赵高与叛臣马龙私通的

书信逃出牢笼，途中又被追杀遇救，最后终于找到自己的丈夫匡扶，与边关

大臣带领人马班师回朝奏明皇上，处死赵高，匡洪昭雪，使匡洪重新执掌宇

宙锋宝剑，这样的改编使整个故事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前呼后应、前因后

果，得到了“大团圆”的结局。

2011年，由武汉汉剧院邀请著名编剧郑怀兴，把只有“修本”“金殿”两折

戏的汉剧传统经典名剧《宇宙锋》改为全本汉剧《宇宙锋》。郑怀兴在保持

“修本”“金殿”两折戏的基础上，增加了“指鹿为马”“赵匡联姻”“盗剑嫁祸”

“踏雪寻夫”等情节，使故事前后贯通，形成一体。郑怀兴说：“京剧全本《宇

宙锋》注重情节演绎，而我这次的改编本则注重人物的形象塑造、心理刻

画。同时，传统戏关心的是朝廷忠奸斗争，而我的改编以人为本，关注的是

赵艳蓉这样一个被父亲玩弄的政治联姻成为牺牲品的悲剧命运。”①汉剧全

本《芙蓉女》相对于梅兰芳京剧全本《宇宙锋》，没有上演一开始借赵高举荐

康建业引出赵匡矛盾，而直接上演由赵高“指鹿为马”引出赵匡矛盾，把赵高

设计陷害匡家的“盗剑行刺”情节置于幕后，舍去匡扶逃走时的“遇仆过关”，

没有把赵艳蓉入选皇宫的起因归于秦二世，而是由赵高主动把自己的女儿

献媚于秦二世得宠，并由此被秦二世赐得宇宙锋宝剑。在“修本”“金殿”两

折戏后，没有上演杨荣环全本京剧《宇宙锋》中“修本”“金殿”后“脱险指路”

“寻夫献书”“雪冤除奸”这三场戏，而是让终于逃出苦难牢笼的赵艳蓉和哑

乳娘在大雪纷飞的晚上，踏上了艰难的寻夫之路。这个踏雪寻夫之路实际

上是没有希望的一个理想和向往，带给人们的是辛酸的回味和悲情，带给观

众的是一种戏剧性的余韵美。

豫剧《芙蓉女》和梅兰芳、杨荣环的京剧全本《宇宙锋》、汉剧全本《宇宙

锋》相比较，其故事情节有了很大变化。全剧由序幕和“大厦将倾”“失火得

诏”“奉旨成婚”“洞房惊变”“选宫装疯”“金殿斥君”“秋夜将晓”七场戏构

成。编剧刘志轩说：“我翻看了秦朝末年的历史资料，《宇宙锋》原著的历史

背景在秦末，然而除了赵高这个人物有史可考外，其他的人物、情节与历史

毫无关系，甚至是谬之千里。但是，在传统剧本中有一点是可取的，这就是

赵艳蓉的悲剧命运。我想，若是把赵艳蓉的个人悲剧和秦王朝的历史悲剧

① 郑怀兴《于写戏中履行自己的使命》，《艺术评论》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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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思剧本，将会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也会具有较深刻

的社会意义。这也就形成了我改编《宇宙锋》的初衷。1983年10月我完成了

剧本的初稿，名字叫《咸京残月》。”①《芙蓉女》的故事情节设置一开始是由奸

臣赵高假传先王遗诏，害死太子扶苏，秦二世胡亥篡位登基，为后面的几场

戏埋下伏笔。赵匡矛盾的引起和加剧，是由赵匡在秦二世面前是否派兵解

救丹水之危的争执而来，匡洪一心想保江山社稷，赵高一心献媚于皇帝，匡

洪为拯救社稷安危，用先王所赐宇宙锋宝剑刺杀赵高，而被秦二世腰斩于

市，匡门全家抄斩。而非梅兰芳、杨荣环、汉剧三个版本中赵高设奸计“盗

剑行刺”嫁祸于匡家。赵匡联姻、赵艳蓉入宫、匡扶出逃等情节设置与梅兰

芳、杨荣环版《宇宙锋》基本相同，都是奉旨成婚、秦二世游玩进赵府看到赵

艳蓉、家人赵忠替死。《芙蓉女》中赵艳蓉的出场，是赵艳蓉在作画“出水芙

蓉”，这为赵艳蓉由一个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和赵艳蓉违抗父命、君命而抗

争的“装疯”形成对比。由赵家“失火得诏”，赵艳蓉看到先帝的真遗诏，而

更加引发对父亲罪恶行径的痛恨，这封真遗诏也为后面“金殿斥君”和“秋

夜将晓”的结局打下伏笔，戏剧情节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而对赵艳蓉嫁入

匡家后，“洞房花烛”之夜赵艳蓉与匡扶的心理描写，成为塑造赵艳蓉光明

正义、向往自由爱情、不畏强暴的重要环节。在“修本”“金殿”两折戏后，赵

艳蓉逃出牢笼后的最后一场戏“秋夜将晓”是点睛之笔，奸臣赵高为隐瞒自

己的滔天罪行，而要夺取女儿身上的先帝遗诏，在匡家的祠堂追杀自己的

亲生女儿赵艳蓉，这时逃走的丈夫突然摔义军回来，就在匡扶见到赵艳蓉

的那一刻，赵高却用宇宙锋宝剑一剑刺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以赵艳蓉的

悲剧而结束！

三、悲剧《芙蓉女》

戏剧表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故事情节塑造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

象来爆发出艺术的感染力。在戏剧发展史上，悲剧被誉为“艺术的冠冕”和

“最高级的艺术”。悲剧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人的本质力量，最深刻地反映

人类生存的真实境况。 无疑，《芙蓉女》中的主人公赵艳蓉充当了赵高政治

斗争的牺牲品，而在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年代，敢于违抗父命、君命，不

畏强暴，与邪恶势力用不得已的“疯癫”方式展开斗争，追求自由幸福，最后

① 刘志轩《芙蓉女——刘志轩剧作选》，《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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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自己亲生父亲一剑刺死的悲惨命运而结束，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也

与梅兰芳、杨荣环、汉剧全本《宇宙锋》中表达出的悲剧色彩有了“质”的

变化。

杨荣环版在“修本”“金殿”后加入的“脱险指路”“寻夫献书”“雪冤除奸”

三场戏中，是以大团圆模式结束。赵艳蓉与丈夫匡扶在边关团聚，班师回

朝，除掉奸臣赵高，救出匡洪，使匡洪重新执掌宇宙锋宝剑。这种大团圆模

式是中国古典戏曲用以拯救英雄，弥合痛苦最重要的方式，体现了人类渴望

从灾难与痛苦中被解救出来的共同的文化心理。一方面，大团圆的结局则

是拯救实现，满足人们文化心理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则削弱了中国古典戏

曲的悲剧性！杨荣环的京剧全本《宇宙锋》实际上是一出先悲后喜的正剧。

汉剧版全本《宇宙锋》则在“修本”“金殿”两折戏后，以主人公经历了“疯癫”

之苦的种种磨难，终于逃出牢笼。而在大雪纷纷的晚上，踏上了艰难的寻夫

之路，去实现自己没有希望的向往和理想，这带给观众的是一种辛酸的回

味，是另一种悲剧色彩，是一种无言的余韵之美！而豫剧《芙蓉女》则在“修

本”“金殿”后，以奸臣赵高为夺得先王遗诏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而在匡扶

见到赵艳蓉的那一刻，用宇宙锋宝剑刺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显然造成了

戏剧的悲剧性，背离了王国维“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

终于享”①的中国传统戏曲文学，激起了人们深深地愤慨和同情，使戏剧的感

染力和生命力得以迸发！

一般认为，主人公的受难或死亡作为结局是悲剧的主要特征。曹禺的

《雷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等中外

历史上的经典悲剧都无一例外的诠释这一重要特征，豫剧《芙蓉女》也正是

这样的悲剧。剧末主人公赵艳蓉死于亲生父亲之手的情节安排，使剧本的

悲剧色彩更为浓郁，产生了更为震撼人心的感染力。《芙蓉女》是悲剧，也只

能是悲剧，只有悲剧才可以反映出秦朝末年那个大厦将倾时代的本质特

征。正如董学文所说：“悲剧人物的种种可怕的死亡和不幸，只有作为历史

发展的一定规律性的表现的时候，才构成悲剧，才具有美学特征。”②

①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② 董学文《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悲剧审美特征之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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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芙蓉女》的思想意义

《芙蓉女》是赵艳蓉个人的悲剧，也是秦王朝的悲剧，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秦末，一代枭雄秦始皇离世，以赵高为首的奸佞之徒把控朝政。赵高以指鹿为

马，顺昌逆亡的极端荒唐与恐怖手段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整个国家笼罩在

黑白颠倒，人人自危的氛围中。在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下，一个正直善良人的悲

剧命运就有了一定的必然性。在君权、父权、男权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中国封

建社会，像赵艳蓉这样天资过人又富有正义感的一个弱女子，如果真的可以获

得个人的安宁与幸福的话，其实倒是完全背离了生活的逻辑。

《芙蓉女》揭示了赵艳蓉个人悲剧的必然性，同时也揭示了奸臣当道的

秦王朝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性。秦王朝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并确

立了维护其残暴统治的完备严密的社会管理制度。因其国家政治制度的先

天缺陷，使得秦二世这样的无道昏君和赵高那样极端自私自利而又暴虐的

奸臣，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胡作非为。曾经不可一世的秦二世王朝灭亡存

在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存在于秦王朝国家政治制度的先天缺陷等

因素形成的必然性之中。在一个指鹿为马这样荒谬的事情都可以发生的国

家中，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发生呢?
美丽善良富有正义感的主人公赵艳蓉被自己的父亲赵高亲手杀死，正

直勇敢的忠臣匡洪也在与奸臣赵高的殊死斗争中失去生命。《芙蓉女》的故

事再一次印证了鲁迅先生关于悲剧的论述：“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

灭给人看。”①但悲剧并不仅仅会让人们因为看到有价值东西的毁灭而悲伤，

悲剧更可以激发人们向善向上的力量，更可以激发人们与恶势力斗争的勇

气。一个人舍生忘死的英雄行为，常常会感染人们做出更多同样的英雄行

为。这样的实例在真实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在古希腊的戏剧舞

台上，各种题材的悲剧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从一定程度上说，是悲剧塑造

了古希腊人普遍健康向上的品格和灵魂。

戏剧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矛盾冲突。《芙蓉女》的情节设置环环相扣，戏剧

冲突层层递进，在尖锐矛盾冲突中完成了剧中主人公赵艳蓉的形象塑造，成

功表现了赵艳蓉不畏强暴，忠贞不屈，大义灭亲，出淤泥而不染的性格。《芙

蓉女》以赵高伪造秦始皇遗诏害死长子扶苏作为故事的开端，乌云翻滚的舞

①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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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背景，扶苏含恨饮下毒酒的悲惨场面，首先营造了悲剧的氛围，为剧情的

展开定下了基调，进行了铺垫。赵艳蓉与新婚丈夫匡扶在洞房花烛夜从误

会到相知的过程在本剧的结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场戏与其后展开的尖

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形成了较大反差，为创造本剧总体上的有张有弛、跌宕起

伏的艺术效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剧的最后，在匡家祠堂中父杀女、婿杀翁

的结局是本剧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人物之间存在着最为

亲密的人伦关系，但善恶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不可调和。剧作者通过细致

的人物形象刻画与反复的铺垫和渲染，令人信服地向观众展现了这场罕见

的人间悲剧的必然性。

赵艳蓉是《芙蓉女》倾力打造的一个生动复杂的人物形象，在全剧中居

于核心地位。赵艳蓉出身于奸臣赵高之家，但她却像芙蓉一般出淤泥而不

染。赵艳蓉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坚毅刚强的性格。这种强烈的正义感和坚

毅刚强的性格使她超越了家族和个人利益的羁绊，勇敢顽强地与其父亲赵

高为代表的恶势力进行了殊死搏斗，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赵艳

蓉的性格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展开和演变，故事情节的发展和演变也有力地

表现了赵艳蓉的性格，完成了对赵艳蓉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洞房花烛夜

表现了她的美丽温柔和少女的矜持，装疯的系列表现了她的机智，最后在与

赵高针锋相对的搏斗中死于亲生父亲之手的悲剧结局则充分展现了她疾恶

如仇，宁死不屈的精神品质。从《芙蓉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秦朝末

年，秦王朝的宫廷政治生态已经恶化到了荒唐的程度。秦二世只知道一味

地作威作福，骄奢淫逸，而奸臣赵高则大权独揽，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随意

栽赃陷害忠臣良将和杀死亲生女儿，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底线。《芙蓉

女》以赵艳蓉的悲剧故事，以独特的艺术手段充分论证了秦二世王朝灭亡的

历史必然性。

五、结语

豫剧《芙蓉女》的历史渊源来自各剧种的传统名剧《宇宙锋》，但本剧绝

非是对各剧种《宇宙锋》的简单因袭或移植。《芙蓉女》与各剧种《宇宙锋》既

有深入的联系，又有显著的区别。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主题思想等许多

方面都注入了创新元素，形成其独特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芙蓉女》成功

塑造了主人公赵艳蓉的悲剧形象，深刻反映了秦朝末年的社会现实，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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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走向覆灭的必然性，让观众产生了进一步的震撼和力量，是一部思想

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剧作，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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