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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对昆曲的贡献
*

) ) ) 论王世贞的曲学著述和传奇创作

顾聆森
(苏州市戏曲艺术研究所,江苏 苏州 215005)

摘  要: 在昆曲问世之初,太仓王世贞以其曲学论著5曲藻6和传奇5鸣凤记6为昆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5曲藻6涉及了与昆剧相关的诸多重大论题, 开了昆剧理论批评的先河。5鸣凤记6选择了有关国家生死

存亡的重大社会事件为题材, 以真人真事入戏, 表现了剧作者全新的创作观念, 开创了 /时政传奇0也即昆剧

/现代戏0的新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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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仓是曲祖魏良辅的故乡,因而是昆曲发祥

地。此外,早在明嘉靖年间, 太仓已经有了昆曲

理论家和昆剧早期的剧作家,这就是王世贞。

王世贞 ( 1526- 1590), 苏州太仓人, 5明史6
有传。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

国伦合称 /后七子 0。李攀龙死后, 王世贞主监

文坛长达 20余年。

王世贞晚年在他的私家园林太仓弇山园中

编定了 5弇州山人四部稿6174卷,其中 /说部 0有

5艺苑卮言68卷,附录 2卷, /附录一0专门论述

词曲, 后人把他的曲学言论单独辑编为 5曲藻 6,
从而昆剧问世以后,有了一部最早的曲学论著。

5曲藻6全文 41条, 有些条文系从朱权 5太

和正音谱6、周德清 5中原音韵6移入。其内容大
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关于戏曲演进见解,有些条文追溯了南

曲渊源,如启篇云:

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

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

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 词不快北耳而

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
[ 1] 235

王世贞把南曲的兴起归之于中国音乐和文学的

发展与推动,而样式的不断流变归根到底又取决

于 /北耳0和 /南耳0的审美需求,是不乏见地的。

二是论述了南曲、北曲的艺术特征, 如第三

条云:

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

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

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 南力在板。

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

此吾论曲三昧语。

三是论述填词的技巧, 为此 5曲藻 6引入了

周德清5中原音韵 6中的 /作词十法 0。同时,介

绍了音律、宫调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四是对南戏和杂剧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论。

这是 5曲藻 6中内容最多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王

世贞通过对南戏、杂剧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表

达了自己的戏曲学术主张。对后世影响较大的

观点,着重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音律的

见解,如 /北人自王、康后推山东李伯华 0条云:

(伯华 )所为 5宝剑 65登坛记6 ,,自负
不浅, 一日问余: /何如 5琵琶记 6乎? 0余谓:

/公辞之美不必言,第令吴中教师十人唱过,

随腔字改妥,乃可传耳。0
此条对李伯华的作品不合南曲音律提出了不客

气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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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关于文采的见解, 如 / 5琵琶记 6之

下 0条云:

元朗谓 ( 5拜月亭 6 )胜 5琵琶 6则大谬
也,中间虽有一二佳曲,然无词家大学问,一

短也;既无风情, 又无裨风教, 二短也; 歌演

终场,不能使人堕泪, 三短也。

与之相佐, /北曲故当以5西厢6压卷0条云:

北曲故当以 5西厢 6压卷, 如曲中语:

/雪浪拍长空, 天际秋云卷, 竹索缆浮桥, 水

上苍龙偃0, ,只此数条, 它传奇不能及。

王世贞在对山东李伯华 5宝剑记6批评中,

所谓 /令吴中教师十人唱过, 随腔字改妥 0的要

求,是以昆曲的音律为标准的。但 5宝剑记 6作

于嘉靖 26年, 其时魏良辅研制的昆剧尚未广泛

流行,山东籍剧作家编写的是流传到那里的海盐

腔的传奇本。 5宝剑记 6最早并不是昆曲传奇,

王世贞不免有点苛求, 但也表明昆曲 /守律 0在

王世贞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而在 /文采 0方面,

王世贞以有无 /大学问 0来评价 5拜月亭 6和 5琵
琶记6的优劣,并批评何元朗 /首 5拜6次5琵 60为

/大谬0,曾在曲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明曲家

如徐复祚讥笑王世贞 /于词曲不甚当行 0、/执末

以议本 0 [ 1 ] 235
; 沈德符也认为王世贞的 /首 5琵6

次 5拜6 0论是他的 /识见未到处 0。[ 1 ] 210
何元朗的

/首 5拜 6次5琵 60和王世贞的 /首5琵6次 5拜 60,

说到底是戏曲艺术中文学性和舞台性的地位的

争论, 这种学术上的歧异,在昆剧界渐渐演化成

为 /本色派0和 /文采派 0的之争。而音韵格律的

相持, 也演化成了 /守律0和 /破律 0的长期争鸣。

5曲藻6现存的最早版本有万历八年 ( 1580)

茅一相的 5欣赏续编 6刻本。在万历以前, 这样

的著述并不多见。昆剧问世以后, 这样系统地进

行曲学概括,乃是第一次,虽然不尽是王世贞一

个人的见解, 但 5曲藻 6已经涉及了与昆剧相关

的一些重大论题, 开了昆剧理论批评的先河, 由

于王世贞的地位和声望, 5曲藻 6对昆剧的理论

和实践有着广泛的影响。

5鸣凤记 6是王世贞的昆曲传奇,全称 5同声

鸣凤记 6,写明代嘉靖年间以夏言、杨继盛 、邹应
龙等十位忠臣义士前仆后继,与专权卖国的严嵩

奸党进行斗争,最后参倒严嵩的故事。传奇副末

开场云: /前后同声八谏臣, 朝阳丹凤一齐鸣, 除

奸反正扶明主,留得功勋耀古今 0,概括了剧名的

含义。但 5鸣凤记 6的作者至今还是个谜, 一说

是王世贞。明代汲古阁 5六十种曲6原刻本题为

/明王世贞撰0; 凌廷堪 5论曲绝句 6也把 5鸣凤
记6归于王世贞名下, 而明末曲家冯梦龙的语录

/读王凤洲 (即王世贞 ) 5鸣凤记6而不下泪者,必

非忠臣0, 还被摘引在毛宗岗评本 5琵琶记 6卷

首;一说5鸣凤记 6作者为 /无名氏 0,如明吕天成
5曲品 6等。又有一说是王世贞门人唐仪凤所

著,主要证据是 5直隶太仓州志 6卷 60中的 5杂

缀#纪闻 6引用了5凤里志 6的一节记载, 有云:

唐仪凤吾州凤里人, 才而艰于遇, 弃举

业,撰 5鸣凤记 6传奇,表椒山公等大节,,

曾以质弇州先生,先生曰: /子填词甚佳,然

谓此出自子则不传, 出自我乃传。盖势有必

然,吾非欲掠美, 正以成子之美耳。0仪凤许
之,乃赠以白米四十石,而刊为己所编。

此外,黄文旸5曲海总目提要 6也标为 /系王

世贞门客所作 0[ 2] 17
。而清乾隆年间焦循的 5剧

说6载, /唯 5法场 6一折是弇州自填 0, 其余是其
/弇州门人所作 0。5剧说 6卷 6这样记载:

相传 5鸣凤 6传奇, 弇州门人作, 唯 5法

场6一折是弇州自填, 词初成时, 命优人演

之,邀县令同观, 令变色起谢, 欲亟去, 弇州

徐出邸报示之曰: 嵩父子已败矣, 乃终

宴。
[ 3] 203

严嵩刚败,即能演出反严的传奇, 则严嵩专

权时,剧本已在偷偷写作, 王世贞的 /门人 0又如
何能够了解到高层统治阶层倾轧争斗的情况?

除非王世贞在给他偷偷提供素材。至此 5鸣凤

记6不唯 / 5法场 6一折是弇州自填 0, 他参与全剧

创作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此外, 5鸣凤记 6第
40折写到了严世蕃受诛弃市, 据考 5明史 6, 严世

蕃弃市是在嘉靖 45年。至于 41折写夏言、杨继

盛等忠臣被平反昭雪则是在隆庆元年。因而焦

循关于5鸣凤记 6首演的记载, 充其量演的是一

个未完成的稿本。与严嵩有着深仇大恨的王世

贞,因得邸报, 兴奋之余就匆匆把未完稿搬上了

红氍毹,而 5鸣凤记 6定稿后的全本演出, 无疑是

隆庆年间的事了。

然而,无论 5鸣凤记6作者是谁, 都是在严嵩

一手遮天的环境中构思执笔的。作者对奸党专

政的深恶痛疾, 对忠臣义士前仆后继精神的呕歌

颂扬,几乎一泻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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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党的跋扈, 是朝政腐败的必然结果, 尽管

剧作最后以严嵩被参倒作结,然而大批忠臣义士

的满地鲜血足以反照出作为最高统治者嘉靖皇

帝的昏庸腐朽来。如果梁辰鱼的 5浣纱记 6是通

过历史对昏君奸臣进行笔伐, 5鸣凤记 6则有异

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 5鸣凤记 6不是选材

于历史,而是现实。郑振铎认为 /传奇写惯了的
是儿女英雄,悲欢离合,至于用来写国家大事,政

治消息,则5鸣凤记 6实为嚆矢0 [ 4] 847
。因而可以

说 5鸣凤记 6是第一部以当代真人真事入戏、反

映政坛现实的 /现代戏 0,从而为昆剧开创了 /时

政传奇 0的新的传奇门类。
真人真事入戏表现了剧作者全新的创作观

念,通过直截了当的针砭现实,表达了作者的政

治愿望。5鸣凤记 6选择的是有关国家生死存亡
的重大事件,即环绕收复河套失地和御倭问题上

的忠奸对立展开冲突,收套还是和戎? 御倭还是

惧让? 忠奸冲突前后相继,贯串始终。随着冲突

的白炽化,作者以一批批忠臣义士的鲜血丰富了

剧作的爱国内涵,提升了艺术和人文思想价值。

作为新的传奇门类 /时政传奇 0, 5鸣凤记6

在如何把真人真事 /传奇化 0方面作了成功尝

试,它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和手法, 给后世的同类

传奇如 5万民安6、5清忠谱 6等创作有很大影响。

最瞩目的是人物塑造,剧作者并不拘泥于真实人

物的社会行为和生活行为。如脍炙人口的 5写

本 6一折, 5曲海总目提要 6指出其情节 /乃摘取
蒋钦事 0; 另一折 5吃茶 6, 写 /杨继盛晤赵文华,

借吃茶讽赵 0,生活中也并没有这样的事, /乃是

增饰0; 又据 5啸亭杂录 6称, 夏言 /居相位时, 亦

复贪婪倨傲, 原非贤佐 0, 但由于他力主收复河
套,最终被严嵩陷害而死, 剧作者就把他 /改造0

成为一位满身正气的忠臣。此外, 郭希颜上书嘉

靖虽有史载 ,但并非为参奏严嵩,他的死其实与

严嵩无关。 /传奇中未免恶皆归焉 0。与此相
应,一切义举、壮举则都归纳到正面人物, 其中有

史实,也有虚构的情节。人物塑造的这种典型化

手法, 虽然是中国戏曲的创作传统, 但作为以当

代真人真事入戏的 /时政传奇 0, 不失是一种创
新。值得称道的是, 无论史实的选择, 还是情节

的虚构,都尽可能环绕着体现人物性格。如 5写

本 6,虽为虚构,即成为了刻划杨继盛的真实性格

的重要一笔,此折布设了一波三折的行为过程,

先写杨继盛手指因受过严党的酷刑, /写本 0时

流出血来,继写祖宗亡灵对他进行 /宗族沦丧 0

的警告,再写妻子对他苦苦哀求: 若上此本, 断言

/夫妇死无葬身之地 0,通过 /内部 0的重重阻力,

描绘了 /外部 0风浪的险恶, 意在用重彩浓墨刻

划人物。

杨继盛因弹劾严嵩, 曾经遭受到 /拶指0的
酷刑,并被流放到蛮荒之地, 但他听到夏太师被

害,毅然不顾身家性命,流血上书揭露奸党。 5写

本6通过一波三折的描写,成为了刻划人物杨继

盛真实性格的最重要一笔, 可以让观众回肠荡

气。全剧人物众多, 但剧作者非常善于选取最能

扣人心弦的生活片断和细节,集中在几场戏中,

在群像的勾勒中突出重点人物的重点性格, 如杨

继盛之百折不挠, 夏言的视死如归, 张翀的扶棺

赴义,邹应龙、林润的决战决胜的气概,均能随颖

而出。

5鸣凤记6所刻划的十个正面人物,所谓 /双

忠八义0, 剧作通过分组, 而后组合成五个回合,

前仆后继,一浪紧接一浪。为了便于组合,剧作

还虚构了生活中没有的人物关系, 如邹应龙、林

润实际上并非郭希颜的门生, 剧作家却赋予了深

厚的师生关系。郭希颜的被害从而更能激起邹、

林的愤慨。作者不仅让邹、林变成同窗,还让他

们义结金兰,借此又增加了同仇敌忾的气势。这

种不拘泥于史实的人物关系的创造, 避免了人物

关系的过于松散。

对于反面的严嵩、严世蕃、赵文华等奸党人

物,剧作同样抓住了收复河套与平倭这两件有关

国家命运的大事来勾勒他们的嘴脸。如当夏言

荐用曾铣总制三边,力图收复河套时, 严嵩为夺

夏言之权,又害怕曾铣成功,便勾结仇鸾,贿通内

监,反诬夏言、曾铣丧师辱国。而当得报倭寇入

侵骚扰时却熟视无睹, 甚至斥责别人 /辄敢大惊

小怪 0,居然乱杀良民以充军功。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剧作常常用对比的手法以强化忠与奸的行

为。如写 /夏公命将 0, 继写 /严嵩拜寿 0; 写 /灯

前修本0, 继写 /花楼春宴 0;写 /忠良会边 0, 同时

又写 /鄢赵争宠 0, 在忠臣群像的浩然正气的对
照下,加深了反面人物的腐朽与丑陋, 从而更能

激起观众对奸党的唾骂。据称有一位色艺俱佳

的艺人金凤被严世蕃霸占,严世蕃死后, 她听说

有5鸣凤记 6传奇, 立即拿来排演, 亲自饰演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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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以泄心中的愤恨。正是由于 5鸣凤记 6艺术

上的成功, 此剧上演也就获得了很强的场上效

果,甚至能 /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 0 [ 5] 249
。 5鸣凤

记 6流传至今的折子戏有 5辞阁 6、5嵩寿 6、5写

本 6、5法场6、5醉易 6、5吃茶 6、5河套 6、5放易 6、

5夏驿6等。

然而5鸣凤记 6的文学本也存在着明显的不
足,就结构而言, 显得松散冗长。剧作没有选择

一个可以贯串始终的主要角色,从而不能使诸多

独立的人物行为有机化, 造成了线索多、头绪复

杂、场次分散, 也没有能组织起一个总的戏剧高

潮。就人物塑造而言, 虽然杨继盛、邹应龙等一

些重要角色以及严世蕃等反面角色颇有个性,但

许多角色面目雷同。古人在评述 5鸣凤记 6时,

还直指其结构之失,如吕天成评论此剧: /词调侭

达可咏,稍厌繁耳。0 [ 5] 249
李贽在 5李卓吾评传奇

五种6中评论云: / 5鸣凤6原出学究之手, 曲白尽

佳,不脱书生习气,但大结构处极为庞杂无伦,可

恨也。0此外,语言骈俪, 常堆砌词藻典故。近人

郑振铎则概括了 5鸣凤记 6语言和结构的缺陷:

/此记也多排偶之句, 描景写情往往未能宛曲或

深刻。所述似以杨继盛为中心,又似以邹应龙为

中心,头绪纷烦各可成篇,分则成为独立几段,合

则仅可勉强成为一剧耳,实则其中心乃为某事,

并非某人。像这样的政治剧, 在当时殊少

见。0 [ 4]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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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ang 's Contribution to Kunqu Opera
) ) ) OnW ang Shi- zhen s' CreativeW ritings of Kunqu Opera

GU Ling- sheng

( Suzhou Institute of Fo lk Ope ra A rt, Suzhou 215005)

Abstrac t: In the in itia l stage o f kunqu opera, W ang Sh i- zhen who lived in Taichang m ade a g rea t contr ibu tion to the deve-l

opm en t o f kunqu opera by publish ing h is works C i Zao and Phoen ix Sings in theMo rn ing Sun. C i Zao touches upon som e sig-

n ifican t topics about kunqu ope ra and in itia ted the theoretica l criticism o f kunqu ope ra. The legend Phoen ix S ing s in theMo rn-

ing Sun is based on the drama tic soc ial ev ents tha t dec ided the destiny of his country, and depicts the real characters and real

events, thereby g iv ing express ion to the au thor s' new concept o f literary creation, and introduc ing a new legenda ry genre o f

kunqu opera.

K ey w ords: C i Zao; ex alting the opera P ipa Ji but downgrad ing the opera Ba iyue ting; legend o f current po litics; Phoen ix

S ing s in theM orn ing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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