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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中昆剧流派
X

顾聆森
(苏州市戏剧家协会,江苏苏州 215002)

摘　要: 昆剧问世伊始,昆山派迎合士大夫、贵族文人的审美情趣,开创了典雅骈俪的一代剧风,而萌起

于丝绸之乡的吴江派奋起为昆剧的市民观众代言,以“本色”理论对昆山文风予以否定。在昆剧的发展过程

中, 苏州的人文环境促进了昆剧所内蕴的二元社会属性即贵族性、市民性的和谐共处, 苏州派从而得以最终

完成雅俗共赏的昆剧终极风范, 从而显示了吴中昆曲派的无比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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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西方戏剧相比,中国戏剧形成较晚,直到

12 世纪才出现它的雏型, 那就是宋代的杂剧和

南戏。但不久以后中国戏曲就在元代出现了第一

个高潮。进入明代,一支小小的南曲声腔——昆

山腔经太仓魏良辅的加工脱颖而出, 一统了吴中

剧坛, 并从吴中向全国幅射,成为了华夏大地上

的第一大剧种。此后的200年间, 吴中昆剧传奇

如林、流派纷呈。吴中昆剧流派的连续涌现,作为

一种戏剧文化现象,一直为史家、论家所关注,成

为研究昆曲历史、昆曲艺术和昆曲文化现象的无

法跨越、更不能阙如的门户。

一、昆山派:“始为工丽之滥觞”

无论杂剧还是南戏,戏剧语言与生活语言十

分接近, 故明白易懂; 梁伯龙(辰鱼)的昆剧处女

作《浣纱记》则不同,“纯用四六”,还镶以典故,俨

然是“八股”文章。《浣纱记》以降,此风靡然,中国

戏曲的“本色”传统, 随着昆剧的问世而戛然中

断,故明代曲家凌 初说:“自梁伯龙出而始为工

丽之滥觞”。[ 1] ( P253)

然而, 梁辰鱼对戏曲传统文风的叛逆, 并不

完全自觉,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昆曲音乐。

当年魏良辅曲家群落研制的新声腔昆曲,号

称“水磨腔”, 和原来流行于吴中的昆山腔已不能

同日而语。昆山腔虽在元末明初经千灯顾坚的加

工整理, 取得了“昆山腔”的冠名权, 但声腔依旧

是一种畸农市女顺口而歌的民间声腔。魏氏的昆

曲则是魏良辅对昆山腔等南曲声腔改革的全新

成果。最瞩目的是废止了束缚声腔流传的苏州方

言, 而以“苏州- 中州音”为舞台语音。“苏州- 中

州音”俗称“苏州官话”,兼备吴侬软语的婉转柔

媚和北方语音的遒劲豪放,从而为声腔音乐的南

北交流融汇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魏

良辅得以引进北曲和先进的北曲音乐理论,并得

以消化传统的声韵学说于歌唱之中,从而使戏曲

的歌唱方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 达到了“尽洗

乖声,别开堂奥”,以及“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

则头腹尾音之毕匀”[ 2] ( P198) 这样字正腔圆的境

界。而 “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 字则头腹尾音之

毕匀”作为歌唱技巧, 已细化到了平上去入的声

母(“头”)、介母(“腹”)、韵母(“尾”) ,这恰恰吻合

了吴侬软语的韵味追求。因而昆曲被人称为“水

磨腔”,是一种十分形象生动的比喻。

魏良辅是按照士大夫、贵族文人的主流审美

潮流, 对原始的民间声腔进行了雅化, 这种雅化

的彻底性由内而外,一直延伸到表演者清唱的姿

势:

唯腔与板两工者乃为上乘。至如面上发

红, 喉间盘暴,摇头摆足, 起立不常, 此自关

人器品, 虽无民与于曲之工拙,然去此,方为

尽善。[ 2] (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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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魏良辅原是江西豫章人, 中年寓居苏州太

仓,魏氏若没有这次迁居,就不可能有声腔改革

的动机与成果。太仓在元代一度是昆山的州治,

明弘治十年始独立为州,自古就是粮仓, 由于地

处长江入海口, 浏河港外通琉球、波斯及东南亚

等国,故称为“六国码头”、“天下第一码头”,不仅

是货物集散之地, 也是南北人口往来、文化交流

的重要基地。魏良辅拥有了一个经济繁荣、文化

发达、社会开放的度曲环境,环境赋予了魏良辅

独特的开放思维和创作灵感。从而才形成了“苏

州- 中州音”的舞台语音选定、引进北曲等重大

的艺术改革决策。

而其时吴中文坛崇尚工丽华靡, 正受着复古

文学流派——“后七子”的浸淫。“后七子”领袖又

是太仓王世贞, 他执掌文坛期间, 以戏曲文学是

否具备“词家大学问”为批评标准, 一味主张典

雅,反对本色,在某种程度上,梁辰鱼的典雅剧风

除受昆曲音乐质的制约外, 他并不能超越时代而

不受吴中文学潮流的掣肘。也正是这个缘故,《浣

纱记》一问世,就立即受到了王世贞的赏识与推

崇,梁辰鱼也因此词名赫然,其典雅剧风遂被史

家称为“昆山派”。

苏州乃文人荟萃、士大夫聚居之地, 由他们

推波助澜,迅速使典雅剧风蔓延成风。当是之时,

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 吴人衣食住行相对奢

华,士大夫家尤以筑园较胜。昆剧和园林作为明

代吴中特产, 它们互相吸引且互相依存,一方面,

昆剧每每把私家园林作为传奇故事的场景或发

生地,以致形成 “私订终身后花园, 落难公子中

状元”的所谓“园林范式”;另一方面, 士大夫也在

他们的“后花园”的舞台歌榭“演歌征剧, 啸咏其

中”。置办昆剧家班从而成为士大夫、贵族文人的

时尚。

昆剧和园林的联姻,进一步提升了昆剧的贵

族性,其极致的标志是进入皇宫。据史料记载,清

代的宫廷演剧机构南府,昆剧优伶最多时有数千

人之多, 由于优伶多是苏州人, 以致清宫中昆剧

优伶的居处被称作“苏州巷”。

在苏州这方具有2500多年的文明历史的热

土上, 独特的吴侬软语哺育了举世无双的昆剧。

在昆山腔——昆曲——昆剧的演化过程中, “时

势”造就了足以代表各个阶段的英杰,如千灯的

顾坚、太仓的魏良辅、昆山的梁辰鱼, 然而, 昆山

派并非个体行为所能造就,而是地域文化——吴

文化的一种合力生成,归根到底是苏州深厚的人

文结晶。

二、吴江派:“鄙意僻好本色”

昆剧问世之时,苏州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已初

具规模, 以丝织手工业为龙头的城市经济正在跃

然起飞。其时,苏州、盛泽和杭州、湖州被称为我

国四大绸都。魏良辅研制昆曲的明嘉靖年间,苏

州已是“比屋皆织”、“以杼轴冠天下”了。吴江的

丝绸业最早多请苏州城里人织挽, 久而久之,便

自精其业。据《吴江县志》载, 嘉靖之时,“盛泽、黄

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盛泽、黄

溪原来都是“食不能毕一豕“的小村落,由于“尽

逐绫绸之利”而“渐致富饶”, 并发展成为有名的

县属市镇。

丝绸业又推动了其他城市手工业。苏州就成

为了古代著名的轻工业城市,工艺、钟表、铸造、

印刷等行业在国内声誉卓著。丝绸同时还带动了

商贸,也哺育了市民队伍。万历29年( 1601)苏州

丝织工人葛成领导了一次反税监孙隆的大规模

市民暴动,税监孙隆为之魂飞魄散,不得不潜逃

杭州。反监税斗争的胜利表明,苏州市民在嘉靖、

万历年间已发展成为一支成熟的社会力量。时至

明末,苏州光丝织工匠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业从业

者, 人数估计已在10万以上,这个庞大的社会阶

层, 不仅是城市的经济支柱, 也成为了足以左右

苏州政治乃至文化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文化消费

眼光也开始转向于昆剧。丝织手工业所带来的庞

大的新兴市民阶层,乃是新兴昆剧潜在的观众后

备军。但由于昆剧与市民的欣赏趣味有较大距

离, 市民舞台总是希望能够按照市民的审美理想

去引进昆剧, 于是吴江沈 应运而生, 健步登上

了市民舞台的九龙口。

沈 ,出生于吴江松陵镇,曾祖沈汉,正德16

年进士, 《明史》有传。曾祖以下, “代有显宦”,是

典型的江南士大夫书香门第。沈 于万历二年

( 1574)中进士,先后在兵部、吏部、礼部供职。曾

因疏请立储触怒了万历帝, 被连降三级, 但不久

起复,并升光禄寺丞。就在光禄寺丞任上,沈 称

病辞官,回到丝绸之乡吴江, 从此埋头于曲学研

究和传奇创作20年。

沈 以其卓越的曲学理论和传奇创作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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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帜于曲坛, 被公认为“词坛盟主”, 一大批吴越

曲学家、传奇家如王骥德、吕天成、冯梦龙、徐复

祚、袁于令、范文若、沈自晋、卜世臣、叶宪祖等吸

引在沈 周围,他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昆曲本色

运动。

沈 自称“僻好本色”,他的本色见解几乎

“一竿到底”, 不仅允许传奇语言运用俚言俗语,

甚至主张净、丑角色以苏州方言进行插科打诨以

吸引下层观众。在“本色派”的言论中,复古派王

世贞几乎成了众矢之的,如沈德符批评他的曲学

观点“识见未到处”[ 1] ( P210) ; 徐复祚更是讥笑他

“于词曲不甚当行”、“执末以议本”。
[ 1] ( P235)

他们

对典雅剧作的批评更是尖锐无情,认为这些作品

不异于“对驴弹琴”、“纯属措大书袋子语,陈腐烂

臭,令人作秽!”
[ 1] ( P236)

沈 为首的吴江派的本色论,本质上是一种

市民审美理论。沈 不仅充当了市民观众的代言

人,而且在创作传奇时身体力行, 他生平创作传

奇17种,除处女作《红蕖记》作于辞官回乡之初,

是时他的“本色论”尚未成形, 未免于典雅, 但此

后即一变文风,无论其唱还是念白,通俗易懂,绝

无听觉障碍。

沈 作品的题材也有意避开才子佳人、帝王

将相, 把笔触直接深入到市民生活中,从而勾勒

了一大批惟妙惟肖的市民舞台形象。

昆曲的本色运动, 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昆曲

终于从士大夫、贵族文人厅堂红氍毹突围而流入

市井。以赢利为宗旨的职业戏班随即风起云涌,

充塞于会馆、庙台、船台, 乃至露天的草台, 致使

原来流行于吴中的弋阳腔、余姚腔甚至为士大夫

一度青睐的海盐腔陆续退出吴中,至明末, 几由

昆曲一统城镇而成为剧坛霸主。同时,昆曲又仗

着舞台语言的南北兼容,职业戏班开始沿运河渐

次北上、南下,沿长江东移、西进,向全国弥散。随

着越来多的市民观众分享昆曲, 导致了昆剧观众

结构的重大改变。

然而,职业戏班的活跃也使昆曲本体遭受到

某种威胁,由于市场的诱惑,以及对市民观众欣

赏趣味的迎合,职业戏班总不免从“本色”流入媚

俗,传奇剧本在戏班的舞台上几乎没有不被篡改

的,民间声腔的演唱惯性也影响到传奇创作,从

而使魏良辅视为度曲基石的曲律陷入了危机。沈

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及《词隐先生论曲》、

《唱曲当知》、《遵制正吴编》等一批音律著作就在

昆剧深沉的音律危机中问世。

“音律论”是沈 为首的吴江派又一大理论

支柱。提倡音律也可以说是对魏良辅创立的“水

磨腔”的一次颇为关键的卫道。然而沈 的音律

理论却遭到了临川汤显祖的强烈批评,从而发生

了昆剧史上空前的学术争鸣。汤显祖主张创作以

“意趣神色”为主导,“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

用”,就未必一定要顾及音律。显然,汤显祖把剧

作家表达创作意图和施展文采(丽词俊音)放在

首位, 为此不惜破格出律,因而汤显祖的典雅绮

丽又不免诘屈聱牙,但作为这个时代的士大夫剧

作家, 一方面他以先锋的笔墨, 冲破了传奇的形

式束缚,创作成功了不朽名著《牡丹亭》, 以杜丽

娘这一追求婚姻自主的少女,在漫漫的黑夜燃起

了个性解放的火炬,迎合了广大市民观众的审美

心理, 而同时, 他使事用典的媚雅文风因《牡丹

亭》的巨大影响力和文学地位, 正在成功地抵消

本色派的冲击。汤显祖和沈 一样,他们都不能

超越时代。昆曲所内蕴的社会属性即贵族性和市

民性的对峙, 酿就了他们艺术性格和审美观的矛

盾与裂变。“汤沈之争”尽管规模性和持久性都是

空前绝后的, 但决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极,相反,这

场深刻的学术争鸣,促进了昆剧二元的社会属性

即贵族性和市民性的和谐共处和融汇交合,并趋

归于 “雅”和“俗”最大限度的中和。

在“汤沈之争”的新阶段上,吴江派王骥德提

出了“法与词两擅其极”[ 1] ( P172)——形式和内容

的统一的主张;吕天成提出了“运清远道人(汤显

祖)之才情、守词隐先生(沈 )之矩 ”
[ 3] ( P213)

的

“双美”说。他们已经在为雅与俗的中和开具药方

了。尽管明代“典雅派”和“本色派”、“音律派”和

“破律派”旗鼓相角, 又尽管昆剧已一统吴中剧

坛, 但明代尚不具备实现“双美”的条件。一直要

到清初,苏州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而“花部”开始崛起,并有

力量与昆剧较量时,昆剧才得到了更为强大的动

力, 创立了雅俗共赏的“吴门曲派”风范。

三、苏州派:“上穷典雅,下渔稗乘, 既

富才情,又娴音律”

清初,苏州古城迎来了昆剧新纪元。

新纪元的标志,就是苏州涌现了一个新的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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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群落,即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派”。苏州派不

仅带来了传奇的改观, 而且又由于苏州派剧作家

“既富才情,又娴音律”,使得王骥德“法与词两擅

其极”的主张、吕天成的“双美”理想得到了实现。

随着职业戏班的活跃,终于创造了“三岁孩童识

戏文”、“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大普及

奇迹。

苏州派乃是市民剧作家群落, 如朱佐朝、朱

素臣、毕万后、叶雉斐、张大复、朱云从、薛既扬、

盛际时、陈二白、陈子玉、过孟起、盛国琦之属,大

多出身低微, 其领袖李玉原是明末大学士申时行

的家人,一生创作传奇42种,流传至今有18种之

多;清初名士吴伟业这样称他:“其才足以上下千

载,其学足以囊括艺林”[ 4] ( P1)。

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派继承了以沈 为首的

吴江派的创作传统,在沈 构筑的本色化的市井

舞台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市民题材。在他们

的作品中, 市民形象琳琅满目, 如: 莫成、汤勤

(《一捧雪》) , 颜佩韦(《清忠谱》) , 葛成 (《万民

安》) , 王馒头、赵翠儿 (《翡翠园》) , 马义、臧婆

(《未央天》) , 熊友兰、熊友蕙、娄阿鼠 (《双熊

梦》) ,沈万三(《聚宝盆》) ,诸葛暗(《艳云亭》) ,邬

飞霞(《渔家乐》) , 鲁智深(《虎囊弹》) , 金髯翁

(《琥珀匙》) , 碧莲 (《双官诰》) , 鲜于同 (《三报

恩》)⋯⋯无不栩栩如生。苏州派作品在塑造市民

形象的同时,竭力地张扬了市民精神,李玉甚至

把发生在万历29年葛成为首的苏州丝织工人暴

动写成传奇《万民安》, 把群众斗争的场面搬上了

舞台;稍后又把苏州市民为声援东林党人周顺昌

而举行的大罢市写成《清忠谱》, 塑造了颜佩韦、

沈扬、马杰、周文元、杨念如这些气贯长虹的市民

形象。

然而, 在苏州派作家身上,同样有着深深的

时代烙印。苏州派虽然是“市民作家”,他们的作

品在竭力张扬市民精神的同时, 却不自觉地流露

了浓郁的贵族意识。苏州派的精神世界从本质上

没有能够跳出儒家的道德范畴, 因而他们一方面

张扬市民精神,对于市民世界中有悖儒家道德的

世风又同时予以了充分鞭挞。苏州派作家还创作

了一批历史剧, 意在通过历史剧总结明亡教训,

在他们的意念中, 明之所以亡, 要害在于诸如忠

孝节义的贵族精神的萎缩与丧失。他们鞭挞堕落

的世风, 目的也在于把贵族精神引进市民社会。

像《万民安》这样的传奇,作者歌颂了领导暴动的

工人领袖葛成, 他最后被问成“大辟”, 然临刑地

震, 作者要以天怒人怨来警示贵族统治者的缺仁

少义, 而葛成之所以值得歌颂, 是因为“一人倡

义”, 赢来了“万民安枕”。可见,在苏州派那里,

“义”成为了联结贵族意识与市民精神的纽带。

苏州派剧作家朱素臣在《十五贯》中刻划了

苏州太守况钟的形象,况钟为了昭雪平民冤案,

毅然连夜“见都”,他还搬出了孟夫子的训导作为

“犯上”的庇护:

况钟:老大人差矣! 卑府虽以刀笔吏出

身, 未尚学问,还记得孟夫子有云,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民间苟有冤情,便当力为

昭雪,难道事出朝廷,就坐视不救?

况钟的“民本”思想,无疑是《十五贯》最具民主色

彩的部分。他甚至愿以乌纱为质, 以实践其“民

本”的追求。苏州派的另一位剧作家朱佐朝在他

的传奇《吉庆图》中还塑造了兵部尚书王成的形

象, 他可以大义灭亲, 判了误伤平民的亲生儿子

死刑。苏州派作家通过况钟、王成这样一批士大

夫形象的塑造, 在褒扬贵族精神的同时, 宣扬了

新兴市民阶层的理想。市民阶层并不奢望与贵族

平等,但希望有一个保障基本人权的公正执法的

生存环境。贵族的“仁”和市民的的“义”是避免社

会动乱, 打造和谐社会的基本因素。

苏州派剧作家群落的出现,是明末清初苏州

政治、经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一种人文现

象。贵族和市民的精神意识在改朝换代的大风大

浪中不断碰撞、消长, 苏州派剧作家以其低微的

社会出身和对贵族传统道德的崇尚, 以其“既富

才情”和“又娴音律”的艺术素质,“上穷典雅”而

“下渔稗乘”, 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雅和俗的共处进

程。在这个过程中,苏州派作家出于对戏剧审美

的全新认识, 调整了“曲”和“剧”的关系。作为宋

元杂剧、南戏以致明传奇的戏剧体例主宰,“曲”

在苏州派的多数作品中,已不再是决定传奇优劣

的唯一标志, 剧情开始依赖于人物的性格逻辑向

前推进,通过制造悬念以预设审美高潮, 白以叙

事, 曲以抒情。苏州派从文本着手缔造了一种新

的结构样式。完成了传奇体制由“曲”向“剧”的转

移。以《十五贯》为例,况钟在巡抚前立下了“半月

为期”破案平反的“军令状”, 而此刻其凶手尚未

有半点蛛丝马迹, 况钟的性格左右着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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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贯》中,“曲”在巨大的悬念过程中是抒发

情感、宣泄思想的手段, 不再是主导或推进情节

的主要动力。

与重悬念的结构相适应,“音律”服从于情节

的行进节奏。苏州派作家大多精于音律,如李玉

所著《北词广正谱》与沈 《南九宫十三调曲谱》,

一北一南,堪称双璧,苏州派作品既守音律,但并

不拘泥音律程式。因而,苏州派的传奇情节起伏

跌宕扣人心弦,不仅文采卓著,又通于舞台规律,

可读可演,既为读者喜爱,更深受职业戏班的欢

迎,尤其李玉的传奇, 常常出现优人“竞购新剧,

甫属草,便攘以去”
[ 5] ( P135)

的盛况。

如果吴江派沈 作为士大夫,在以“本色论”

为市民审美理想代言的同时,又以“音律论”为昆

剧的典雅音乐卫道; 苏州派李玉则作为市民,在

竭力捕捉市民生活题材的同时又热衷于维护贵

族精神。总之,在士大夫主宰艺术的时期,就不能

没有沈 ,在压倒多数的市民观众拥抱昆剧的时

候又出现了李玉, 苏州的历史老人执导的喜剧,

总是在高潮来临之际适时地推出了如此称职的

角儿登场。昆剧“家歌户唱”的奇迹,作为一种社

会现象,是苏州社会和人文积淀的硕果; 作为戏

剧现象, 则是吴江派和苏州派理论以及创作活动

的灿烂成就。昆剧正是在昆山派、吴江派、苏州派

的不断地、连续地碰撞、修正、沿革、发展中迎来

了雅俗共赏、为全民所共有的新纪元。这也正是

吴中昆剧流派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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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 inning of the Kunju Opera , the Kunshan School cr eates a cla ssic pa rallelism w rit ing to satisfy the

aesthetical inclination o f the scholar-o fficials and the gentlem en, but t he Wujiang Schoo l rises to speak for the

resident audience of the Kunju oper a and denies the Kunshan st yle w ith it s “ow n featur es”. In t he development o f the

Kunju Opera, the cult ur al environment promot es the harmonious ex ist ence of social duality character istic o f

gentlemen and citizens in the Kunju Opera, in w hich the Suzhou School develops into a popular and most r efined

model of the Kunju Opera and exhibits the gr eat charm of the Kunjiu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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