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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遊戲」怎樣玩至「彼岸」 

——讀高行健的《彼岸》 

 

 

作者簡介  

高行健(1940 –  )於 200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是華人獲獎的第一人。得獎原因是

「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和藝術戲劇

開闢了新的道路。」他的小說以《靈山》為最著名。 

高行健的《絕對信號》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新時期」戲劇發展的重要轉折，他

的《車站》標誌了戲劇的探索精神，而《野人》、《生死界》、《山海經傳》等作品，都

對傳統戲劇的表演意識帶來很大衝擊。 

《彼岸》作於 1986年，曾於 1995年由香港演藝學院搬演，並由高行健親自來港

執導。 

高行健也是一位畫家。 

 

波羅揭諦——到「彼岸」去！ 

《彼岸》是個「實驗式」的戲劇，跟傳統的戲劇很不同。作者設定它發生在「說

不清、道不明」的時間，其地點是「從現實世界到莫須有的彼岸」。很獨特的「規定

情境」！ 

全劇表現一個孤絕的心靈如何在迷失的人群中飽受苦惱煎熬，然而，他始終不肯

放棄，堅持着自己的夢——到「彼岸」去的夢。 

「彼岸」原來是個佛教術語，我們凡人生老病死的所在是「此岸」，其間充滿着

障惑煩惱；假如能夠修行得道，終成正果，到達涅槃境界，那就是「彼岸」了。故此，

到彼岸去（梵語「波羅揭諦」paragate）就是悟道成佛的意思。 

因此，到彼岸，就跟到理想國、到烏托邦之類有不同含義，它必須包含「修煉悟

道」的過程，期間必然歷盡劫難。我們要堅持刻苦，才能有成。 

高行健這個戲表達的，是人怎樣在紛亂的濁世中艱苦摸索，要尋找讓心靈真正平

安的境地。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現代社會浮誇而崇尚物質奢華，既冷漠而又互不

關心，更有人屈從權勢，指鹿為馬，落井下石……。《彼岸》借多個場面，表達人怎

樣在種種虛幻、扭曲與屈辱之間掙扎，雖然最後還是未真正「到彼岸」，還是要回到

「嬰兒哭聲，各種車輛的發動聲和行駛聲，自行車鈴聲，開水龍頭的流水聲，遠處一

輛救護車的嗚咽聲」混成一片的現實世界，但是，我們都知道，人總得要繼續修煉下

去，「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去呀！去呀！到彼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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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與「嚴肅」的轉化 

要處理這麼嚴肅、這麼沉重的哲理課題，假若一板一眼地去寫去演，那就太艱澀

了。而且，舞台從來應以行動，以人物，以情節來感動，至少是打動觀眾，而不是正

襟危坐地講道理。因此，高行健要選擇個比較輕鬆的切入點。 

這個戲是從玩遊戲開始的。這個遊戲，或許要玩它十五分鐘。 

演員們先是來「玩繩子」。兩個人之間或者是兩隊人之間，以一條繩子互相拉扯，

看誰力氣大些把對手扯過來，這種遊戲大家都熟悉不過。然後，玩扮演，繩子的變化

帶來關係的種種可能……。 

玩過有形的繩子後，演員開始玩無形的繩子，然後，是更複雜的其他遊戲。然後，

玩渡河到「彼岸」去。 

只要演員受過一定訓練，並且認真以赴，肢體能互相配合，建立良好的默契，加

上種種聲音效果，舞台應能營造相當的震撼力量。 

其中關鍵是想像力。只要演員自己首先有想像力，相信自己的表演，觀眾就自然

而然地發揮想像力，順着去看去觀賞。 

於是，演員和觀眾，認真而充滿樂趣地，一起創造出豐富多采的藝術世界。 

在這世界裏，一切都有可能——包括到「彼岸」去。 

從遊戲開始，可以發展至嚴肅；但是，從嚴肅開始，趣味就不存在了。 

 

到「彼岸」的感官經驗 

遊戲是充滿感官經驗的。 

和遊戲機對壘會起伏着尖銳的聲音，隊際的遊戲有的是緊張的吶喊，個人埋頭玩

填字遊戲會咬指搔頭，球場上的遊戲更是充滿汗水……。 

到彼岸，原來是個「玩渡河」的遊戲。首先是把空蕩蕩的舞台，想像成一條河——

一條有聲音，亮晶晶，會淹人，叫人感到涼快的河。 

總不能把一條河真的搬上舞台上來啊！即使是技術上可行，也是太笨了。完成了

的是「技術」，而不是「藝術」。 

舞台可以是一個「空的空間」(empty space)，我們早就說過了。1
 

只要有足夠的想像力，加上適當的聲音和燈光效果，演員就能夠憑他們的表演，

引領觀眾進入這個渡河的過程。 

「好清亮的河水」、「真涼」、「石子扎腳」、「裙子都濺濕了」、「陽光下那亮晶晶的

水花」、「魚兒在我大腿間鑽」、急流「一下子漫過了腰」、「這水沖力好大」……，這

些感覺是如此鮮明而真實！演員的感情記憶具體落實到他們的表演上；他們的形體和

聲音，又喚起了觀眾的感情記憶，於是，我們都看到清亮，感到扎腳，給魚兒弄得癢

癢的……。 

這些感受，或許我們都闊別好多年了。或許是從未經驗過吧？但只須稍憑想像，

也能夠有一些實實在在的感知。 

                                                 
1
 見《看戲二十篇——戲劇作品賞析示例》第十四篇〈以象徵創造想像空間——三個「現代主義」短

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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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觀眾會因而感到趣味。 

然後，遊戲往更深處走了。突然，演員這樣問： 

 彼岸在哪兒呀？ 

 我們為什麼要去彼岸？ 

 我們必須到達！ 

 可這又為的什麼？ 

在艱難的渡河過程中，這些問題是問得自然的。可是，問題又問得讓人手足無措，

不知怎樣作答。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彼岸」不是生活中的維港對岸，這是生存意

義的思考，是極嚴肅的問題呀！而高行健，在這兒卻不會給個輕易的答案了。 

從感官經驗開始，帶到深層的思考。從遊戲開始，玩出一個足以探索一生的課題。

這就是《彼岸》作為一個戲劇作品的意義。 

 

高行健的藝術理論初探 

高行健寫了很多藝術理論文字，附於《彼岸》劇本後面，也有他〈關於演出《彼

岸》的若干說明與建議〉。 

他強調演出這個戲必應從身體開始，從遊戲動作開始。「靠大幅度的運動來達到

身心的鬆弛，從而把自我的潛能釋放出來。」 

他認為，戲劇「不是用頭腦表演的時候，才生動活潑。」但是，這絕不代表語言

不重要，相反，他是「力圖擴大而不是削弱語言在戲劇中的表現力。」當演員以整個

身和心去演得活，而我們做觀眾的，又能夠從中得到整全的感覺的時候，我們就能夠

重新感受： 

 語言不只是死硬的符號，它原是實實在在的事物和動作； 

 語言是有重量的，有溫度的，有色彩的，有感情的…… 

我們甚至能夠把這種「觀眾經驗」轉移至平日的語文實踐：我們創作的時候，閱

讀的時候，都能夠透過想像，透過整全的感官，讓語文活起來。 

高行健這個戲，帶領我們從新鮮的角度，去探問語言的力量。劉再復在給高行健

另一作品《山海經傳》寫序的時候，曾回過頭來說《彼岸》是「一部超越民族與歷史

的現代詩劇」，其實它也是一部超越語文習慣經驗的現代詩劇。 

希望閱讀這個戲，能給學生帶來有趣的經驗。 

 

延伸閱讀  

《彼岸》全劇不長，真的不妨嘗試讀讀。高行健的作品不少，教師或可就個人興

趣與心得，引導學生選擇閱讀。 

 

教學建議  

教師可嘗試帶領學生認真而仔細地透過文字，馳騁想像，進入高行健營造的世

界。那一句又一句「到彼岸去」的文字，給我們怎樣的感覺？哪些句子的感覺強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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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為什麼？ 

當然，教師也可以引導學生去討論「彼岸在哪兒呀」、「我們為什麼要去彼岸」等

問題。這些問題自然是開放式的，沒有標準的答案。討論的意義就在思考過程本身。

假若教師能夠和學生分享個人的經驗，就最親切，最可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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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節錄）  

高行健 

 

〔 在劇場或是大廳裡，排演場或是空的庫房，體育館或是廟裡的殿堂，玩馬戲

的帳篷裡或是一片空場子上，只要能安上必要的燈光和音響設備，就可以演

出此劇。如果在白天，燈光甚至也可以不要。演員們在觀眾之中，或者是觀

眾在演員之間，都一個樣。 

玩繩子的演員 ： 我這裡有一條繩子，我們來做個遊戲，認認真真的，像孩子們在玩。

我們的戲就從做遊戲開始。 

  好，我請你拿住繩子的這一頭，那麼，我們之間，便建立了一種聯

繫。這之前，我是我，你是你。有了這條繩子，你我就聯結在一起，

就成了我與你。 

  現在你我分別向兩邊跑，你牽扯住我，我也牽制你，像拴在一根繩

子上的一對螞蚱，誰也跑不了。當然，又像是一對夫妻。 

  （停頓）不過，這比喻不好。 

  我要是把這根繩子拉緊呢，那就看誰的力氣大。誰大誰拉人，誰小

誰就被人拉，就成了拔河，是力量強弱的一種較量。於是便有了贏

家與輸家，勝利與失敗。 

  我如果背上這根繩子拖你，你就成了一條死狗。你反過來操縱這根

繩子呢，我便又成了馬或者是牛，被你駕馭的牲口。因此，你我之

間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 

  我們還可以建立一些更為複雜的關係。比方說，你圍著我轉，以我

為中心，你便成了我的衛星。你要是不肯圍著我轉，我也可以自轉，

並且以為你們大家都圍著我旋轉，究竟是你在轉？還是我在轉？是

我圍繞你還是你圍繞我、還是你我都轉、還是你我都圍著他人轉、

還是他們都圍繞我你轉、還是我們大家都圍著上帝轉、還是上帝是

沒有的，有的是宇宙這個磨盤在自轉這就談到了哲學。哲學讓哲學

家談去，我們還是繼續做我們的遊戲。 

  你們都可以拿根繩子，玩出種種花樣，這些花樣又難以窮盡。而人

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都可以在繩子上得以體現。玩繩子就是這樣一

種遊戲。 

〔 演員們兩人一組，分別玩一根根繩子，又可以重新自由組合，或是同別的一

組有短暫的聯繫，但隨即也就割斷了。這種遊戲越做越活躍，越來越緊張，

越來越熱烈，並且伴隨各種招呼和喊叫。 

玩繩子的演員 ： 請大家停下來。我們把這遊戲的規模做得更大，也更為複雜。比方

說，請你們把這幾根繩子的一端都交給我，另一端你們照樣拿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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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那我便同你們建立起各種不同的關係，有張，有弛，有遠，有

近，而你們各自的態度又分別影響我。我們每個人就都牽扯在這紛

繁變化的人世間。（停頓）又像是落在蜘蛛網裡的蒼蠅。（停頓）還

又像是蜘蛛。（停頓） 

  這繩子就像是我們的手（他撒手，對方也撒手，繩子落在地上）又像是我

們延長了的觸角。（他撒手，對手也撒手）又像是我們的語言，你早

或者你好！（又一根繩子落在地上）又像是我們的目光。（又替代了一

根繩子）還包括我們的思想。（背對著對方，雙方仍有所交流）不是你思

念她，便是她思念別人。（和她擦肩而過，她則又和別人對視）那一根

根繩子便牽扯住我們大家。 

  我們看——（演員們彷彿通過一根根無形的繩子在這樣相互交流） 

  我們觀察—— 

  我們注視—— 

  於是有了誘惑與吸引—— 

  驅使和順從——（以下演員們的表演伴之各種唏噓和喊叫，但都不訴諸言詞） 

  衝突—— 

  相親—— 

  排斥—— 

  糾纏—— 

  丟棄—— 

  跟隨—— 

  躲避—— 

  驅逐—— 

  追求—— 

  圍繞—— 

  凝聚—— 

  破裂—— 

  散！ 

  休息！ 

  現在有一條河而不是一條繩子在我們面前，我們要渡過這條河到達

彼岸。 

演 員 們 ： （紛紛）啊，到彼岸去！到彼岸去！ 

  到彼岸去！到彼岸去！到彼岸去！到彼岸去！ 

  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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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清亮的河水！ 

  噢，真涼！ 

  當心，石子扎腳呢。 

  真快感！ 

（ 河水聲漸起） 

  把人裙子都濺濕了！ 

  這河深嗎？ 

  游過去！ 

  不要單獨行動！ 

  噢，看，陽光下那亮晶晶的水花…… 

  真好玩，像一道瀑布。 

  一道壩，河水就從壩上漫過來。 

  長長的一線，在河中間。 

  再過去，幽藍幽藍的，水可深呢！ 

  魚兒在我大腿間鑽…… 

  太刺激啦！ 

  我有點兒站不住了。 

  不要緊，你抓住我。 

  那兒有個漩渦—— 

  大家互相照顧點，手牽手。 

  到急流中去。 

  到彼岸！ 

  那彼岸誰也看不見。 

  不要做詩！我站不住了。 

  拉緊，一個跟一個。 

  那兒的水綠森森…… 

  噢，一下子漫過了腰！ 

  我頭都暈了。 

  你閉一會兒眼睛。 

  往前看，大家往前看，都看前面！ 

  都看那彼岸。 

  我怎麼就看不見？ 

  我們會淹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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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去餵魚。 

  要死大家死在一起！ 

  姑娘們，別說傻話，集中注意力。 

  這水沖力好大，順淺灘走，往上游去！ 

  我過不去了，我肯定過不去。 

  彼岸在哪兒呀？ 

  它若明若暗。 

  彼岸有燈光嗎？ 

  彼岸有花，彼岸是一個花的世界。 

  我怕我到不了了，不要丟棄我。（哭） 

  你感覺到了嗎？我們在河水中漂。 

  就像一串軟木塞子。 

  又像是水草。 

  我們到彼岸去幹什麼？真不明白。 

  是的，我們為什麼要去彼岸？ 

  彼岸就是彼岸，你永遠也無法達到。 

  但你還是要去，要去看個究竟。 

  我什麼也看不見。 

  沒有綠州，沒有燈光。 

  在幽冥之中。 

  是這樣的…… 

  不，我過不去了。 

  我們沒到那兒。 

  我們必須到達！ 

  可這又為的什麼？ 

  為那固執的願望，彼岸，彼岸。 

  不，我過不去，我要回家！ 

  我們已經回不去了。 

  都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啊——！ 

  誰？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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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靜，只有汩汩的流水聲） 

  有誰叫了一聲？你們聽見嗎？ 

  你們肯定都聽見了，可你們誰都不回答。 

（ 寂靜。有啜泣聲） 

  這是一條死水。 

  有的只是遺忘。 

〔 眾人在恍惚之中，從死水中緩緩走出來：有那麼一點音樂。眾人漸漸走到岸

上，一個個精疲力竭，躺倒在地。 

 

 

（ 選自高行健《彼岸》，台北︰帝教出版社，1995 年 9 月出版，頁 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