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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苏州评弹的师承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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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合称，其实质是用苏州方言说唱故事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当地也称

说书。艺因人而传，苏州评弹作为一门说书艺术，在长期发展中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并且代有传人，生生不息。文

章主要探讨了苏州评弹的传统师承关系、方式、内容，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曲艺的传承规律，具有现实而积极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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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伯、仲雍奔吴的传说，到近代苏州评话、弹
词的繁荣，吴地人民从没有停止过讲故事的活动。
曾被台湾国学大师俞大纲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
的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合称，其实质是用

苏州方言说唱故事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当地又

称说书。苏州评弹诞生在“人文渊薮”的江南吴语

区域。胡适曾说:“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种方

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

话( 吴语) ，第三是广州话( 粤语) 。”［1］苏州评弹作为

一种口头文学，是吴文化的杰出代表，吴侬软语“说

噱弹唱”具有独特的魅力。
艺因人而传，传因地而有了鲜明的特点。苏州

评弹作为一门说书艺术，和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不

同。它在长期发展中还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并且代

有传人，生生不息。本文试从三个方面探讨苏州评

弹师承的特色和规律，希望对今日苏州评弹的传承

有所借鉴。

一、师承关系

苏州评弹产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又

称“说书”，内行中人称说书的人为“吃开口饭”。苏

州评弹在吴语地区流传很广，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就

已产生同行业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规范着评弹

艺人的从业资质、市场供求、行业的道德品质以及苏

州评弹的传承关系。

苏州成立评弹同业组织光裕公所之后，逐渐获

得说书业的垄断地位，“千里书声出光裕”。光裕公

所吴门弟子被奉为说书业的正宗，称为“苏道”，社

外之人说书称为“外道”。光裕社与其他外道“从业

之区别有高台与平台之分，凡光裕社中人应聘各茶

肆说书，另辟书室，搭以高台，社外之人，概用平台，

以示区别”［2］。而欲成为“苏道”，就要拜光裕公所

出道的评弹艺人为师，《光裕公所改良章程》规定:

“凡子弟悬牌已久，出道多年，准三年收一徒。倘未

出道，私行收徒，或先收徒后出道者，察出将贽金充

公。”［3］出道的评弹艺人才有收徒的资格。
但出道的艺人也有业务的好坏、名望的高低，艺

徒拜师学艺时，一般会选择名师。在中国传统社会，

“投师习艺，各业皆同。业师将自己熟习之技艺传

授于徒，乃千古不易之公例也，故每读《弹词画报》
有几节小纪，都是某名家所唱某书，乃为其师某某所

传授。”［4］有名的评弹艺人往往有多个学生投其门

下，技艺较差的评弹艺人学生较少，甚至没有。这也

促成了苏州评弹艺人的优胜劣汰。艺徒拜师，一般

需要两名推荐人，向先生缴纳拜师金，拜师金数目不

等，以银元计算，一般二十到八十元，名望越高的先

生收的拜师金就越多，甚至百元以上。如果家境贫

寒连拜师金都交不上，有一种方法叫“树上开花”，

不纳拜师金，艺徒出师后和先生拼档说一段时间的

书，不取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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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师时，艺徒持拜师贴、香烛和红毡单，到业师

家里举行仪式。先生给取个艺名，起“艺名”是评弹

前辈流传下来的传统。例如: 谢少泉的学生一般是

“莲”字辈，如崔莲君、夏莲生、潘莲汀、郁莲卿、傅莲

英等［5］; 徐云志学生一般都是亭字辈，如严雪亭、邢
瑞亭、王御亭、祝逸亭。这种严格的师承线路，使苏

州评弹几乎每部书都有自己的“派系”传承，就《三

笑》而言，出名的就有王( 少泉) 派和钱( 幼卿) 派，徐

云志拜钱派弟子夏莲生为师，后来成为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三大单档之一，形成徐派《三笑》。徐收徒二

十几位，其徒大多成为评弹名家和徐派传人。
苏州评弹的继承人，除了名师带出来的高徒外，

还有一种重要的传承关系，就是家传，这些人称为

“公子公孙”，像杨振雄、杨振言兄弟，朱耀祥之子朱

少祥，魏钰卿之子魏含英等等。对艺人的子弟出道，

有优待规定: 艺人自授的，免去“关书酒”，出道费减

半; 投拜其他同道的，仍摆“关书酒”，但出道费仍然

减半。这种学艺和出道的规定，限制了“外行进”
( 即非艺人子弟学艺) ，这种家传方法，到近代以来

有弱化的趋势，“业缘”逐渐取代“血缘”成为主要的

传承方式。
光裕公所后改称光裕社，成员一度都是男性，所

收弟子也为男性。光裕公所中光前裕后的人物、清
同治年间的马如飞在《道训》中曾说: “夫妇有五伦

之义，雌雄有双档之称，同一谋生，何必命妻女出丑

露面。皆为糊口，何必累儿孙蒙耻含羞。”［6］光裕成

员不准收授女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说《狸猫换太

子》的杨莲青私收女徒，“光裕社群起攻之，全社前

辈告状至南京，地方厅长郭振基从中协调，勒令杨莲

青大会检讨”［7］。清末民初，在上海成立另一个评

弹艺人的行会组织———润余社，虽不似光裕社保守，

但也同样排斥女评弹艺人。一直到了 1935 年，一部

分男女评弹艺人联合成立普余社，普余社成员多收

女徒，例如“汪佳雨就收了 10 来个韵字辈女徒”［8］，

此后女性在学艺上才取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
从苏州评弹的传承关系来看，主要有师传、家

传、偷学、自学。其中师传和家传是主要的。偷学指

没经过拜师，在评弹艺人现场演出或在电台演出时

作为听众偷偷地学; 也有虽拜了师，但先生保守，为

了学到真本领，也要偷学。

二、师承方式

苏州评弹作为一种口头文学，民间曲艺，其艺术

规律要求其传承人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胜任。“口

传心授”是苏州评弹传承方式中最为显著的特征。
在传统社会，由于大多数评弹艺人靠演出才有收入，

他们不可能把教学和演出两个过程截然分开，所以

主要的教学方法不是讲授，而是跟随先生到书场里

去听书。例如，钟月樵拜在书坛上被誉为“翡翠玉

蜻蜓”的张云亭为师，学说《玉蜻蜓》和《白蛇传》两

部长篇，全靠听熟记牢。
艺徒拜师后，通常要住到先生家里，跟先生到书

场听书，生活费和车旅费均由自己负担，学艺生活非

常艰苦。张玉书拜黄兆麟为师学说《三国》，“除听

书学艺外，从早到晚，要照顾先生的生活。先生回到

家里，还要帮师母做家务杂活。还要负担自己的三

元钱饭费……晚上在服侍先生睡下后，再把一天听

的内容记下来，默默在心里背诵。往往要在半夜以

后才能入睡”［9］。
苏州评弹中有些名词术语能够反映苏州评弹传

承方式的特点。例如: “回书”，艺徒在书场听过先

生的书之后，散场之后，把在书场里听先生说的书再

说给先生听一遍。“插边花”，艺徒由先生教会几支

开篇，会唱了，演出时，加座于先生边上，在演出之前

加唱一支开篇，以后再学会一点书，唱完开篇后和先

生拼成双档，可以分担少量正书，叫“插边花”。排

书，先生讲一点书情安排起一个角色，艺徒背熟书里

的唱词，可以和先生上台拼档演出。一般在每天的

演出之前，进行“排书”。例如，钟月樵学《玉靖蜓》
时，和先生说书之前，先生张云亭对他说: “你今天

起金大娘娘这个角色，在台上你就是金大娘娘而不

是钟月樵。今朝金大娘娘在做些什么，你就说什么，

内中有一档词，我说到让你说时，你就说或唱。”［10］46

“送书”，在先生说书之前，艺徒上台先说一段试试，

一般是先生前一天说的书。比如，曹汉昌拜周亦亮

为师学说《岳传》，学了一段时间，周让曹“送书”，一

般评弹艺人说一回书约一个半小时，曹“第一次登

台，不敢直视听客，先生前一天说的书，他上台，像背

书一样二十分钟就说完了”［11］。书是背上了，但说

书的技巧没有掌握，如细节的处理、节奏的快慢、面
部的表情、动作等，通过实践知道自己的不足，以后

再听先生说，再学，再提高。
这种口传心授的方法，好处是在现场，听先生在

台上说书，艺徒可以学习先生的举手抬足，说表起

角，运用眼神，显示喜怒哀乐，丰富面部表情，如何刻

划人物性格，也可看到现场听众的反映，台上台下的

交流。但由于是口传，难免会出现差错，苏州评弹表

演时用的是吴方言，只有口音，没有文字。如果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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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像，有时会发生错误，例如“琴棋书画”，有人把

“书”当作“诗”。因在苏州音中，“书”和“诗”字音

相同;“黄周士”和“王周士”，不知到底是哪一位，因

为在苏州方言中，黄王不分。一般艺徒在学艺时，给

先生拜师金中包括抄脚本( 评弹演出的底本) ，在艺

徒学习或满师之时，先生一般会给他脚本，但也不能

依赖脚本。如苏州弹词《玉蜻蜓》的脚本，“整个内

容自《问卜》至《过继》，只有唱词、韵白、挂口，没有

一句说白和表白的”［10］45。苏州评话一般也只有赋

赞、韵白、挂口，脚本不全或没有的地方，只有在听先

生说书时全神贯注，记在脑子里。
在过去，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说法。所

以，有的先生在教徒弟时常常“留一手”，说到重要

“关子”时，常让艺徒上街买东西或以其他借口把艺

徒支走。评弹艺人黄永年的儿子黄兆麟拜许文安学

说《三国志》时，许只教他前半段，并对其父说: “令

郎质地太聪明，我教给他的，令郎已一生吃着不尽，

万一我全交给他，我无吃饭之地矣。”王子和说《玉

蜻蜓》，描摹清脱细致，噱头冷峻逗人，他曾经扬言

“我的真本领传子不传婿”，他也收了几个学生，余

筱云、曹筱英、谢筱泉，但一直没让他们拿到他说书

的脚本。后来，王子和独生子去逝，年过花甲的王子

和失去嫡派传人，他才表示“今后要真正收徒了”。
在让艺徒抄脚本时，先生往往将脚本中精彩部分留

下自用，视若秘本。倘使是弹词，往往减去重要唱

篇。所以有“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之说，一个

好先生收了几个徒弟，不一定个个都能说书，有的会

半途而废，自我淘汰，也有人并不适宜于说书这一行

业，这就叫做“学不出”。
“在旧社会学习是先跟先生学艺，而后跑小码

头再进上海，艺术上成功了，变成‘响档’。这样一

批一批出人才。”［12］评弹艺人在离开师门后，如果

“奶水吃足”，跑码头说书就会相对容易，如果“奶水

不足”，还要在实践中继续学习。上光裕公所茶会

可以讨教评弹前辈的艺术经验; 在实践演出时，广大

听客，特别是老听客，他们书听得多，能够对评弹艺

人提出建议，他们无形中充当了评弹艺人间的中介，

也有利于评弹艺人的成长。另外还有会书，一般在

年终，评弹艺人上台说一段自己拿手的书，也能学到

东西。再说，生活中无处不学问，只要处处留心，注

意改善，书会越说越好，最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三、师承内容

苏州评弹师承内容首先是长篇书目的传承。评

弹俗称说书，其演出内容谓之“书”，书目指评弹脚

本题目。在苏州评弹发展的几百年时间里，积累了

上百部长篇书目。这些长篇书目异彩纷呈，有描述

历史征战故事的，如《岳传》《杨家将》; 有侠义、公案

书，如《七侠五义》《彭公案》; 有才子书，内容描述的

是上层人物或才子佳人，如评话《三国》、弹词《西

厢》; 有以喜剧、闹剧为主，称为“长脚笑话”，如评话

《济公》、弹词《三笑》等。长篇演出时间长，传统上

至少要说满一个月，长的甚至半年以上。艺徒进入

师门后，无论学苏州评话或苏州弹词，传统学习是学

一部长篇。评弹艺人学会一部长篇后，在江南吴语

地区“跑码头”巡回演出。书以人传，长篇书目是传

统评弹艺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初学者系统掌握

评弹艺术的“出窠”书。
传承，也包含着创造性的发展。苏州评弹在继

承传统内容的同时，也要有所创造，俗话说“常说常

新”。比如: 张云亭说《玉蜻蜓》一书，同样一部书，

他在两家书场说的完全不同。平时他对书不断修

改，想到什么，就记在香烟壳子的反面，他休息的地

方“床后有一个竹筐，丢满了香烟壳子，偶尔想到什

么，就记下来，以前怎么说，还可怎么说”［13］。在评

弹艺人当中，张云亭有“活口”之称。评弹艺人有

“方口”“活口”之别，“方口”照师传脚本说唱，绝少

变动;“活口”则可随意穿插，“今世有魏钰卿者，独

赋文才，能以己意当场编唱，自然雅致合韵; 弹词界

中，马如飞而后无抗手焉。”［14］马如飞文采很高，能

现场发挥，现编现唱，魏钰卿师从马如飞十二弟子之

一姚文卿学习，是马如飞再传弟子，才学独步一时。
苏州评弹书目是发展的，长篇越说越长，内容越

来越完善，新的书目又不断地产生，如二十世纪三四

十年代兴盛一时的《啼笑因缘》和《杨乃武和小白

菜》，这中间凝聚着一代又一代评弹艺人的心血和

创造。苏州评弹有“簧书”的说法，就是没有师承自

己编说，如抗战时说《三国》的名家唐耿良:“下档接

手的说书人进不来，我也出不去了，只能继续留下说

书，一面是炒冷饭，一面是看了小说说簧书。”［15］由

于自己编的书，内容新，说久了，经过加工，也会受到

听客欢迎，评弹名家潘伯英善编新书，曾说: “换书

不如簧书( 即编造下去) ，久簧成崭。”
苏州评弹第二个师承内容是说书的技巧。苏州

评弹是用苏州方言说唱故事的，怎样把故事说得娓

娓动听，津津有味，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也是苏州评

弹成为一门艺术的关键所在。在长期的艺术实践

中，苏州评弹的艺术表现手段主要有“说噱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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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评弹作为一种民间说唱，以苏州方言为标准，以

“说”为主，用说来叙述情节、描写景象、评议事理、
描写人物。苏州评话说法灵活，在第一人称和第三

人称之间“跳进跳出”。
人们喜欢听苏州评话、弹词，不仅可以增长知

识，消闲岁月，而且可以“解颐”。如果要在中国的

词典中找一个和英语“幽默”对等的词汇，那就是

“噱”了。苏州评弹中的“噱”指演出中的笑料，有

“噱是书中宝”之说。苏州评弹的“噱”内容丰富，有

书情本身人物言行及喜剧情节产生的笑料“肉里

噱”; 有结合书情，穿插进去的笑料“外插花”; 有特

意设计的“小卖”，评弹艺人为了逗笑听客，所作的

一两句幽默、风趣、诙谐的话则叫“小卖”。
苏州评弹以“说”为主，除了“噱”以外，苏州弹

词有弹、唱来帮衬，评话有“八技”。苏州弹词伴奏

的传统乐器是琵琶和三弦，想着南国女子身穿旗袍，

怀抱琵琶，男子身着长袍，弹三弦，本身就是一幅可

供欣赏的图画，待到朱唇轻启，轻音缭绕，那真是种

艺术享受。苏州弹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众多流派

唱腔，更是增添了其迷人的魅力。一般评弹艺人在

“说噱弹唱”四字之中，占着一字，就可以靠其吃饭

了。如果要想成为名家，则需“说噱弹唱”俱全。评

话“八技”，在长期的口头流传中，说法不尽统一，有

说“木鱼 声、马 蹄 声 ( 分 快 马、慢 马、雪 地 马、沙 地

马) 、马叫声、掌号声、吼叫声、哆噜声、播枪声、鼓声

( 战鼓、堂鼓) 、兵丁出扯声”［16］为“八技”; 也有说是

口技，状笑状哭，状各种声音，还有各地的方言( 乡

谈) ，每一种技术都是一门学问，需要认真钻研，刻

苦模仿练习。
苏州评弹是不断发展的，在“说噱弹唱”的基础

上，逐渐形成“演”。传 统 苏 州 评 弹“在 说 法 中 现

身”，沈沧州云: “戏与书不同何也? 盖现身中之说

法，戏所 以 宜 观 也。说 法 中 之 现 身，书 所 以 宜 听

也。”［17］175苏州评弹在叙述情节中显现角色，“说法

现身”主要指“起角色”，即模仿人物说话的腔调和

表情及某些动作。清末熊士良以擅说《三国志》而

红，起“曹操”角色很像，人称“活曹操”; 同样说《三

国志》的黄兆麟起“关公”角色时很传神，人称“活关

公”。民国时说《描金凤》出名、人称描王的夏荷生，

“在起洪奎良角色时，利用所戴的一顶瓜皮小帽。
在额头往下一压，或望上一推，再加上炯炯有神的眼

睛。听众反映都说，活脱脱一个老地保”［18］。这种

“起角色”的方法逐步发展成“演”，评弹的“演”不

用化妆，着重于传神。苏州评弹的“演”最早吸收昆

曲的手法，后学京剧。杨莲青说《狸猫换太子》，大

量吸收京剧的表演，惟妙惟肖地学李桂春“做派老

生”演包公，以京剧大花脸演庞吉，没有脸谱，一起

角色两面面孔都会抖动，他演瞎眼李太后念白做功

学京剧名旦李多奎，再加上点“瞎子算命”评弹表演

技巧，塑造人物形象强。说得好，演得好，后来有人

说这是苏州评弹的“海派”风格。
苏州评弹第三个师承内容是评弹艺人在行艺方

面的知识、经验、见解、体会。较早的有传说王周士

曾在乾隆御前弹唱，他留下了《书品》和《书忌》。
《书品》云:“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放而不宽，收

而不短，冷而不颤，热而不汗，高而不喧，低而不闪，

明而不暗，哑而不乾，急而不喘，新而不串，闻而不

倦，贫而不谄。”［17］173

《书忌》云: “乐而不欢，哀而不怨。哭而不惨，

苦而不酸，接而不贯，板而不换，指而不看，望而不

远，评而不判，羞而不敢，学而不愿，束而不展，坐而

不安，折而不拼。”［17］173

《书品》是对评弹艺人说书时很高的要求，《书

忌》是评弹艺人在说书时竭力避免的。《书品》和

《书忌》是艺人经验的总结。评弹艺人靠说书为业，

听客出钱听书，所以听客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他们的

生存。如何抓住听客，使听客不管刮风下雨都要赶

来听书，评弹艺人充分利用书中的“关子”，“关子”
是一部书中故事发展的高潮部分或转折点，扣人心

弦，有“关子毒如砒”“没有关子就没有书”的说法。
传统苏州评弹的表演是直接面对听众的，被称为

“人面对肉身”，高明的评弹艺人应该随时注意听众

的反应，随时调整说法。苏州评弹雅俗共赏，要求

“雅”与“俗”矛盾统一。如果一味追求高雅，就会

“叫好不叫座”，太俗又会“叫座不叫好”。富有经验

的评弹艺人两者会拿捏得很有分寸，统一得好，结合

得紧，书好听，生意、口碑都好。
“台上说书，台下寻书”，评弹艺人除了跟师学

艺以外，还要深入社会，深入生活，寻找说书的素材。
姚荫梅唱《旧货摊》，他平时就喜欢逛旧货摊; 许继

祥说《英烈》，深受听客欢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在上海红极一时，每天上书场总是提早一、两个小

时，有时在一家花鸟店停下来，有时在一个地摊边上

弯下腰去看半晌，潜心观察当时社会上的一切事物，

随时拿来以今喻古，以古讽今。“说书说势，说书说

时”，说书要跟上时势，使旧的书目注入当下的人情

世故，使旧书的精神与新的世道人情相适应，听客虽

听旧书，如听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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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艺人除将精湛的书艺吸引听客外，还须注

意自己的品德，所谓“德艺双馨”。评弹艺人深入民

间，说书不仅供听客消遣解闷，还肩负着劝忠教孝、
讽世教化的功能。在江南吴语区，评弹艺人俗称

“说书先生”，说书人只有自己行得正，才能有说服

力，起着示范的作用。
苏州评弹的传承体系，一方面是通过血缘关系

如父子、兄弟、叔侄的继承体系; 另一方面则是“外

行进”，业外的人通过拜师学艺的业缘继承体系。
血缘和业缘，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前者占优势，这和

中国传统的“血浓于水”家族观念是分不开的，现代

社会的发展，家族观念淡化，源于业缘的关系则有上

升趋势，这两者的结合，使得苏州评弹代有传人，生

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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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ly on the Inheritance of Suzhou Pingtan

HAN Xiuli
( Educational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Shanxi Communication College，Taiyuan 030013，China)

［Abstract］Due to its admirable life-power，Suzhou Pingtan，which has existed and lasted for hundreds of years，is a
great fortune inherited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Suzhou Pingtan inheritance model should inherit the historical accu-
mulation，cultural tradition and unique original spirit． The content and modality are multiple and fresh，both inherited and
created． Mastering the cultural meanings and crafts of Suzhou Pingtan depends on education which ha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people to inherit and better enhance this Chinese excellent art，which must be helpful to the protection of Suzhou Ping-
tan． In the meantime，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Suzhou Pingtan play the active and promoting part in spreading，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is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art．

［Key words］Suzhou Pingtan; tradition of inheritance; way of inheritance; content of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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