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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也有“脱口秀”

因病得闲殊不恶，
安心是药更无方。
这是苏东坡在诗中写下的话，意思是休病
假挺好，安心乃最好的药，体现出他的旷达。据
学者彭文良钩沉，苏东坡一生多病，患有眼病、
肩痛引发左手偏瘫、耳聋、痔疮、肺病、头痛、牙
病、疮疖八种，均时间长、病情重。
比如眼病，
“近复以风毒攻右目，几至失明，
信是罪重责轻，招灾未已”
“春夏以来，卧病几百
日，今尚苦目病”。至于耳聋，则“晚年更似杜陵
翁，右臂虽存耳先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
雷真一噫”，自称聋得像老年杜甫，别人耳病，是
把蚂蚁爬行听成斗牛声；自己耳病，竟把打雷听
成一声轻叹。
苏东坡还得过暑毒，即中暑；晚年则“小便
白胶”
“大腑滑”，即滑精；
靠自开药方治愈。
虽摇摇欲坠，苏东坡却活到 66 岁，长于父亲
苏洵（57 岁）、儿子苏迈（60 岁）、次子苏迨（56
岁）、三子苏过（51 岁），与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
石 等 寿 。 这 与 苏 东 坡 注 意 养 生 、颇 通 医 道 有
关。此外，他从小练习道家功法，弟弟苏辙与他
一起练，
后者年轻时体质更差，
却活到 74 岁。

近日，脱口秀节目比较火热，这些
节目大多特色鲜明，轻松幽默，深受
年轻观众的喜爱。脱口秀为英文 talk
show 的音译，是起源于英美国家的电
视节目类型。严格来说，我们现在所
看 到 的 脱 口 秀 ，正 式 的 名 字 应 该 是
“单口喜剧”
（stand-up comedy），不
过，
“ 脱 口 秀 ”这 个 译 名 倒 也 更 加 活
泼，颇能体现喜剧表演的机智趣味。
有些人认为，脱口秀很像中国传
统相声，其实，中国古代早有专人表
演幽默节目的传统，历史悠久，形式
多样……

先秦两汉：谈笑之间上谏言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专业喜
剧人——
“俳优”。
《说文解字》载：
“ 俳，
戏也。”清段玉裁注曰：
“俳，戏也。以其
戏言之谓之俳。”俳优即专门从事滑稽
表演的艺人。古代君主很早就有蓄优
的传统，以供其逗乐解闷。早期俳优大
多为侏儒等有生理缺陷的人，难登大雅
之堂，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扰乱朝政的因
素。比如孔子执政时，就曾在诸侯宴会
上斩杀过侏儒俳优。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诸 子 百 家 争 鸣 ，
“说”风日盛，俳优中也逐渐涌现出一些
以语言能力见长的人，可称得上脱口秀
艺人的鼻祖。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齐威
王时期的淳于髡、楚庄王时期的优孟。
《史记》记载淳于髡“长不满七尺，滑稽
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他虽是侏
儒俳优出身，但依靠出色的辩才，成了
齐国的大臣。优孟“长八尺，多辩，常以
谈笑讽谏。”不仅口才出众，还擅长表
演。他在宴会上扮演成已死去的楚国
贤相孙叔敖，楚庄王和大臣都无法分
辨。这些俳优中的出色人物，凭借机制
善辩的特长和现场“抓哏”的能力，常常
用讽谏的形式帮助君主改正错误。为
此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一篇《滑
稽列传》，称赞这些人“谈言微中，亦可
以解纷”
。
秦代的优旃，也是优秀的俳优，甚
至面对秦始皇和秦二世也敢犀利“吐
槽”。秦始皇曾想要修建一座东起函谷
关，西至陈仓的大苑囿供自己游玩。优
旃对秦始皇说，这样太好了，最好再多
养一些禽兽在里面，这样如果敌人来进
攻，可以命令麋鹿用犄角去抵挡。秦始
皇一听，恍然大悟，便放弃了这个不切
实际的计划。后来秦二世当政的时候，
又突发奇想要把城墙都涂上油漆。优
旃听了对秦二世说，这个想法很好！虽
然老百姓会花费些钱财，但是城墙漆好
后光溜溜的，敌人就爬不上来了。只
是，要找一座能够阴干城墙的大房子比
较难办。秦二世听完哈哈一笑，也终止
了这个计划。优旃这种“反转”的幽默
技巧，现在依然非常流行。
到了汉代，俳优表演在帝王公卿的
生活中更为常见，两汉时期出土的大量
俳优俑（也称说唱俑）就是实物证据。
这些陶俑大多装扮可笑，动作滑稽，面
部表情怪异，大约是当时俳优表演的一
种夸张再现。很多陶俑手中还持有圆
形扁鼓和鼓槌，当为伴奏之用，说明俳
优表演富有节奏，或者是带有伴奏的说
唱形式。在民间百姓中俳优也颇为盛
行，
《盐铁论》记载：
“今俗因人之丧以求
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
伎戏。”丧葬活动中还有俳优表演，足以
说明其受欢迎的程度。
除了职业俳优，一些士大夫也会效
仿俳优，靠幽默的言语侍奉在皇帝周
围，算是兼职的脱口秀演员，其中最为
著名的当属东方朔。东方朔本是士人
出身，通过上书自荐被征召为郎官。由
于他性格诙谐，被称为“滑稽之雄”，民
间也将很多离奇幽默的事附会在其身
上。因此有人将东方朔称为相声界的
祖师爷，把说相声称为“曼倩遗风”
（东
方朔字曼倩）。其实东方朔都是一个人
表演，和主要两个人说的相声还有点差
别，倒更接近于脱口秀的形式。

苏东坡饮酒是“误操作
误操作”
”？
一方面，苏辙练功能持之以恒，苏东坡则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另一方面，苏东坡晚年被贬
儋州（今属海南省儋州市），
免疫力骤降。八种疾
病压力下，
苏东坡最终死于原因不明的髓枯症。
“三苏”体质有点差

三国隋唐：层出不穷的“段子高手”
三国时期俳优表演更加受欢迎。
《三国
志》援引《曹瞒传》记载：
“ 太祖为人佻易无
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
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娱
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以奸雄形象著称
的曹操竟然笑到将头没入杯案之中，可见
表演的“笑”果之好。刘备初据成都时，诸
事草创，手下的许慈和胡潜互不服气，经常
争斗。为此刘备专门在宴会上让俳优扮演
成两人的样子，互相争论打斗，通过引起大
家发笑来感化他们。
当时，已经成型的表演内容有“说肥
瘦”、
“ 弄愚痴”等，主要还是以调侃人的生
理缺陷为主，并不文雅。不过，此时已经有
了专门的“段子手”和成熟的“段子集”。邯
郸淳所著的《笑林》，是我国最早的笑话专
著。三曹父子都是邯郸淳的粉丝，曹植初
见邯郸淳的时候，亲自“诵俳优小说数千
言”，
以表达自己对俳优的喜爱。
隋代的秀才侯白也是个段子高手，
《北
史》记载他
“性滑稽，
尤辩俊”
，
《太平广记》中
收录了不少有关的他的笑话，
其中许多段子
如今依然流行。有一次他陪权臣杨素聊天，
杨素问他：
如果你掉进了一个数百尺深的坑
中，
你要怎么出来呢？侯白说：
别的不用，
只
要有一根针就可以。杨素问：用针干什么？

侯白答：用针刺我的头，让头里的水出来将
坑灌满，我就可以浮水上来了。杨素又问：
你的头里哪来这么多水呀？侯白说：
如果没
进那么多水，怎么能掉到那么深的坑里？
（
“若无尔许水，何因肯入尔许坑？”
）侯白所
言，既巧妙地回应了问题，又暗指杨素提这
个问题纯属刁难，
没有实际意义，
可谓机智。
唐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思想开放，
为搞笑艺人的存在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
一时期的俳优艺人往往要兼通歌舞、音乐、
戏剧、杂技等多门技艺。
《乐府杂录》记录当
时著名的俳优艺人就有黄幡绰、张野狐、李
仙鹤、曹叔度、刘泉水等多人。当时的俳优
表演已经有了较为固定的范式，类型包括
参 军 戏 、弄 假 妇 人 、弄 婆 罗 门 、弄 孔 子 等
等。其中参军戏一般为双人，有点类似于
现在的相声，而“弄假妇人”则是男扮女装
的反串表演。
除了正式的表演，即兴的发挥同样重
要。据传，有一次唐玄宗与诸王宴会，宁王
吃饭的时候不小心“错喉”
（吃呛了），一下
喷到了唐玄宗的胡子上，这可把宁王吓得
不轻。侍奉在旁边的优人黄幡绰赶忙说，
宁王这不是“错喉”，是“喷帝”
（谐音喷嚏），
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机智地用“谐音梗”化
解了尴尬。

宋代：
“说话”成为一门艺术
到了宋代，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
的繁荣，
促进了幽默表演向民间的发展。
《鸡
肋篇》记载，成都西园开园的时候，
“酒坊两
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环庭
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
右，立于其上如山。每浑一笑，须筵中哄
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
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宋代的喜剧
比赛，全靠观众的笑声投票，哪边的表演能
赢得哄堂大笑，就可以得一分，绝对公平合
理。
宋代还兴起了一种“说话”表演，类似
于现在的说书，讲述的内容主要包括传奇
故事、历史故事、公案故事、佛经故事等。
此外还有一种“说话”的内容是“说诨话”大
约应是一种搞笑表演，与现在的脱口秀相
似。宋代的“说话”演出，大多在瓦舍勾栏
中举行。当时的瓦舍勾栏众多，遍布京城
的繁华地段。
客的认可。张岱的《柳敬亭说书》中描述他
瓦舍又名瓦子、瓦市、瓦肆，是一种集 说书时：
“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
商业饮食、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娱乐中心。 掉舌。稍见下人呫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
《梦粱录》中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 色，辄不言，故不得强。”发现观众听得不认
时瓦解’之意，易聚易散也。”勾栏是瓦舍中 真，就停下不讲了。而他一旦说起书来，
用栏栅和绳子围起来的的演出场地，相当 “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
于现在的露天剧场。所以宋代的“脱口秀” 骨”，
“ 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
表演已经有了专门的演出场所。
净，并不唠叨。”据张岱记载，柳敬亭“一日
明末清初时期，出了一位具有传奇色 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
彩的民间说书艺人——柳敬亭。柳敬亭原 定，常不得空。”可见其表演技艺之高超，赢
本姓曹，因早年犯法改姓柳。他说书艺成 得了人们的热烈追捧。此时的说话艺术，
以后，辗转扬州、杭州、金陵各地，所到之 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搞笑”，转而以跌宕的
处，深受观众的欢迎，也得到了诸多文人墨 情节、精湛的表演取胜了。本报综合消息

苏东坡是北宋文坛领袖，文、诗、词、书、画
均冠绝当时。21 岁即中举，殿试后，宋仁宗高兴
地说：
“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即苏
东坡和弟弟苏辙。
苏家兄弟二人身体均糟糕，可能与父亲苏
洵体质差有关。
苏洵共有子女 6 人，长子（苏景先）、长女、次
女早殇，唯一活到成人的女儿苏八娘（即苏小
妹，苏轼的姐姐）婚姻不幸，不到 20 岁就死了。
苏洵的父亲苏序很长寿（75 岁），苏序有三子，大
儿子苏澹活到 74 岁，二儿子苏涣也 62 岁，苏洵
最差，才 57 岁，应是基因上有缺陷。
苏东坡先天不足，曾写诗说“少年多病怯杯
觞”，即不善饮。他的同乡兼同僚彭乘说：
“子瞻
（即苏东坡）常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著棋、
吃酒、唱曲也。”苏东坡自己也说：
“ 世有作诗如
弈棋，弈棋如饮酒，饮酒乃天戒之语。仆于棋、
酒二事俱不能也。”
一是父亲苏洵就不善饮，曾写诗说：
“ 衰病
不胜杯酒困，辨归倾倒欲乘车。”属于不喝正好、
一喝就多型。
二是天生肝脏弱，
解酒能力差。
三是苏东坡常年患痔疮，曾写信说：
“ 某旧
苦痔疾盖二十一年矣。近日忽大作，百药不效，
虽知不能为甚害，然痛楚无聊两月余，颇亦难
当。”在杭州任官时，公务应酬多，苏东坡“疲于
应接”，竟呼杭州为“酒食地狱”，应该是痔疮发
作了。据苏东坡自记：
“ 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几
百日。”
不过，弟弟苏辙更麻烦，童年时患肺病（即
哮喘），曾写诗说：
“ 少年肺病不禁寒，命出中朝
敢避难？”
一代文豪没管住嘴
元符三年（1100 年），
被放逐岭南 7 年后，
苏东
坡终于遇赦北归，
途经义真（今属江苏省仪征市）
时，因天热，突然拉起肚子，
“ 食则胀，不食则羸
甚，通旦不交睫，端坐饷蚊子尔”。即吃东西撑，
不吃又浑身无力，
整晚睡不着，
干坐着喂蚊子。
苏东坡自制麦门冬汤（含人参、赤茯苓、麦
门冬），病情一度缓解。几日后，又和好友米芾
畅饮，突然高烧不退、牙齿流血，20 多天后，苏东
坡去世。有人认为，苏东坡死于痢疾，麦门冬汤
无效，这是典型的误诊，说明医不自治。
学者刘继增却发现，麦门冬汤后被李时珍
收入《本草纲目》，它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以下
简称“再障”
），即古人所说的髓枯症，有奇效，被
收入 1977 年版《中医大辞典》。
苏东坡给友人写信说：
“ 一夜发热不可言，
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惫甚。”如此
惊人的牙齿出血，与死亡前相似，很可能是“再
障”发作。用麦门冬汤后，病情暂被控制。没想
到，
在义真，
苏东坡的
“再障”又发作了。
“再障”发病机理尚不清楚，可能与污染、辐
射、免疫力受损和遗传有关。宋代岭南生活艰
苦，苏东坡本多病，加上年迈，且饮酒驱瘴，使身
体陷入极端危险中。苏辙得知后，曾郑重警告，
不可再饮酒。苏辙在苏东坡介绍下，42 岁起专
心练功，此时已脸色红润、身体健壮。可惜苏东
坡明知酒有害，
又不善饮，
却没管住嘴。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