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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进校园的必要性及其具体方法
*

) ) ) 对大学课堂传播昆曲的考察

路海洋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009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

摘  要: 当代的大学教育应将昆曲传播纳入其中, 这不仅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 也是传承和复兴昆

曲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需要。大学昆曲传播的实际开展,总体上宜于以面向全校大学生的公共选修课为主要

方式, 条件具备的学校,也可以开设面向部分大学生 (如中文系、音乐系学生 )的较为专业的必修性特色课程;

与课堂教学相配合, 课外的曲会活动、观剧活动、听取学术讲座等, 也应成为昆曲传播的重要内容。而苏州科

技学院进行的大学昆曲教学实践,不但能够说明昆曲课堂传播方法构想的现实可行性, 还为将来大学校园的

昆曲传播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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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曲既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粹, 是 /中国文

化晚近时期的智慧结晶,是把东方哲学精神与美

学趣味结合、经过悠久的过程逐渐蒸馏、凝结为纯

美的舞台艺术产物, 是东方古典艺术的极

致 0 [ 1] 31
,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重要载体。让

这样一种文化艺术经典,经由适当的学校教育途

径得以传播,既是昆曲在当代传承与发展的必要

环节, 也应是当代素质教育的题中之义。考虑到

大学生已经具备了相对较为全面的文化、文学、艺

术基础知识,他们理解和接受典雅的昆曲更为容

易,理应成为校园中接受与传播昆曲的主要群体,

依此而论,大学课堂也理应成为校园接受与传播

昆曲的主要场所。笔者拟从大学课堂教育的角

度,对其传播昆曲的必要性及具体方法作初步的

探讨, 并进一步以我们的昆曲教学实践为例, 分析

大学昆曲传播的可行性问题。

一、大学课堂传播昆曲的必要性

大学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最直接的综合性

平台, 为什么昆曲课堂传播在其中应占有一席之

地呢? 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在高素质人才

培养的整个过程中, 大学教育是非常关键的一个

环节。而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当今时代, 使大学

生不但具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和过硬的专业技

能,而且具有相当的文化修养,越来越成为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个共识。那么, 怎样才能使

大学生成为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人才呢? 对于中

国的大学生来说,我们至少需要强调一点,即不论

何种专业,都应当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部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里所说的 /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粹部分 0, 包括哲学、历史、文学、书法、

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众多方面,其中昆曲是必

不可少的一项。

昆曲兴起于元末明初, 兴盛于明清两代。从

明嘉靖到清嘉庆的近三百年间,昆曲一直是雄踞

剧坛的无可争议的国剧, 而能够欣赏昆曲 (甚至

演唱、创作昆曲 )成为当时一般士人的必备修养。

作为一种高度成熟、体系完备的艺术样式,昆曲对

中国传统戏剧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被称为 /百戏之母 0; 同时, 正由于它的高度成熟

和体系完备,昆曲在世界艺术之林中也占有重要

的一席之地。正如论者所云: /昆曲不仅是我们

67

* 收稿日期: 2010- 05- 18

作者简介:路海洋,男,文学博士,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明清诗文与昆曲

理论研究。



民族的文化经典, 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经典。昆曲

在世界文学史、戏剧史、音乐史、舞蹈史上都占有

重要的地位。0 [ 2] 57
那么, 从高素质人才培养的角

度而言,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重视大学的

昆曲传播,确是大学传统文化教学不可缺少的一

个部分,是高等教育的题中之义。

二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昆曲在当代传承和

复兴的需要。由于昆曲高度的艺术成就和文化价

值, 2001年 5月 18日,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

布为首批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0

之一。但与这一称号相关的一个事实是,昆曲已

经面临着重大的生存危机,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

/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对昆曲缺乏了解,

昆曲演出的市场不断萎缩 0,因此, /培养新一代

的昆曲观众 0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 58

如何培养新的昆曲观众呢? 学者们比较一致

地将眼光投注到了大学校园, 王选、叶朗于 2004

年 /两会 0期间联名提出的 5关于加大昆曲抢救和

保护力度的几点建议 6草案中指出: /大学生的文

化素质好,其中一部分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们对

昆曲这样的传统艺术、高雅艺术会产生浓厚的兴

趣。0为了充分利用大学生在这方面的优势,一方

面需要昆曲院团 /建立定期到大学巡回演出的机

制 0,另一方面则需要大学 /开设有关昆曲的课程

和专题讲座,使一大批大学生在校期间受到昆曲

艺术的熏陶 0,为培养新一代昆曲观众打好基础。

同时, 由于大学生在毕业以后会分布到各行各业,

他们的影响还 /可以为昆曲争取更多的观众0,这

是昆曲能否在当代传承和复兴的重要保障因

素。
[ 1] 60
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在一篇题为 5不能欣

赏昆曲是知识分子素养上的缺憾 ) ) ) 关于保存和

复兴昆曲的几点设想 6的文章中,也从另一个角

度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他认为, 要想在当代社会

保存和复兴昆曲,须有很多的保证因素,其中一条

即是 /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理解昆曲的价值和尊重

昆曲的风气 0, 要做到这一点, /在大学里开设相

应的课程0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3 ] 226

二、大学课堂传播昆曲的具体方法

如何 /在大学里开设相应的课程 0以传播昆
曲,学者们多未论及, 而这是切实保护和传承昆曲

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考虑具体实施:

第一,有学分制保证的课程设置。昆曲要名

正言顺地进入大学课堂, 首先必须有学分制的有

力保证,从而让大学生对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有初

步而明确的了解,这是第一步。接着,在大学教学

的所有课程中,以昆曲为对象的课程应占有怎样

的位置? 或者说昆曲课的性质应当是怎样的? 笔

者认为,总体上应将其定位在选修课的层面,亦即

与哲学、历史、文学、美术、音乐 (广义的 )等课程

相类似的人文艺术类公共选修课程。它有四个基

本特征:其一, 开设对象是全校各专业大学生; 其

二,选课原则是建立在个人兴趣基础上的自愿选

择;其三, 一般开设一到两个学期, 应该有两到四

个学分;其四, 课程形式是以较有系统性的昆曲历

史、昆曲理论讲授与舞台表演欣赏为主,兼及一些

有特色的昆曲专题讲座。当然, 对于有条件的学

校¹ ,在中文系和音乐系,可以将昆曲课设为必修

性的特色课程。

第二,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欲使昆曲课从

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音乐史附属的地位

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具有相当独立性的课程,

就必须对其教学主要内容作明确的界定。我们认

为它应当具有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其一,昆曲历史

的简介,让大学生对昆曲的渊源及发展演变的主

要脉络,有一个总体的了解,突出其区别于一般文

学史、音乐史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 其二, 昆曲

经典文本的分析、鉴赏,让大学生从文学的视角对

昆曲进行审美了解;其三, 基本曲唱理论的讲解

(有条件的则要进行基本曲唱技巧的传授 ), 这是

让大学生从音乐的视角对昆曲的特征有所了解;

其四,到剧场或借助多媒体引导学生观剧,让大学

生较为切实、全面地感受作为综合性艺术的昆曲。

当然,在具体的课程开展过程中,前三点可以依照

具体情况各有侧重 º , 但第四点即舞台表演的观

赏则必须突出。

第三,课堂教学的延伸内容。课堂教学是大

学生了解昆曲的基本途径, 大学生藉此对昆曲相

关知识可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若要进此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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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所谓/有条件 0,主要是指在昆曲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如

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等地的大学,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具备

昆曲传播所需要的各种主要条件, 如本校拥有昆曲研究学者、本

地具备昆曲演出剧院 (团 )、昆曲的演出活动较为丰富、当地政府

也重视昆曲的传播与发展等等。

特别是曲唱理论的讲授与曲唱技巧的传授,是非常专门

的问题,很多地方的大学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那么就可以主要

在昆曲历史介绍、昆曲经典文本鉴赏方面着手教学。



使有兴趣、有特长的同学对昆曲有更深入的了解

甚至进行研究, 就必须考虑昆曲选修课的延伸

/教学 0。这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其一, 举

办各类昆曲讲座,这大体包括两种类型,即学者学

术研究演讲和演员表演体会讲述两大类; 其二,在

教师的引导下成立学生昆曲社, 进行定期或不定

期的曲会活动, 让学生对昆曲演唱的技能有不同

程度的了解;其三, 作为曲社内部活动的延伸,可

以加强本曲社与其他曲社间的交流, 互通有无,进

一步激发大学生对昆曲的兴趣、热情。当然, 成立

曲社和曲社活动的开展,对教师有较高的要求,他

们必须要对昆曲演唱的理论与技能有较好的掌

握,可依具体情况而行。

可以说,有学分制保证的大学选修课程的设

置,使大学生了解昆曲有了一个比较稳定、正式的

途径, 而合理而充实的课程内容及课外活动安排,

不但可以使昆曲课程凸显出自身的独立性和特

点,而且可以确保希望了解昆曲的大学生能学有

所得。进一步来说,这样的课程若能在全国范围

内普遍开展、遍地开花, 其必能为昆曲 /培养新一

代的观众 0、为当代昆曲的传承和复兴带来重要
而有效的推动。

三、大学课堂传播昆曲的一个案例

笔者以在苏州科技学院的昆曲教学实践为

例,具体分析、印证大学昆曲传播的构想。

笔者的昆曲教学实践, 按授课对象和课程性

质分, 有两种类型:一是面向全校大学生的 5昆曲

鉴赏6公共选修课,一是面向音乐学院学生的 5昆

曲 6必修课。第一种类型的公选课, 每学期开设,

计 12周 24课时。课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

容:其一,昆曲的基本概念、渊源和发展脉络简介,

让学生对昆曲的总体状况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其

二,曲唱理论讲解和清唱技能传授,不但让学生对

昆曲最基本的一些曲唱理论 (如魏良辅 5曲律 6所

谓 /字清、腔纯、板正0的 /三绝0观, 豁腔、擞腔、橄

榄腔等基本腔格等 )有所了解, 而且让学生循序

渐进地学习基本的昆腔清唱技巧,在一个学期里,

学生至少可以学唱 3至 5首昆唱诗词和 1至 2段

昆曲经典曲段 (如 5牡丹亭 #惊梦 6 [皂罗袍 ]、5长
生殿#惊变 6 [泣颜回 ]等 )。其三,昆曲舞台表演

欣赏, 这一部分所占份量最重, 主要是借助多媒

体,向学生展示比较有代表性的昆剧作品 (如 5玉

簪记6、5牡丹亭6、5长生殿6等 )的经典段落,引导

学生从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综合的视角,对昆

曲进行审美欣赏。从已经开设的两学期课程实际

来看,学生比较欢迎,教学效果良好。

第二种类型的必修课, 系我校音乐学院苏南

地方音乐文化特色课程之一, 每学年第二学期开

设,计 17周 34课时。该课程与公选课有所区别,

主要也包括三方面内容: 其一,昆曲概念与发展简

史讲述,让学生对昆曲从发生、发展到衰落的整个

过程,对昆曲演进史中的主要作家、作品、流派、事

件,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其二,昆曲理论主要是清

唱理论讲解,这一部分穿插在昆曲史讲述和清唱

教授的过程中, 让学生对魏良辅 5曲律 6、沈宠绥

5度曲须知 6、徐大椿 5乐府传声 6等曲论著作中所

含昆曲唱论之部分核心主张, 有初步的了解。其

三,清唱传授, 这部分内容所占份量最重, 希望通

过一学期的教授, 让学生比较熟练地掌握 3至 5

首昆唱诗词、基本掌握 4到 6段昆曲经典曲段的

清唱。从授课过程和期末考核结果来看, 学生对

习唱较感兴趣,大部分学生能够比较熟练地完成

考核曲段的演唱,授课效果良好。

课堂讲授而外,我们还有不少与之相关的延

伸活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 成立

曲社并开展多样化的曲社活动。 2008年 8月由

笔者与音乐学院负责老师牵头,成立了我校第一

个昆曲社 ) ) ) /石湖曲社 0。曲社成员即以昆曲
公选课与必修课部分听课学生为主,不定期曲会,

由笔者负责引导学生复习课堂已授曲段, 并另授

一些曲段。2008年 9月第九届 /虎丘中秋曲会 0
在苏州开幕,该社以一曲 5浪淘沙令6 (帘外雨潺

潺 )赢得了与会曲友的好评; 2009年第十届 /虎丘

中秋曲会 0期间, 该社又以一曲 5长生殿 #惊变 6

[泣颜回 ] (花繁秾艳 )赢得了曲友的一致好评, 曲

社被评为 /虎丘曲会优秀曲社 0, 一名社员更获得

/优秀曲友 0称号,这些收获有效促进了社员们的

积极性。

其二,规模较大的观剧活动。曲社的活动, 毕

竟是针对兴趣浓厚并往往是有所擅长的部分大学

生而开展的, 范围较窄。为了引起更大范围的大

学生对昆曲的兴趣, 我们多次组织以昆曲公选课

与必修课听讲同学为主, 兼及中文系、音乐学院其

他同学的观剧活动。从我校大礼堂、经贸学院大

礼堂到苏州昆曲博物馆、沁兰厅、苏州科技文化中

心,从青春版5牡丹亭6、新版 5玉簪记 6到苏昆版
5西厢记6、5狮吼记6,从折子戏到全本演出,在两

69



年当中,我校的众多大学生都以很高的热情, 到剧

场去欣赏了昆曲的舞台表演。此外,与观剧活动

相配合,我们还引导学生去听讲校内外的各种与

昆曲有关的学术讲座 (包括笔者主讲的昆曲讲

座 ) ,让较大范围的同学对昆曲有更多、更深入的

了解。

实践证明, 我们的做法是比较成功的。通过

课堂教学和课外的延伸活动, 我校有相当数量的

学生对昆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除了学校组织的

观剧活动,不少学生自己也会去剧场观看昆曲演

出,如观赏苏州昆曲博物馆的昆曲星期专场; 同

时,由于受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的影响,一部分大

学生对昆曲从一般的喜欢渐次变成深厚的热爱,

比如有些兴趣相投的同学联合申报大学生昆曲调

查研究课题 (到目前已至少获批两项 ) , 还有些同

学决意报考昆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也已有成功

范例 ), 希望将来能从更高的层面, 对昆曲进行研

究、鉴赏。经由这样的活动,许多大学生拓宽了自

己的知识面,提升了自己的文化修养,他们在无形

中也成了学者们所呼吁的 /新一代的昆曲观众0;

并且, 他们中有一部分进入研究生层面而继续深

造者, 即可能成为一名昆曲教师与昆曲传播者,从

而能为新的昆曲人才与昆曲观众的培养,做出贡

献,这样环环相承, 昆曲在当代的传承与复兴,未

必是不能实现的。

概言之,当代的大学教育应将昆曲传播纳入

其中,这不仅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传承

和复兴昆曲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需要。大学昆曲

传播的实际开展,总体上宜于以面向全校大学生

的公共选修课为主要方式,条件具备的学校,也可

开设面向部分大学生 (如中文系、音乐系学生 )的

较为专业的必修性特色课程; 与课堂教学相配合,

课外的曲会活动、观剧活动、听取学术讲座等, 也

应成为昆曲延伸教学的重要内容。而苏州科技学

院进行的大学昆曲教学实践, 不但能够说明昆曲

课堂传播方法构想的现实可行性,还为将来大学

校园的昆曲传播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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