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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昆剧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X

王染野
(苏州市戏剧家协会,江苏苏州 215006)

摘  要: 昆剧是从昆山腔起始, 经过昆曲的研制成功,最后才形成或发展而来的 ,它是吴地历朝

历代多种文化的结晶。昆曲不是魏良辅一人独创,而是综合发挥了当时许多戏曲家与戏曲音乐家的

集体智慧而成的。梁伯龙5浣纱记6也并非第一本昆剧。昆剧有固定剧本,而且它的文学水平甚高,是

地道作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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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剧号称我国戏曲之母。如果从我国戏曲发展的源头来审视这一说法,似乎不太准确 ,因为我国具有较

完备剧艺形式的戏曲,在唐宋间便已出现了。那末, 唐宋间戏曲应是我国/ 戏曲之母0。但是, 若就明代以来,

把声、色、舞及各种文学形式乃至各种技艺高度综合统一到一起成为最完备的剧艺且进而达到了相当精致的

程度,又于近三百余年来影响推动了数以百计的剧种的成长与发展,特别是在表演艺术的身段、动作等技巧乃

至技艺上给它们一一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活力这些方面来看, 说它是我国近古时期的/ 戏曲之母0, 言之也未

必过也。总之,它诚然是我国民族传统戏曲中的优秀遗产,值得我们予以珍视, 并应努力使之发扬光大的。此

外,还因为它是产生于我们吴中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古典精致而高雅的宝贵演艺,我们就更应当加倍地宝爱它、

珍护它。因此,我以为有必要在这里加以比较系统的探讨,以求得对于它的进一步认识。

一、昆山腔  昆曲  昆剧

自明代中叶以来,许多戏曲史家、史论家、曲论家乃至声律家,统统把昆山腔、昆曲、昆剧三者混为一谈, 忽

略了这三者是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也忽略了在具体的艺术质态上,它们是三种不尽相同的东西,在其艺

术品格上,存在着文野、高低之差。降至现代,这种三者混为一谈的情况仍未得到纠正。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

版的5辞海#艺术分册6第 26 页/昆曲0条目中载道: / 昆曲,戏曲剧种, 清代一般称昆腔为昆曲, 后亦称昆剧。0这

就是因袭旧说,将三者混合称谓。1982 年出版的5中国戏曲曲艺辞典6仍如此混合称谓。而近年出版的5中国

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6 ,在开列昆剧条目时还是把三者混为一谈。我以为有辨明的必要。

经过反复的考证,我认为昆山腔、昆曲、昆剧看似是一回事,其实又不能完全看成是一回事, 因为它们只是

同一声腔母体中的不同的艺术质态。

先说昆山腔,这应当是在元末明初昆山当地所流行的山歌、谣曲, 初被南曲吸收, 尚未完全脱尽原始状态

的那种声腔。5南词引正6一书载道: / 元朝有顾坚者,离昆山三十里, 居千墩,精于南词, 扩郭铁木儿闻其擅歌,

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 自号风月散人, 其著有5陶真雅集6十卷、5风月散人乐府6八卷行于

世;又发南曲之奥, 故明初有昆山腔之称。0到了明初,人们便把这种曲子称为昆山腔。而此时并无昆曲,那些

研制昆曲的人尚未降生于人世,当然更无有昆曲演唱的昆剧了,这是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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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明代著作家周玄 在5泾林续记6中记述了明朝开国,洪武帝朱元璋召见昆山人瑞一百零七岁(一说

一百零四岁)老人周寿谊时, 谈到了昆山腔,那书上写道: /上笑曰(指洪武帝) , 闻昆山腔甚佳, 尔亦能讴否?0这

个昆山腔,就是在南曲中演唱的一种声腔, 朱元璋当年在张士诚军营中听到过它的演唱, 但这不能与后来的昆

曲、昆剧混为一谈。因为彼时昆山腔还颇为粗糙, 还未脱南曲体制, 也更未形成昆曲的这种独立的声腔。

而昆曲,是指明代中叶前期在昆山腔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新腔,是在洪武年之后的一百六、七十年,才在

昆山、太仓、吴县一带经后人努力创制成功的。徐文长在5南词叙录6一书中写道: / 称海盐腔者, 嘉(兴)湖(州)

温(州)台(州)用之, 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0可见那时昆山腔只限于苏州地区流行,还不能完全与其他诸腔争

胜。但在嘉靖时,由于昆腔的改进革新与丰富, 才达到了创新的地步。而这一发展却有赖于定居太仓南关的

江西籍声律家魏良辅锐意创制。他全力以赴地去研究它的声调旋律乃至发音吐字等方法。后经许多人的参

与研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终于成功。这时已到了明嘉靖二十六、七年左右。之后不久,学唱者日见其多,

渐次流传开来,也只有在这一时期, 才算有了昆曲, 也才应作昆曲时期。此前只能是昆山腔时期。不过,此时

昆剧仍未诞生,这也是历史事实。

至于昆剧何时诞生,历史已一再表明, 它是在昆曲之后。我以为, 所以叫昆剧, 则首先得有以下两个事实

决定:其一, 是继承了南戏以来的舞台表演艺术(也即是说必须具有剧艺才能称作剧也) ; 其二, 就是由吴县天

池山人陆采,用昆曲演唱了他自己编写的传奇5明珠记6 ,不久又有昆山人梁伯龙以自己编写的大型传奇剧5浣

纱记6 , 运用昆曲被之管弦,成功地塑造了立体的人物形象,追求演艺的直观效果, 演出时又得到了不少器乐伴

奏专家的美妙配合,并都获得了极大成功。人们自此竞相仿演,并引起普遍爱好, 形成为成套而又固定的舞台

剧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算是进入了昆剧最初形成期,也才能算是有了昆剧。这是有大量史料可查的客

观历史事实 ¹ 。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昆山腔是较为粗糙的, 是昆山地方山歌谣曲初被南曲吸收而未完全脱离

原始状态的那种声腔;而昆曲则是以昆山腔为基础,再综合其他声腔乃至曲调, 加以细微化、典雅化, 最后提高

化了的一种曲调,当初只是清唱为主; 至于昆剧,则应当是吸收了南戏以来舞台上的优秀表演艺术, 以歌舞而

演故事,并且是以昆曲为其主声腔的一种戏文。由此可以看出, 这三者应是同一艺术范畴中的三种不同的艺

术概念,如果混为一谈, 必然不够科学,故特订正之。

二、昆剧文化背景之探讨

研究昆剧艺术,首当注意文化背景。明代苏州名士徐树丕5识小录6在谈到昆剧时说,昆剧/ 四方歌者皆宗

吴门0。这里涉及的时段, 从 16世纪 70 年代到 17 世纪 20 年代整整万历的一朝, 其间几近 50 年,也确实是昆

剧迅猛发展的极盛时期, 故这句话就被不少昆剧史家认为是/ 准确扼要地点出了昆剧史上一个重要的时

期0 º 。这就逐渐造成一种印象, 认为昆剧是吴文化产物,甚至有些专家肯定地说 : / 昆剧是吴文化0。到 20 世

纪90年代, 又有人提出: / 昆剧是楚文化的后裔0。但上述两者都缺乏充足的证据来加以论证,说服力较差, 故

我们也只好姑妄听之。但这一问题是很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的。

我认为,昆剧既不是单一的吴文化, 更不是单一的楚文化, 而是多种文化的结晶。回溯一下历史发展的实

况,对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看得较为清晰, 也自然能知晓它究竟是怎样一种文化的产物了。战国后期, 吴为越所

灭,而越又为楚所灭, 其后相当一段长时期在吴地有楚文化呈现于生活领域, 但若因此就认为昆剧是楚文化的

产物,那也未妥。因为楚在战国末期又为秦所灭, 而此后又是两汉、三国、六朝、隋、唐、五代, 下降又由北宋、南

宋而元蒙,直到明代中前期才产生出昆剧, 这中间经历两千余年历史, 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剧艺是人文文化

和具体的艺术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戏曲又是受音乐文化声腔艺术的决定才形成的一门歌剧艺术, 这就决定了

它必然会受多种地方器乐与声乐的影响,这就造成了其文化背景的复杂性,非是简单公式一套, 凭主观想象就

能判定它是某种文化的产物。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 元蒙入主中原以后, 吴中的昆山、太仓、苏州一带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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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为数不少蒙族与色目人的移民,元人自北向南的几次大移民,都有元蒙下属各族人分配到苏州定居,这些

元人(姑且这样指称)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吴地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当然也会影响到戏曲

文化生活。到了明嘉靖时期,魏良辅、张野塘、袁冉、尤驼(一写作尤 )乃至昆山/ 梅花草堂0中的风雅曲友中

有各个省籍人士与各种族籍人士,他们共同研制了昆曲,并大量地吸收北曲融入早期的昆曲之中, 而这些北曲

也确实是源自元曲的声谱以为主要参考,有的只是稍加声调上的改进,那里面自然是充斥着元蒙文化因子及

燕赵音乐文化的成份。既如此,我们又怎能武断地把昆曲与昆剧硬说成是单一的吴文化产物或单一的楚文化

产物呢?

就目前昆剧的三大艺术门类、剧目、曲调、伴奏音乐的实际情况来看, 其文化因素也很复杂。它有不少剧

目,是反映了吴地生活的, 充满了吴俗风情与吴人精神气质, 但也反映了北人的生活习俗及心理状态;曲调的

运用虽说南曲较多,可北曲也不少, 同时吴声楚调以及燕赵之声直至蒙古色目之音也是兼而有之(从曲牌子里

就能看到很多) , 而伴奏乐中,则又不止于南曲所专有, 还掺和有北地管弦(如胡琴、笛子由西向北向东南发展

过来的)乃至还加进了后期道教音乐。总之, 从这个剧种的三个主要艺术门类来看, 它的艺术成份都是南北混

合的。因此 ,我们就更不能简单地硬把它说成是单一的吴文化或者单一的楚文化。因为它在实际上, 确实是

吴地历朝历代多种文化的结晶。

正因为我们把昆剧的这种复杂的文化因素进行了考察,我们对它的艺术组成因素才能求得较为全面的

认识,也才能对它着手进行推陈出新。比如, 当我们知晓了它的曲调中既含有吴、楚之声, 也含有元蒙乃至燕

赵之声,是南北合套的体制, 那么在经营管理演出,对曲牌的配置工作,就可以大胆放手地去运用那宣叙性极

强而又简明好懂的北曲系统的套曲来填词。这就比冗缓沉闷、唱时一声延至数息,唱了半天仍令人难懂的南

曲老套子腔去填词,似乎更令人好懂, 也易于使人接受。我以为这对发展昆剧艺术、对脱离/小众化0困境是有

利的。

三、昆剧究竟为何人所创制

一般认为,昆曲是明代嘉靖的魏良辅一人独创, 而将他奉为/ 昆剧之祖0 ¹ 。我经过反复考察,敢于论定,

这并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

明末诗人及戏曲活动家余怀在他的名作5寄场园闻歌记6中说道: / 良辅初习北音,于北人王友山, 退而镂

心,足不下楼者十年, 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 良辅啭喉押调,度为新声, ,吴中老曲师如袁冉辈皆瞠乎,

自以为不及也。0这条史料可以说明吴中早有研究昆曲者, 不止于魏良辅一人,否则也谈不上什么/ 吴中老曲师

如袁冉辈皆瞠乎,自以为不及也0了,而这也正好说明了魏良辅对昆山腔作了些提高的工作。

明代昆山曲论家张大复(元长)在其所著之5梅花草堂笔谈6中说道: / 魏良辅, 能音律 (中略) , 自云不如户

侯过云石,每有得与往咨焉, 过称善乃行,否则反复数交勿厌0 (交字可能校字之误) ,又说: / 梁伯龙闻, 起而效

之, (中略)改订元剧, 自翻新调,作5江东白65浣纱记6诸曲, 又与郑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陈棋泉五、七辈杂

之,而取声必宗伯龙, 谓之昆腔(即昆曲)0。另据当时曲论家宋直方所著5琐闻录6云: / 改弦之入江南, 戌卒张

野塘始也, ,昆山魏良辅者,善南曲, 为吴中国工,闻野塘歌,心异之, 留听三日夜,大称善, 遂与野塘订交。时

良辅五十余,有一女亦善歌, 诸贵人争求之,不许, 至是竟以委野塘。野塘既得魏氏, 并习南曲,更定弦索音节,

使与南曲相近。0这就是说野塘也参与了昆曲研制工作。

除上面所述及的袁冉、尤驼、过云石、梁伯龙、郑思笠、唐小虞、陈棋泉以及这张野塘等人外, 张元长在5梅

花草堂笔谈6中又提到了陆九畴、张新、赵瞻、雷敷民等参与研制过。明代大曲论家潘之恒在5亘史6中提过有

宋美、黄向琴等人也都为创制这昆曲声腔作过这样或那样的工作。总之, 昆曲是综合发挥了当时许多戏曲家

与戏曲音乐家(包括职业的或业余的专家在内)的集体智慧创制成功的。如果不顾这些客观事实, 单说魏氏一

个人能创制一个曲种或剧种,并将其奉为/ 昆曲之祖0或/ 曲圣0, 这是不科学的, 也难以令人信服的。

但我们也不能把魏良辅的创造功绩一笔抹杀, 他使得原始昆山腔有了进一步的精炼与提高,丰富了声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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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了唱法,形成了一种雅韵宜人的风格特点 ,并在唱时教人掌握字的/ 头、腹、尾0的咬字方法, 注意声情的运

用与词情的表达等。所以,我们可以说, 魏良辅是一个卓有成绩的昆曲研究家、革新家。不过如果说有/曲圣0

或/ 昆曲之祖0 ,则应是创建它的集体。

四、梁伯龙5浣纱记6非第一本昆剧考

戏曲史家们在谈到昆剧的第一本戏剧作品时,总是首先推出梁伯龙的5浣纱记6。四百多年一直如此, 几

成定论。梁伯龙是有名一代大家不假,编撰出5浣纱记6也是事实, 因此在剧坛享有盛名。惟有说他这本戏是

第一本昆剧,就很难说是事实了。

此事关乎昆曲昆剧成长年代问题,还牵连影响到昆曲早年衍为流派多生的问题, 不能算是个小问题。所

以我在早些年就已开始了对它的考证,到最近终于掌握了较为可靠的根据,方始对它来下一个新的论断。早

在明正德之后,至嘉靖初始的十多年, 吴县已有曲师研唱昆腔, 并能订谱成为戏腔。当时定居于吴县天池山的

一位少年成名的文士陆采其人,署名作成传奇5明珠记6 ,且在吴中演出。它应当是第一本昆剧。

这里先述一下陆采的生平身世。陆采,字子元, 因定居天池山, 故号陆天池, 亦别署天奇。生于弘治十年

( 1497) ,卒于嘉靖二十年( 1541) ,年仅 44 岁,盛年早逝。他是吴县名宦都穆的女婿,并从岳父穷研诗古文词, 他

诗学盛唐,文学六朝, 又善好杂剧传奇。其兄陆灿亦然, 都在昆唱初流行时习唱 ,此种昆唱, 可以称之为/吴派

早期昆曲¹ 。由此可知,昆曲是早有流派所宗, 这倒是昆剧史或昆曲史所少谈甚至未谈到的事。再说陆采昆

剧5明珠记6是怎样诞生的。这戏先是其兄陆灿所作, 并未完篇, 便由他接过去, 重新改编改写, 终于撰成。此

时,陆采年未入冠, 仅 19岁。成书当年, 由吴中研唱昆腔之老曲师打谱上腔, 然后被之管弦,登上舞台演出。

曲论家沈德符在其名著5顾曲杂言6中谈论/ 填词名手0时这样写道: / 南曲,则5四节6、5连环6、5绣襦6之

属,出于成(成化)弘(弘治)间, 稍为时所称。其时即嘉靖初, 陆天池名采者, 吴中陆中山黄门之弟也。所撰有

5王仙客明珠记6、5韩寿偷香记6、5陈同甫椒 记6、5程德远分鞋记6诸记。今惟5明珠6盛行, ,近年则梁伯

龙、张伯起, 俱吴人,所作盛行于世。0从上面叙述的排列看,梁伯龙也是晚出的。那末再考一下梁氏生平,按:

梁伯龙生于正德十四年( 1519) , 而5明珠记6在 1517年(正德十二)作者 21 岁前后便已演出, 此时不仅没有5浣

纱记6 ,就连这戏的作者梁伯龙也尚未出世。又, 5苏州府志6卷八十一中也写道: / , ,陆采, ,廿岁前写就

5明珠记6 , ,并付与吴门老教师精音律者逐腔改定(中略) ,然后-妙选演员,教演登场. 0(据明志引述)这说法

又一次证明陆采5明珠记6不仅成书于5浣纱记6前,而且演出也在其前。

此外,这几条资料的重要, 在于它还向我们有力地证明了魏良辅在太仓研制的昆曲尚未公开传唱,而吴派

昆曲不仅已经流传,且有/ 吴派昆曲0被之管弦, 登上舞台演出了;同时,它给我们研究昆曲声腔史还启导出一

个新的思路,提出了新的课题。

五、昆剧剧本文学品位及性质

对于昆剧剧本文学品位及性质,我认为, 应当予以特别重视才对。但长期以来, 历代剧评家们并不太注重

它,而是对表演特别是对演员的技艺甚感兴趣, 有时对唱曲之声律也穷加探讨甚至对演出中的轶事逸闻也颇

关注,可就是不太研究它的文学品位及其性质。

我国民族传统戏曲的剧种多到 374 种。在往昔,只有少数地方大剧种如京剧、秦剧、川剧、闽剧等,有极少

数作家写出了少数剧本进行演出的,而更多的演出并无固定剧本,如梨园行所说的那些剧目即所谓/ 唐三千宋

八百,数不清的三列国、西游封神杨家将,水浒瓦岗三、五侠0 , 大抵都是由艺人中懂戏最多的/ 戏包袱0 , 以/ 说

戏0方式排出的一出出/ 提纲戏0。所谓/ 提纲戏0 , 是用纸写出每场戏剧情节,贴在台柱或桌沿上, 一场场地讲

述给在场演员听,之后再提出对演出艺技处理的特殊要求,大家都到台上见玩艺。至于剧中唱词, 仅凭演员临

时在台上自由发挥,即兴创作, 没有剧本,但要求唱时一定要合辙、押韵。可往往因韵害意, 比如为了押/平0字

韵,居然能唱出/ 双膝跪在地流平0、/人来带过马能行0这种莫明其妙的词句来。所以, 人们把这种词喊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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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因为魏良辅等所研制之昆曲,在嘉靖二十七年的中前期才由制定而传唱,要比他晚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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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自光绪后期以来, 尚有近 753个折子戏¹ ,这是一笔丰厚的昆剧遗产。这是建立/ 昆剧学0的理由与原因。

建立/ 昆剧学0应以一个研究机构为依托,通过举办昆剧学术研讨会、出版专门研究刊物和丛书等活动来

进行。必要时还可举办专场演出,并制作录相片, 作为进行学术研讨时的对照参考。而当务之急是应当先恢

复 1987年停刊的5昆剧艺术研究6 ,尽快开展研究。

/ 昆剧学0的研究内容,我以为应有这样一些题目: 关于昆剧的艺术品位的定评, 昆剧文学的特色与品位的

论定,昆剧发展的真实轨迹, 昆剧各代作家的搜罗立传问题, 对昆剧剧本的总数统计及论述,昆剧剧目的发展

与演变、消亡与积累的探索, 昆剧声腔起源的客观事实的准确阐明, 昆剧 1500多个曲牌全面记录、定谱及将其

变为/ 昆唱0而一一录音,昆剧器乐伴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如四大件即笛、笙、二胡、提胡,又如金、革、木的昆

锣、单皮鼓、云板)及其/ 文武场0之运用与他剧种同等研究。更大的研究应是昆剧表演艺术的研究, 对于昆剧

行当生、旦、净、末、丑、付、贴、外、杂及流行之发生、衍变和其各司之职能和在演出中之分工等, 亦应作出准确

无误的考证与阐明,其外部形体动作, 如眼神、手式、身段、台步、整冠、理髯、水袖的种种运用(单是水袖的法式

少说也有百余种之多)。而最为艰巨的是对于重点剧目在演出中的全程记录,其中不仅要记其身段谱, 还要记

出其锣鼓经、面部之化妆、身上之穿戴以及特技之运用, 也惟其如此,才能知其演出之全貌, 以留与后人学用。

(责任编辑:周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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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据上海戏校陆萼庭教授的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