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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剧传习所今昔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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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昆曲的故乡苏州, 民间组织自发研习与传承昆曲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尤以成立于上个世纪 20年代

的苏州昆剧传习所对昆曲的传承与发展作出的贡献最为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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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昆曲的故乡苏州, 民间各种组织自发研习与传承昆曲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道光二十六年 ( 1846), 戏曲家姚燮在5过方

河里忆旧时曲社6诗中,有 /小红庭院黄华局0, /泥听清歌遂久淹0的诗句,描述的就是民间集会唱曲活动。这种活跃在民间的

自发进行研习与传承昆曲的活动,对昆曲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其中, 以成立于上个世纪 20年代的苏州昆剧传

习所贡献最为卓著。

1 昔日的昆剧传习所

1. 1 昆剧传习所创办前夜

清末民初之际, 我国众多剧种处于蓬勃发展状态。据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在 5明清传奇史6中统计, 到 1982年, 全国各地

共有戏曲剧种 317种,形成于清道光年间至清末的剧种仅可考者即有 121种, 约占戏曲剧种总数的 38. 2%。与此形成对比的

是, 曾经风靡中国南北方的昆曲却处境艰难, 只在苏 (州 )、常 (州 )一带犹尚昆剧 [ 1] ,故昆剧演员尚能在城隍庙演剧, 勉强度日。

昆曲落到如此衰落地步, 人们多认为是受了京剧的冲击,因为 /大抵常人之情, 喜热闹而恶静穆0。于是, 观众抛弃静穆的

昆剧, /管事亦以昆剧之不能迎合事机也, 常视等赘疣0 [ 2] , 昆剧演员也舍弃了 /冷场剧0。观众追捧京剧,排斥昆曲, 昆曲几无立

足之地。与此同时, 昆曲还受到各种新兴娱乐形式的冲击。据 /传字辈0艺人回忆, 1929年他们进入上海大世界演出时, /里面

花样很多,进门是一排哈哈镜, 还有一些动物, 如狮子、老虎、豹等, ,但买票进来的市民群众则很少有人会想着来听一场昆
曲0 [ 3]。其时各地的昆班几乎消失,演出活动几乎绝迹。苏州仅存的纯粹昆班 ) ) ) 全福班业已散班, 许多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年

届衰迈, 生活窘迫。

1. 2 传习所的创办与冠名

昆班散失, 昆剧演员也是青黄不接, /旧时老伶工凋亡殆尽, 继起者寥寥无几0 [4]。昆曲面临着京剧、新兴娱乐等的挑战, 可

说是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

然而, 此时也有一批热爱昆曲、关心昆曲命运的有识之士逆流而行,积极筹划振兴昆曲, 力挽危局。这就是当时世人不屑一

顾的、却成就昆剧发展史上浓重一笔的苏州昆剧传习所。

1921年秋, 苏州和上海两地曲家张紫东﹑徐镜清﹑孙咏雩﹑贝晋眉﹑潘震霄﹑徐凌云﹑汪鼎丞﹑穆藕初﹑张石如﹑谢绳

祖等人, 鉴于全福班老伶工年老力衰、后继无人的状况 ,遂发起创办昆剧科班, 招收学员, 策划在苏州以昆剧保存社名义培养昆

曲继承人事宜, 倡议集资一千元开班。所址设在桃花坞西大营门五亩园内。一年后由实业家穆藕初提供全额经费。

对于传习所的冠名,争议颇多。有称之为 /昆剧传习所0,也有称之为 /昆曲传习所0。本文赞同著名戏剧家吴新雷的考证
结果: 1921年 8月传习所正式成立时,请道和曲社社长汪鼎丞题写 /昆曲传习所0班牌。 1922年 2月穆藕初接办后,请俞粟庐重

新题写了班牌 /昆剧传习所0, 以后由此定名。

1. 3 传习所的管理

( 1)经费来源。昆剧传习所的办所经费由三部分组成:其一, 1921年 8月, 由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等发起人合资一千元,

作为开班经费。其二, 1922年 2月 10日至 12日,以 /昆剧保存社0名义在上海夏令配克戏院 (今新华电影院原址 )举行 /江浙名

人会串0三场,净得券资八千余元。其三, 穆藕初个人承担该所每月约六百元的开支。

( 2)学员、教师及课程设置。传习所学员的年龄在 9至 15岁左右, 都是来自贫苦家庭的子弟、全福班艺人后代以及在上海

流落的孤儿。

传习所的业务教师有沈月泉、沈斌泉、吴义生、许彩金、尤彩云等。1926年, 又聘请了两位全福班的老艺人陆寿卿、施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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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功底深厚, 管教认真。学员除了学习打拳, 还要学会吹笛,因此练就了从背本、识谱到唱曲、吹笛的基本功,打下了坚实的艺

术基础。

此外, 传习所还开设了古文、声韵学及武术等课程。倪传钺回忆道: /对古文有较高水平的傅子衡先生, 教我们读书﹑写

字, 使我们得益非浅,终生受用, ,穆先生介绍了一位武术老师,叫邢福海,河南人。他教我们打拳练腰腿、刀枪把子。0传习所
学员不仅学习表演, 也兼学文化与武术, 可说是全面发展。传习所的学习经历让他们记忆深刻,即使到了八九十岁, /随便说一

出什么戏, 不用剧本,开口就唱、就念0。
1. 4 传习所的活动

传习所规定学员在学习三年之后要有两年的帮师之旅,即实习帮演两年。

( 1) 首次亮相。传习所学员首次亮相在 1924年 1月 2日上海徐凌云寓所徐园内, 是作为汇报学艺成绩性质的内部试演。

( 2) 首次公演。传习所学员首次公演的时间是 1924年 5月 23日至 25日, 地点在上海广西路笑舞台剧场。首演反响很

好, 当时的5申报6称他们为 /剧界之模范, 艺术之曙光0。
( 3) 乱世中的挣扎。1924年 9月江浙齐卢战事爆发, 时世动乱, 传习所演出失利。 1925年夏, 昆剧传习所学员在杭州公

演, 卖座很差,连返程路费都没着落,最后还是穆藕初汇款解了围。 1923年起,穆藕初的企业渐渐败落。到了 1927年, 穆藕初无

力再支持下去, 传习所失去了经费来源。后由严惠宇﹑陶希泉接手。于同年 12月 13日正式改组成 /新乐府0昆班。自此, 传习

所学员开始了舞台生活。

1. 5 /薪尽火传0的 /传0字辈
( 1) 新乐府。传习所学员结业后,先由曲家严惠宇、陶希泉出资于上海笑舞台成立 /新乐府0昆班。但实行的月包银制导

致矛盾激化, 终于 1930年 6月 2日在苏州中央大戏院演完最后一场戏, /新乐府0遂告散。
( 2) 仙霓社。 1930年 10月 1日, 由部分传习所学员倪传钺、周传瑛、刘传蘅、赵传钧 (后改珺 )、施传镇、王传淞、华传浩、姚

传芗、张传芳、顾传澜及郑传鉴 11人发起并凑股,改组 /新乐府0, 置办衣箱,建成了集体经营性质的昆班, 即 /仙霓社0。
与旧式昆班不同 , /仙霓社0不设班主,民主推选倪传钺、郑传鉴主持社务, 顾传澜负责 /值戏码0。参加成员 30余人,演出

收入均摊。 /此时,名小生顾传玠已弃伶就学, 名丑姚传湄亦改搭京班, 阵容比前略逊,然冠生赵传珺声誉鹊起, 后来居上; 丑角

华传浩亦能独挑大梁。因此, 全班阵容仍不失行当齐全, 实力雄厚。0 [ 5] /仙霓社0先后在上海大世界、新世界、大新公司、小世
界、大千世界、福安公司等游乐场演出,也去外码头演出, 总之生意都接。

但是, /国在难中0,戏剧 /势不能独免于海浪惊涛以外0。1937年至 1941年间, /传 0字辈时散时聚, 租借行头竭力演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帝军队到处横行, 真爱昆曲的都很艰难,假爱昆曲的都逃走了。唱昆剧的死的死了, 活着的也像

孤魂似地飘荡0。 /活勿落去个哉! (活不下去啦 ) 0 [ 6]终于 1942年 2月 7日至 9日在东方第二书场公演三场后, /仙霓社0
告散。

( 3) /传0字辈的影响及遗产。 /传0字辈的艺名是王慕诘 (上海赓春曲社曲友 )应穆藕初之请所取。他在学员名字中间嵌

上 /传0字, 意将昆剧代代继承下去。首字为姓,以最后一字部首区分行当。生行用玉字旁,如顾传玠等 8人; 旦行用草字头, 如

朱传茗、张传芳等 12人; 净、末用金字旁, 如沈传锟、邵传镛、郑传鉴、倪传钺等 15人; 而副、丑两行用水字旁,如王传淞、顾传澜

等 9人。

传习所从成立之初至解散共收约 70名学员,据统计, 几经淘汰后取得 /传0字辈艺名者共 44人。遗憾的是, /传 0字辈学员

中有 14名在二三十岁时就去世了,加之转业、改唱京剧及犯班规被开除的, 到上个世纪 40年代,共损失了 21名 /传0字辈演员。
其余二十余位 /传0字辈演员始终守护着昆曲, 或从事演员工作或教师职业。

解放初期的昆剧演出仍是冷冷清清。直到 1956年浙江苏昆剧团改编5十五贯6晋京演出,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0, 全国

掀起了学习5十五贯6的热潮。浙江昆剧团、江苏省苏昆剧团等剧团相继成立。 /传0字辈被重新集合起来, 大部分到戏曲学校

任教, 培养了大批年轻演员,后来的 /继0、/弘0、/扬0字辈部分演员都曾得 /传0字辈亲授。

/传0字辈是昆曲延续至今的功臣, 他们不仅为昆剧培养了大量优秀演员, 还留下唱片、作品等宝贵遗产, 其中影像资料有

沈传芷的唱片5养子6、5认子6与小生戏5辞朝6、5拾画6、5传芷身段谱6;图像资料有沈传锟为苏州市戏曲研究室绘制的昆剧脸

谱 70余幅, 倪传钺手绘5昆剧传习所旧址图6;文字资料有华传浩的5我演昆丑6, 王传蕖口述回忆录5苏州昆剧传习所始末6, 王

传淞口述、沈祖安与王德良整理5丑中美 ) ) ) 王传淞谈艺录6,周传瑛口述、洛地整理5昆剧生涯六十年6等, 以及郑传鉴口述, 唐

葆祥、朱建明采访,朱建明录音的5昆剧传习所纪事6等, 这些都对后人认识、学习、研究昆曲及表演意义重大。

2 重建后的传习所

文革期间, 昆曲演出停止。到了 /文革0结束后的 1981年,藉昆剧传习所成立 60周年纪念活动契机, 昆剧活动再次活跃起

来。 1981年 11月 1日至 9日昆剧界人士聚会苏州, 共同倡议重建昆剧传习所事宜。1982年 3月昆剧传习所正式重建,由苏州

市文联主持, 所址设在苏州高长桥江苏省苏昆剧团内, 后迁至苏州市阔家头巷 26号沈德潜故居, 顾笃璜任所长。牌名 /苏州昆
剧传习所0,系吴郡范敬宜所题。传习所的老师一般为临时聘请的, 如在 1982年 3月 26日至 5月 15日的填词谱曲学习班, 聘

请了昆剧老曲家朱尧文、陆兼之先生任教; 1982年至 1983年间的永嘉昆剧表演艺术学习班,先后聘请了永嘉昆剧老艺人杨银

友、陈雪宝、陈方魁、缪立周、鼓师陈达辉等来苏任教; 1984) 1985年先后聘请了王传淞、张传芳、姚传芗、沈传锟、沈传芷等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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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为江苏省苏昆剧团的青年演员举办了六期昆剧表演艺术学习班。2002年 8月昆剧传习所向政府主管部门登记, 正式成为

民办公助的教育机构。到 2006年纪念昆剧传习所成立 85周年时,尚有倪传钺、吕传洪两位 /传0字辈演员健在。
重建后的昆剧传习所做了大量工作,据现任所长顾笃璜介绍, 重建以来,昆剧传习所主要工作如下:

( 1) 举办昆剧学习班, 继承昆剧传习所的历史使命。 1982) 1985年, 面向全国昆剧界举办了包括填词谱曲、永嘉昆剧表演

艺术、川剧表演艺术、/传字辈0昆剧表演艺术等共 11期学习班。

( 2) 与高校合作办班,探寻培养昆剧演员新路。 1989) 1993年, 与苏州大学合作创办 /汉语言文学专业 (昆剧艺术班 ) 0;

2002年 9月,与苏州教育学院合办昆剧专业五年制大专班,开办昆剧选修课等。 2003年,根据演出实践需要,成立了 /兰芽昆曲

艺术实验剧团0。2007年 6月, 以昆曲班学生为主体,在 /兰芽昆曲艺术实验剧团0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大学生自主
创业、民办公助的昆剧团 ) ) ) 苏州昆剧传习所 /兰芽剧团0。该剧团在各地区各场合演出, 并举办培训班,积极传播昆曲。

( 3) 抢救、保护、搜集、整理濒临失传的昆曲, 通过文字、音频等方式保存, 抢救并记录堂名,抢救昆剧锣鼓并录音,挖掘昆曲

传统折子戏并录音等。

( 4) 成立民间的、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团体。 2003年创办 /苏州昆曲遗产抢救保护促进会0。

( 5) 举办昆曲艺术节,参与昆剧演出与伴奏, 编导5长生殿 6, 为昆曲爱好者开讲座上课, 与中国昆曲博物馆合作恢复昆剧

星期专场, 辅导学生社团等。

( 6) 积极推进与海内外学者、观众交流。举办 /台湾青年昆曲原乡行学习班0; 招待日本学生昆剧观摩团并录制; 与台湾石

头出版社合作, 编导5长生殿6三集本,先后在台湾、北京、上海、香港、昆山、张家港、南京等地演出;与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合办

/苏州园林昆曲行0等活动。

3 昆剧传习所今昔之思考

从上个世纪 20年代昆剧传习所初创,其后又经历了传习所的重建, 至今已过去了 80余年。对昆曲发展史来说, 几十年时

间不算太长, 可它却是昆曲发展上意义非凡的几十年。通过对昆剧传习所今昔不同发展脉络的回顾,我们应以史为鉴,思考传

习所今后的发展道路 ,并为当下怎样对待昆曲这类古老的文化艺术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借鉴和启示。

3. 1 不同时代造就不同模式
首先, 昔日的昆剧传习所创建之时, 由于传习所的成立完全是个人行为, 它的生存也就无法得到保障。从文化遗产保存的

角度来看, 个体或地方群体的传承行为在抗拒自然经济变化、社会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能力非常脆弱, 这也是导致其最后夭折的

主要原因。而 20世纪 80年代重建后的昆剧传习所则处于昆剧活动再次活跃时期, 尤其是 2002年向政府主管部门登记后, 正

式成为了民办公助的教育机构,它的各项工作都有了进一步保障。

其次, 昔日传习所几位创办人在昆曲发展处于低谷期, 却具有昆曲艺术文化断绝和泯灭的危机意识, 由此产生振兴昆曲的

明确目的, 实属了不起。据穆藕初说,他听了俞粟庐唱曲之后 /始憬悟昆曲之关于国粹文化之重要0。但由于时代局限,他们的

做法相对单一, 只能通过培养昆曲继承人, 挖掘传统剧目途径来保存昆剧。重建后的昆剧传习所其目的虽在延续昔日传习所保

存昆曲、发展昆曲的使命,但他们培养昆剧人才的方式已不局限于 /办学0的单一模式 。他们不仅与当地高校合作办班、探寻培

养昆剧演员新路, 还面向全国举办昆剧表演艺术学习班 。由于有了新科技, 他们还充分利用文字、音频等方式保存、整理濒临

失传的昆曲。显而易见, 这些数字化保护的新方式, 作为传统保护方式的辅助与补充,无疑更具有昆曲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明

显优势。同时, 重建后的昆剧传习所还以民间的、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团体名义举办昆曲艺术节,以此扩大昆曲的影响,也可说

是数字化保护形式的一种补充。此外,还积极开展推进与海内外学者、观众交流活动, 让昆曲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大舞台。因

此, 重建后的昆剧传习所在传播昆曲活动、扩大昆曲影响方面,走的是举办昆剧表演艺术学习班, 培养昆曲观众、爱好者、曲友,

培育昆曲市场的立体复合的多重发展之路。

3. 2 如何再造昔日辉煌

昆剧早期是在家班中培养演员的,正是昔日的昆剧传习所的出现,才打破了传统的跟班学戏、以演代练的培养演员的基本

模式, 开了近代戏曲学校之先河。尽管当时因无法受到重视而陷入自生自灭的境地, 但从这些曾是贝晋眉家殡舍的这十三、四

间廊房里走出了让昆曲人无比骄傲的 /传0字辈, 顽强地延续着昆曲的生命, 这几十名 /传0字辈艺人, 成了 20世纪上半叶昆曲

艺术的 /国宝0。传习所为保存、发展昆剧艺术作出了 /薪尽火传0的历史性贡献。
今日的昆剧传习所旧址上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曾在这里拍过曲、唱过戏的人们如今大多不在了,只剩下一缕关于曼妙昆曲

和悠扬笛声的记忆可供后人缅怀。

清末民初, 苏州四大昆班能演 700多出折子戏,到了 /传0字辈手里, 共继承了 600多折。而如今这 600多出折子戏, 常学、

常演的, 也只有 200多折, 冷门的戏没人学, 能立在舞台上的折子戏越来越少。 /传0字辈仅存两位,且都八九十岁了, /传0字辈
的相继去世带走了许多纯正的昆曲表演,对昆曲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据说 ,昔日的昆剧传习所的两亩地已经以

190多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文广局,将由苏州昆剧院接手改造,计划投资 150万元, 估计总投资需要 600万元。听到这样的消息,

我们首先应当感到欣慰, 昔日的昆剧传习所正在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然而,土地铲平可以盖起高楼, 这并不难, 可昆剧传习所

的那些历史会不会随着改造的烟尘消失? 昆剧传习所存在的意义会不会被淡忘?

(下转第 1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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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2寸布票, 有的地区购买一双棉袜子也要收 2寸布票。那时, 工厂里不用了的粗质包装布也不舍得扔掉, 往往会被人们廉

价买回家做成床单或挂帘。如遇到婚嫁大事,结婚的新人可凭结婚证领取结婚购物证, 还可以补助一定的布票, 用以购买棉胎、

棉布和被面等物。

新中国成立后的 17年中,刚刚翻身作了主人的中国人民,在着装方面首先是体现革命精神,追求进步表现; 其次是由于政

治、经济和外交等多方面的原因加之物资匮乏, 棉布和衣服等生活物资远远不能满足百姓的日常需求。因此政府提倡、百姓响

应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之风非常盛行, 并在人们的穿着打扮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人们想出了许多节俭穿

衣的办法, 如购买结实耐穿的布料,用缝补、染色和修改等方法延长服装的穿着时间等。那时的服装以实用保暖为主,讲究个性

需求和美观时尚则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舆论的导向和南京路上好八连、雷锋等先进人物的表率作用,使得穿旧衣和补丁衣被

看成是艰苦朴素、思想进步的表现, 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也由此形成了当时特定的审美标准。这一时期,社会倡导的服饰是: 体

现时代特点, 经济实用、朴素大方。人们对服装的要求是:款式简洁, 色彩不艳,省工省料, 尽可能多穿几年。

注释:

¹ 直到 30年之后的 1984年 11月,国务院才决定: /从当年 12月起,实行棉花、棉布等放开供应,同时取消布票制度。0使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模

式逐渐走向了市场经济模式。

º 布票的计量单位为公制和市制,公制有公尺、公分,米、厘米等;市制有市尺、市寸、市分等,两类共有面额 100多种,常用的为公尺、市尺、寸

等,最大的面额为每张 100米,最小的面额为 1厘米。

(上接第 10页 )

所幸的是, 与昆剧传习所初创时代所不同, 今天,昆曲艺术精美的表现形式以及它所传达的文化意蕴已为人们充分认识; 作

为传统文化遗存, 今天的昆曲艺术带给世界的已远远超过了一个剧种自身的娱乐功能, 以及它曾经附属的教化功能。从 1983

年起, 振兴戏曲的呼声再次响起。 /振兴昆曲0的口号提出后, 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发展昆剧的政策, 文化部组织建立

了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 中国昆剧研究会等学术研究团体也相继成立, 尤其是 2001年 5月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人类
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0,昆曲更是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昆曲在众多剧种中的地位甚至已经超越京剧, 成为中国戏

曲的代表和象征。

昔日的昆剧传习所在培养演员、保存昆剧表演和传承剧目方面功绩卓绝; 重建后的昆剧传习所则在传播昆曲、扩大昆曲影

响方面贡献突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5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6指出: /承认各社区,尤其是原住民、各群体, 有时是个

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作出贡

献0, /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 有时是个人最大限度的参与,

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0 [ 7]。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和国家的投入、政府的重视, 昆曲艺术遗产

的抢救、保留、传承工作及传统剧目的整理和复苏方面 ,将会取得更大成就; 代表了吴语地域特色的昆曲, 在其赖以生存的土壤

中, 社区与民众这类保护主体的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发挥, 昆曲艺术将生生不息。当然,真正的生命力不仅来自行政的保护, 更多

的需要在竞争中不断取得某种优势,为此, 我们期待重建的昆剧传习所向人们呈示更多的侧面, 在继承昆剧传习所的历史使命,

连通华夏文明血脉方面,无愧于历史重任, 再造昔日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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