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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昆山腔
*

顾聆森
(苏州戏曲艺术研究所,江苏 苏州 215005)

摘  要: 昆山腔是宋元南戏四大声腔之一。早在元末, 昆山千灯 (墩 )的声腔家顾坚把流行于昆山各地

的民歌、小调、山歌汇收起来进行加工,使它们更加适应于歌唱南戏, 终于在明初取得了 /昆山腔0的 /冠名 0

权。昆山腔的演唱分二种, 一种是散曲形式,如唐寅、祝允明等均是著名的散曲家, 他们创作的部分散曲就用

昆山腔演唱过; 另一种成为了南戏声腔, 吴中著名的南戏作家如陆天池、郑若庸等, 他们的作品多曾用昆山腔

演唱过。据考用昆山腔演唱过的南戏作品在魏良辅创研的昆曲问世之前,已多达 3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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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顾坚与昆山腔

最早提到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
¹

/四大声腔0的是明中叶5猥谈 6的作者祝允明,

但 /四大声腔 0的形成并不是在明中叶, 它们的

原始形态, 至迟已在宋元民间流行了。宋亡以

后,南北曲在交流融汇的过程中, 南曲也有了曲

牌联套, 并形成相应的板式,从而就有可能从原

始形态中脱颖而成为戏曲声腔。其中出类拔萃

的声腔就能随着南戏的流传超越语音母地的局

限而向外幅射,明徐渭在5南词叙录6中这样说:
今唱家称 /弋阳腔 0则出于江西, 两京、湖南、

闽、广用之;称 /余姚腔0者, 出于会稽, 常、润、池、

太、扬、徐用之; 称 /海盐腔0者,嘉、湖、温、台用之。

唯 /昆山腔0止行于吴中。[ 1] 242

其实,海盐腔除 /嘉、湖、温、台用之 0外, 稍

后还曾远传至江苏、山东、江西、北京等地。南曲

/四大声腔 0中, 昆山腔比较弱小, 徐渭虽说 /止
行于吴中0, 但实际上,昆剧5浣纱记 6问世之前,

苏州流行的主要南戏声腔并不是昆山腔。

昆山腔未能取得流传优势,直到明代中叶尚

无力与海盐腔等声腔抗衡,不是昆山腔艺术较其

它声腔逊色,相反,昆山腔 /流丽悠远, 出乎三腔

之上, 听之最足荡人 0; 也不是昆山腔传统较其

它声腔浅薄, 据周玄日韦 5泾林续记6载,明太祖朱

元璋在召见昆山寿星周寿谊咨询长寿之道的同

时,曾要求周寿谊歌唱昆山腔: /闻昆山腔甚嘉,

尔亦能讴否? 0[ 2] 188可惜周寿谊只会吴歌,不会昆

山腔,遂不得不以吴歈应命。可见昆山腔在明初

已有点名声。昆山腔之所以未能突围吴中,一是

它流丽柔媚的风格, 与 /体局静好 0的海盐腔类

似,而海盐腔已流行在前;二是昆山腔受着方言

语音局限。海盐腔演唱不用方言,明顾起元 5客

座赘语 6说海盐腔 /多官话,两京用之 0。海盐腔

正是借着 /海盐官话 0的语音优势, 才能够出入

于对民间声腔 /罕有留意 0的士大夫的大雅之

堂,从而长期挤压了昆山腔。

昆山腔明初已存在, 可以与 5泾林续记6相

印证的是昆曲鼻祖魏良辅的著作 5南词引正6。

发现于 20世纪 60年代的曾由苏州文人文征明

手书的 5南词引正 6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元朝有顾坚者, 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 精于

南词,善作古赋。扩廓帖木儿闻其善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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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真野集6十卷、5风月散人乐府6八卷行于

世。善发南曲之奥, 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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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坚是元末南曲家, 自号 /风月散人0, 是他

不慕官场利禄的自我写照。事实上, 权倾一时,

官拜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又封河南

王、总领天下兵马的扩廓帖木儿, 因酷爱南曲而

招聘过他,他却 /屡招不屈0,表明了他不愿与外

族统治者合作的政治立场。最值得注意的是

5南词引正 6中还提到了顾坚的几位曲友: 杨铁

笛、顾阿瑛和倪元镇。

杨铁笛,元末著名诗人、散曲家, 王世贞把他

称为东南文人集团的 /盟主 0; 真名杨维桢, 浙江

诸暨人,善笛, 人称 /铁笛道人 0, 故以为号。现

存杨维桢南曲 [夜行船序 ]一套, 题为 5苏台吊

古 6 (一名 5吴宫吊古 6 ), 共 6支曲牌 (另有尾

声 ) ,故又称为 / [夜行船序 ]六调 0。明曲家王骥
德 5曲律 6曾提到 / [夜行船序 ]六调 0等二词 /颇

具作意 0。尚无资料证明 / [夜行船序 ]六调 0被

/四大声腔 0中哪一种演唱过,但 200年后, 梁辰

鱼作昆剧5浣纱记 6,写到5泛湖 6一折, 几乎抄用

了套曲 5苏台吊古 6, 其中 [锦衣香 ]、[浆水令 ]

二支曲牌甚至一字不易。那么, /铁笛道人 0杨

维桢当年与昆山腔或许已经有了一些渊源缘分?

顾阿瑛, 字德辉, 又字仲瑛, 昆山正仪人,

5明史6有传,称他 /轻财结客,豪宕自喜 0。元末

张士诚在苏州称王前,曾因贩盐失利,两次得到

顾阿瑛资助,称王后, 有意报答,多次邀顾阿瑛出

仕,均被谢辞。顾阿瑛曾筑 /玉山草堂0, 并建造

私家园林,称为 /玉山佳处 0。不仅 /园池亭榭之

盛,图史之富 0 /甲于东南 0, 且顾家家班, 也 /冠

绝一时 0。顾阿瑛本人精于诗词, 善唱, 又擅奏
多种乐器。据5稗史汇编6称:

顾仲瑛辈, 更招致宾客, ,尤好搬演杂剧, 即

一段公事, 亦入北九宫中。

在玉山草堂虽 /尤好搬演杂剧 0, 然而玉山

草堂演唱的未必都是北曲。顾阿瑛的文友张翥

于元至正十年过吴门,曾参与了玉山草堂的一次

歌宴, 张翥因此诗记其事, 诗中有 /婉态随歌板,

齐容缀舞行 0、/弦松调宝柱, 笙咽炙银簧 0之句,
描述了草堂中的轻歌曼舞,并指出其伴奏乐器有

打击乐 (板 )和弦管乐 (弦、笙 )这与后来昆曲的

伴奏乐器已经很相仿。顾阿瑛自己也有诗写到

玉山草堂的演唱,诗云:

莫辨黄钟瓦釜声, 且携斗酒听春莺, 河西金

盏翻新谱, 汉语夸音唱满城。

诗中的 /河西 0、/金盏0, 分别是指北曲曲牌

[河西水仙子 ]、[河西六娘子 ]和 [金盏儿 ], 这

些北曲,因用了南方官话 /汉语夸音 0歌唱, 从而
传遍了城镇。可见玉山草堂的演唱, 不仅有北

曲、南曲,同时还有 /北曲南唱 0的实验和实践,

所谓 /翻新谱 0,指的正是这种实验和实践。[ 4] 45

出入顾阿瑛玉山草堂的不仅有杨维桢、张翥

这样的词曲家,还有著名南戏作家柯九思 (丹丘

后 )、高则诚等。柯九思是南戏 5荆钗记 6作者,
高则诚是 5琵琶高 6作者。顾瑛在他的 5玉山草

堂雅集 6第八卷, 这样介绍高则诚: /长于硕学,

为时名流,往来于草堂,具鸡黍谈笑, 贞素相与淡

如也。0由此可见, 玉山草堂虽常常搬演北杂剧,

对南戏其实也很借重。

还须特别提到的是, /善发南曲之奥 0的 /风

月散人 0顾坚也是阿瑛玉山草堂的座上客。顾
坚对权贵扩廓帖木儿 /屡招不屈 0, 这和顾阿瑛

谢辞张士诚之请, 有着相仿的性格上的清高。不

同的是, 顾阿瑛出生于士大夫之家,又是昆山首

富,顾坚却是一介布衣平民, 顾坚之所以能成为

玉山草堂的常客、上宾, 正是他们以共同的性格

和对声腔艺术的热衷为纽带的。

作为顾阿瑛声腔艺术人才群落的一员,不难

想像, /善歌0的顾坚在玉山草堂不会不演唱 /昆

山腔0, 也许顾坚正在把玉山草堂作为研究改革
昆山腔的实验场, 并受到了顾阿瑛的支持。顾坚

的另一个曲友倪元镇是著名北曲家。善抚琴,精

音律,有多支北曲小令留传于世。他也是玉山草

堂的贵宾。杨维桢、顾阿瑛、倪元镇与顾坚的深

交,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经常在玉山草堂相聚,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声腔语言,

他们的交往是对于顾坚所醉心的昆山腔的研究、

改革,也是一种声援和支持。

顾坚所重视的 /昆山腔 0的研究, 是他把流
行于昆山各地的民歌、小调、山歌汇收起来进行

加工, 使它们能够归类成套并赋之予相应的板

式,从而使它们适应以歌来唱南戏。顾坚的故乡

千墩 (现为 /千灯0 )是昆山东南的重镇, 吴淞江

正流经其境, 其北是娄江,西连郡城苏州,东接州

治太仓之浏河, 经长江出海。经济繁荣, 文化发

达。千墩也是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的故乡。早

在梁代天监年间, 千墩建造了延福寺,七级浮屠

秦峰塔至今巍然屹立。据地方州志、邑志载,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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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太仓民间有 /伎乐送祖0、春耕前有 /搭台唱

戏 0的风俗, 农人好唱山歌。而元末之时, 杂剧、

南戏余热正炽, 尤其苏州地区, 海盐腔等南曲声

腔的流行方兴未艾,南戏传奇正在呼唤新的声腔

加盟。顾坚研改昆山腔正得其地理、天时。何况

顾坚 /善作古赋 0、/善歌0、/善发南曲之奥 0, 其

/三善0的才华, 为他的声腔研究提供了有力保
证。加上他与倪元镇诸北曲家的友情,以及有机

会在玉山草堂与著名词作家、南戏传奇剧作家的

交往, 特别是有玉山草堂雅集为他提供了实验演

唱的平台, 让他又得了 /人和 0之利。魏良辅说
/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 0, 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确

凿的讯息。 /国初 0, 即明代初年, 昆山腔在明代

初年已开始成为南戏声腔了, 这就是说, 昆山地

区的民间小调、山歌、民歌在顾坚人才群落的努

力下已经套曲化、规模化、板式化,并运用于南戏

传奇的演唱。 /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 0, 明白无

误地告诉我们: /国初 0之前 (元代 )尚没有 /昆山

腔 0这个名称,有的只是昆山地区的民歌、小调。
/昆山腔 0的冠名得自声腔歌唱南戏的成功, 就

像海盐腔出自嘉兴海盐、余姚腔出自绍兴余姚、

昆山腔以其产地 ) ) ) 顾坚的故乡昆山命名,是非

常自然的。就这一点而言, /昆山腔 0的冠名是
对顾坚声腔研究、改革成果的认可, 因而顾坚称

为 /昆山腔0的创始人,也是当之无愧的。

二、昆山腔演唱的散曲与南戏作品

昆山腔虽是南戏四大声腔之一, 但顾坚在创

研昆山腔时,按一般规律当先以清曲为对象, 即

以清曲始,而后运用于戏文。因此昆山腔就其演

唱方法而言,可分为 /清曲 0和 /剧曲 0两种。而
所谓 /剧曲 0也是相对的, 艺人在戏台上演唱的

戏文 (剧曲 ) ,其精彩的唱段也常常用于清唱。

苏州才子唐寅和祝允明是明代中叶著名南

曲散曲家,他们创作的散曲都是清曲。故吕天成

5曲品6将其列入 /不作传奇而作散曲者0。[ 5] 221

唐寅 ( 1470) 1523), 字伯虎, 又字子畏, 号

六如居士,弘治十一年解元, 乃是 /吴门画派 0创

始人之一。绘画、书法、诗歌均有很深造诣,号称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0。据 5明史 6载, 唐寅参加
会试时, 江阴富豪徐经通过贿赂得了试题, 事情

败露。因唐寅与徐经同船赴京应试, 竟被牵连,

为此, /召辅下狱, 身贯三木 0。受此奇耻大辱,

唐寅从此绝意仕途, 纵酒落魄, 益自放废。曹元

亮在5六如居士全集序 6说: 唐寅常与祝希哲、文

征仲等 /纵游平康妓家 0。唐寅也在诗中自称:
此生甘分老吴阊, 宠辱都无剩有狂; 龙虎榜

中题姓氏, 笙歌队里卖文章。

唐寅之 /笙歌队里卖文章 0, 与祝允明等辈

出入 /平康妓家0、/醉则岸帻浩歌 0, 是唐寅在经

历了 /科场舞弊案 0后流露的一种精神状态, /宠

辱都无剩有狂 0正是唐寅那种愤世、颓唐精神的

写照。 /平康妓家0、/笙歌队里 0于是成为了这
位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0的宣泄场所。据 5六如

先生外集6所载, 唐寅与祝允明等曾在 /雨雪中

作乞儿鼓节唱 [莲花落 ] 0,他们 /浪游维扬, 极声

伎之乐 0以致 /赀用乏绝 0, 其对南曲之钟情与痴

迷亦可见一斑。昆山腔 /妓女尤妙此 0 [ 1 ] 242, 正

因为吴中妓女尤爱昆山腔,据此也可推知 /纵游

平康妓家0、/极声伎之乐0的唐寅和祝允明的散
曲与昆山腔之间那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了。

唐寅所作的南曲, 明万历年间的曲家何大成

曾辑成5六如集6行世。据载,其中有 13套 (支 )

散曲选自经过魏良辅点板的 5词林选胜 6, 5词林

选胜6既由魏良辅亲自点板,也足见唐寅散曲的

流行。唐寅诸散曲中以 5闺情 6四套最为著名。
5闺情6咏春、夏、秋、冬,分别以 [步步娇 ]、[醉扶

归 ]、[皂罗袍 ]、[好姐姐 ]、[香柳娘 ]、[尾 ]为联

套。魏良辅研创昆曲 (水磨腔 )在唐寅身后多

年,魏良辅为之点板散曲,也同样能证明唐寅散

曲与昆山腔之间存在着某种亲近关系。

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 ( 1460 - 1526) , 字希

哲,号枝山,被誉为 /明代草书第一手 0。在南戏

盛行之际, 他虽在 5猥谈 6中骂过南曲的民间声

腔,由于 /愚人蠢工,狥意更变 0以及 /变易喉舌,

趁逐抑扬, 杜撰百端 0, 造成了 /声音大乱0。其

实,他也常混迹于南曲声色之中。如徐复祚 5曲

论 6有这样的记载:
(祝允明 )行而右手指枝, 因自号 /指枝生0。

为人好酒色, 六博,不修行检, 常傅粉黛, 从优伶间

度新声。侠少年好慕之, 多赍金从游, 允明甚

洽 [6] 243

5群音类选6/清音类0收录有祝允明的南散

曲 /咏月 0 [八声甘州 ]、/闺怨 0 [番山虎 ]以及

/春日闺情0 [新水令 ]南北合套等。祝允明也常

与唐寅出入 /平康妓家 0、/极声伎之乐 0乃至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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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粉黛,从优伶间度新声 0, 可见他乐于为昆山

腔填词,声伎优伶也乐于用昆山腔歌唱祝允明的

散曲, 都是顺理成章的。故清初苏州曲坛李玉在

5南音三籁 #序 6中把祝枝山、唐伯虎、郑虚舟、

梁辰鱼的散曲并称, 称他们的散曲堪比 /诗际盛

唐 0,乃是 /无以复加0的 /于斯立极0之作!

从明初到嘉靖中叶的近 200年间,四大声腔

在吴中并存,昆山腔始终处于较弱的地位, 没有

能成为吴中的主流声腔。散曲 (清曲 )如此, 传

奇 (剧曲 )演出也是这样。吕天成 5曲品 6所载的
/旧传奇 0 (南戏 )据认为是 /曾经用昆山腔演唱

的剧目 0计 27部, 兹照列于下:

5琵琶6、5拜月6、5荆钗 6、5牧羊6、5香囊6、

5孤儿6、5金印6、5连环 6、5玉环 6、5白免6、5杀

狗6、5教子6、5彩楼 6、5四节6、5千金 6、5还带6、

5金丸6、5精忠6、5双忠 6、5断发 6、5宝剑6、5银

瓶6、5娇红6、5三元6、5龙泉6、5投笔6、5伍伦6。

此外,沈德符 5顾曲杂言6在提到南曲 /填词

名手0时说:
南曲, 则5四节 65连环6 5绣襦6之属, 出于化、

治间, 稍为时所称。其后则嘉靖间陆天池名采者,

吴中陆贞山黄门子弟也, 所撰有5王仙客明珠记 6

5韩寿偷香记65陈同甫椒觞记 6 5程德远分鞋记 6

诸剧, 今唯5明珠6盛行。又郑山人若庸5玉玦记6,

使事稳贴, 用韵亦谐,内 /游西湖 0一套尤为时所脍

炙。[ 6] 209

以上诸传奇中, 苏州籍作家有陆采和郑若

庸。陆采的 5明珠记6与郑若庸的 5玉玦记 6在吕

天成5曲品6的 /旧传奇 0中并没有提及, 但此二

记虽出于嘉靖年间, 却均早于昆剧的处女作 5浣
纱记6 (成稿于嘉靖末年 )似也可称为 /旧传奇0。

陆采 ( 1497 - 1537 )字子玄, 号天池。所作

传奇除上述所说 5明珠记 6等四种外,尚作有 5南

西厢6。 5明珠记 6在创作过程中, 曾得到其兄陆
粲的协作。据载, 5明珠记 6完成后是集中了吴

门老教师中精音律者逐腔改定,然后再搬上舞台

的,曾盛行一时。而他的 5南西厢6内容虽同北
杂剧, 但自称 /不袭此剧 (指王实甫5西厢记 6 )一

语 0 [ 6] 257。吕天成和沈德符都没有提到李日华的

5南西厢记 6, 李日华吴县人, 差不多同时, 他在

崔时佩改编的基础上,至迟于嘉靖年间亦已完成

了 5南西厢记 6的再改编。李作因对原著增删较

大,屡遭文坛指摘。如凌濛初讥李日华乃 /截鹤

续凫0、/真是点金成铁手 0 [ 6] 257; 梁辰鱼也讥之

为 /毁西施之妆, 令习倚门; 碎荆山之玉, 饰成花

胜 0[ 7] 594。但明末张琦却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今丽曲之最胜者, 以王实甫 5西厢6压卷, 日华

翻之为南, 时论颇弗取,不知其翻变之巧, 顿能尽洗

北习, 调协作自然, 笔墨中之炉冶, 非人官易及

也。[ 6]269

陆采的 5南西厢记 6尽管在祁彪佳的 5远山

堂剧品 6中被评为 /雅品 0, 但在舞台上流行的却
是李日华的作品, 其中 5游殿 6 5佳期 6 5跳墙 6

5拷红6等许多折子戏后来成为了昆剧的经典,

一直流传至今。

郑若庸,昆山人 (一说吴县人 ), 早年在吴中

享有诗名。5苏州府志 6载, 赵康王因闻其名,曾

/币聘之入邺 0,以至 /海内游士争担簦而之赵0,

郑若庸在赵府采掇古籍, 著 5类隽 6千卷。生平
著有传奇5玉玦记 6 5大节记6 5珠球记 6三种,今

仅存5玉玦记 6一种, 剧叙才子王商与妻秦庆娘

的坚贞爱情故事 /可咏可叹0,且 /每折一调,每
调一韵 0, 极为中式。文词骈俪典雅, 多遭本色

派挟击,如批评 5玉玦记 6 /始用类书为之0 [ 8] 3、

/句句用事,如盛书柜0 [ 6] 127、/未免开饤饾之门,

辟堆垛之境,不复知词中本色为何物0 [ 6] 237。吕
天成认为它开了 /后人骈绮之派 0 [ 5] 232, 其文风

从而对昆剧处女作 5浣纱记 6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此可见, 昆山腔演唱过的传奇作品, 除

5曲品6所列出的 27种外, 至少还应该包括 5明

珠 65玉玦 65南西厢 6,计得 30种。严格地说,昆

山腔尚没有形成自己编写的传奇系列,它演唱的

无非是南戏剧本, 这些南戏剧本, 其它声腔也都

在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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