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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良辅的声腔改革① 

顾聆森 

(1．中国昆曲博物馆 ，江苏 苏州 215006；2．江苏省昆剧院，江苏 南京 210004) 

摘 要：魏 良辅的声腔改革是对南曲音 乐的综合 改革 ，昆山腔不是 昆曲的单一母体 。 

魏 良辅 的 声腔 改 革表 现在 三 个 方 面 ，一 是 舞 台语 音 排 斥 了正 宗 的 苏 州方 言 ，而选 定 了“苏 

州一 中州音 ”，从 而 为 昆曲吸 收 北 曲和 流传 全 国奠定 了基 础 ；二 是发 明 了“依 字行 腔 ”的歌 

唱 方 法 ，即 以字 声 、字韵 决 定 演唱腔 格 ，以 求四 声 的 中正得 宜 ，从 而进 入 一 种 “字 清 、腔 纯 、 

板 正”的歌 唱 新境 界 ；三 是 乐 器伴春 天的 组合 大成 。 由是 论 定 ：昆 山腔 、昆 曲 、昆剧 不应 该 

混 为一 谈 ，应把 “国初 ”以顾 坚为代 表 的地 方 声腔 称 为 “昆 山腔 ”，把 魏 良辅 的新 声腔 称 为 

“昆 曲”，而把 《浣纱 记》以后 昆 曲歌 舞 演 故 事的 形 式称 为“昆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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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良辅“立昆之宗”的成功 ，确定了他在曲坛的声望和地 

位 ，明代已有人 已把他称为 昆陆的“鼻祖”、“曲圣”了。然 

而，这样一位昆曲的“鼻祖”、“曲圣”，资料留存却微乎其微。 

不仅生卒年月至今迷雾一团，其籍贯也众说纷纭，一说昆山 

人 ，一说太仓人，一说祖籍江西豫章，后迁居太仓。而仅存的 
一 千多字的著述《南词引正》，直到上世纪 60年代才见到原 

貌 ，而这以前传世的只是被删节过的稿本(即《曲律》)。 

现存的资料可以推断，魏良辅生平最主要的活动时期是 

在明代嘉靖年问。已知金坛曹含斋嘉靖 26年(1547)为魏良 

辅《南词引正》作序，表明其时魏良辅的声腔改革至少已在后 

期。又据宋直方《琐 闻录》载 ，魏良辅与张野塘定交 ，“时年 

五十余”，这是魏良辅嫁女的年纪。“野塘既得魏氏，并习南 

曲，更定弦索章节 ，使与南曲相近”，由此可证魏 良辅改革声 

腔年在“知天命”之后，从曹含斋写叙之年前溯“五十余”，可 

知魏 良辅的生年当早于 1497年。魏 良辅的卒年，明末曲家 

钮少雅《九宫正始 ·序》中透露了一些讯息。钮氏“序”说： 

“弱冠时，⋯⋯余特往之，何期良辅已故矣”。已故几年，不得 

而知 ，但知钮少雅生于嘉靖 43年(1564)，古人 20岁称“弱 

冠”，则魏 良辅卒于 1584年以前，其时已是明万历年间了，魏 

良辅当享高寿。 

魏良辅原是北曲家，后改习南曲。明余怀《寄畅园闻歌 

记》这样记述了魏 良辅改革南曲的动机和经过： 

有日⋯⋯南曲盖始于昆山魏 良辅云。良辅初 习 

北音 ，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镂心南曲，足迹不下楼 

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 

度为新声，疾徐 高下，清浊之数，一依本宫。取字齿 

唇间，跌换巧掇，恒以深邈，助其凄唳。吴 中老曲师 

如袁髯、尤驼辈，皆瞠乎 自以为不及也。② 

① 基金项 目：本论文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重点课题“昆曲学”(项目编号：98BGA06)．阶段性成 

果之一。本文作者为“昆曲学”子课题“中国昆剧志”音乐条目编写人。 

作者简介：顾聆森(1943一 )，男，汉，江苏苏州人，中国昆曲博物馆研究员，苏州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 昆剧院艺术顾问。研 

究方向：昆曲理论研究。 

② 余怀《寄畅园闻歌记》，《虞初新志(四)》，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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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良辅之所以要改革南 曲，直接的原因，余怀说是因为 

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而吴江曲家沈宠绥则是说魏 良辅“生 

而审音 ，愤南曲之讹陋①”，才对它进行手术的。意思差不多。 

魏良辅之前 ，南曲的“平直无意致”和“讹陋”，大致表现 

在 以下 三个 方面 。 

一 在语音。南曲大抵都用方言歌唱，因而声腔种类特别 

“纷纭不类”，例如海盐、弋阳、余姚 、昆山“四大声腔”之外 ， 

尚有杭州、义乌 、青阳、四平 、乐平 、太平等声腔。正是由于五 

方语音不一 ，才有不同的民歌、民间小调，从而形成了流传于 

方言区域的民间声腔 ，而民间声腔受到方言语音的严重局 

限，决定了它们一般都不可能广为传播；二在歌唱。南曲歌 

唱有较大的随意性，“徒取其畸农 、市女顺口可歌而已”，徐谓 

称之为“随心令”②，也更谈不上“寻宫数调”了，诚如明曲家 

凌蒙初所说 ：“声音高下，可以随心人腔，故总不必合调”，因 

而很难提高④；三是伴奏。南曲一般都不用乐器伴奏 ，也没有 

宫谱，只用打击乐器如檀板或金鼓铙钹之类控制节拍 ，唱段 

的尾段或尾句常采用后场帮腔。在南戏诸声腔中，海盐腔是 

最早进行声腔改革的。据李 日华《紫桃轩杂缀》载 ： 

张锈 ，字功甫，循王之孙，豪侈而清尚，尝来吾郡 

海盐，作园亭自恣，令歌几衍曲，务为新声，所谓海盐 

腔也 。④ 

张铽是南宋人。早在南宋年问，他已就在对海盐的民间 

声腔从事“务为新声”的改革了。经过改革的海盐腔后来不 

只在江浙地区广为流传，且成为上层社会的主流声腔。海盐 

腔的成功，有二点极为重要 ，一是海盐腔的声腔语音废除了 

纯粹的方言 ，而采用了“海盐官话”，从而开始向外传播，；二 

是在“以拍为之节”的同时开始用北曲的“弦索”作为伴奏器 

乐。如《金瓶梅词话》第 73回说到海盐子弟邵廉 、韩佐两个 

优儿歌唱时就用“银筝、象板、月面琵琶”伴奏。海盐腔最终 

能够成为上层社会的主流声腔，与它歌唱与伴奏的改革是分 

不开的。 

昆山腔比海盐腔要晚出，元末明初昆山顾坚群落也曾对 

原始的昆山腔也有过“务为新声”的改革过程 ，昆山腔在演唱 

当地的土戏时，也出现了以管乐器为之伴奏的格局 ，徐渭在 

《南词叙录》特别谈到了昆山腔的伴奏阵容 ： 

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按节而唱南曲者，字虽不应 ， 

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亦吴俗敏妙之事。⑤ 

吴中音乐以“江南丝竹”著称，以“丝”(弦乐)和“竹” 

(管乐)同配戏曲声腔，在徐渭看来 ，形成这种伴奏阵容正是 

吴人吴俗之“敏妙之事”，但显然是受到了“弦索官腔”的影 

响。昆山腔的这种管弦合璧的伴奏出现在魏 良辅改革南 曲 

之前 ，然而此时的昆山腔是没有官谱可依的，虽“谐和可听”， 

唱字(唱腔)与伴奏音乐本质上属于两个音系 ，并没有混成， 

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代替了打击乐的节拍控制 ，即所谓“笛 

管笙琵按节而唱南曲者”，从而徐渭才有字不应腔(“字虽不 

HUNDRED SCHOOLS IN ART 
口 

应”)之论。 

徐渭所描述的“字虽不应 ，殊为可听”，远不是魏 良辅心 

目中的南曲演唱和伴奏效果 ，魏良辅对南曲的改革尽管没有 

超越语音 、歌唱、伴奏这三个领域，但无论哪一方面都要深刻 

得多。 

在声腔语音选择方面，魏 良辅拒绝 了昆山或太仓的土 

音，甚至排斥了正宗的苏州方言。魏良辅把新声腔的歌唱语 

音确定为“苏州一中州音”。“苏州一中州音”是苏州方言 

(吴依软语)和中州语音的一种混成体，这种语音形成于南 

宋。公元 1127年，北宋灭亡，宋都南迁临安。随着官僚贵族 

集团的南下，旧都开封一带(中州地区)的语音也带进了吴语 

区域 ，于是在吴语区逐渐合成了特有的官话，如“杭州官话”、 

“永嘉官话”、“海盐官话”等。所谓“苏州一中州音”是苏州 

和中州两地地语音的“声”与“韵”的巧妙组合。大致有三种 

全盛类型，即：“南声北韵”、“北声南韵”和“同声同韵”。 

如下表所示。 

苏州音 例字 中州音 苏州
一 中州音 (国际音标注音) 

●● 南声 须 S i XU S、n 

北韵 秋 ts、 q IOU t s、iOU 

北声 原 nyo yan yg 

南韵 玉 nio yu yo? 

同声 离 l i l i l i 

同韵 妈 mn mQa mQa 

尚有一部分字声或声同韵异，或韵同声异，其声韵无非各取 

其便，但无非也就是“南声北韵”或“北声南韵”。 

“苏州一中州音”实际上就是“苏州官话”，这种语音在 

尖团、归韵 、声调等方面化合了中州音和苏州地区正宗(指长 

州 、吴县)的吴依软语。因而它既保持 了吴侬软语的基本韵 

味和特色，如舒徐委婉，温文尔雅等然而它又糅合了北方语 

音的遒劲、豪放因素。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曾总结说： 

乡音一转而即合昆调者，唯姑 苏一郡，一郡之 

中，又止取长(州)、昊(县)二邑，余皆稍逊。⑥ 

① 沈宠绥《度曲须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五)，中国 

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 198页。 

② 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 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 

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240页。 

③ 凌潦初《谭曲杂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 

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254页。 

④ 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第264页。 

⑤ 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 

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242页。 

⑥ 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三)》，第 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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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渔创办昆剧家班的经验之谈。故家班 和昆剧职 

业班社的艺人招收子弟时，都需要到苏州。李渔说，“即如梁 

溪境内之民，去吴门不过数十里 ，使之学歌 ，有终身不能改变 

之字。”( 而“苏州一中州音”超越了吴依软语的自然形态， 

是一种可以约束的规范语音。它解除了方言常常有音无字 

的困惑，使得每个字音都能够得到“曲韵”的理性关照，从而 

又使后人有可能把古代声韵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南曲的度曲 

领域。对于度曲领域而言，声韵学不是简单的介入 ，它在被 

消化的过程中终于打开了“字正腔圆”的最后通道，从而使魏 

良辅得以“尽洗乖声 ，别开堂奥”②。与此同时，“苏州一中州 

音”贯通南北 ，这为魏 良辅把北曲移植到新声腔中创造了便 

利。例如他把北曲的七音阶引人南曲，北 曲不仅作为一个独 

立体系撑起了新声腔的半壁江山，而且南北曲还可以联套， 

丝毫不觉牵强生硬。另一方面，新的声腔语音的确定 ，又为 

魏 良辅引进先进的北曲宫调理论创备了条件。宫调 的推行， 

不仅使南曲脱离了“随心令”而得 以曲牌化，并通过不同笛 

色 ，不同个性的曲牌归类，完成了曲牌的宫调化，从而推动度 

曲理论的飞跃。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所强调的每支曲牌 

的“曲名理趣”，不仅是唱词内容的艺术表达，同时也是对艺 

术形式的高度关注，于是度曲的过程，得以从“字正腔圆”的 

局部变成曲牌的个性实现 ，使得演唱的技巧最终与“曲情”结 

合。魏 良辅在他对南曲的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编制宫调亦 

或格律谱，但他已经把北曲的宫调理论和声韵学理论应用于 

声腔改革。已为后人编定昆曲的宫调谱、格律谱(如沈 《南 

九宫十三调曲谱》、李玉《北词广正谱》等)奠定了基础。从 

魏良辅开始，南曲那种“声音高下，可以随心人腔，故总不必 

合调”的历史才正式宣告结束。 

在歌唱方面，“依字行腔 ”是魏 良辅南曲歌唱改革 的精 

髓。由于“苏州一中州音”不仅解决了“有音无字”的方言局 

限，而且这种语音又可以纳入到“中原音韵”的韵系范畴之 

中。特别昆曲中填唱北曲，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必问的韵 

书，另一部明代的官韵书《洪武正韵》按照南方语音把人声字 

单立出韵 目，遂成为了南韵工具。总之 ，“苏州一中州音”使 

昆曲从此而有韵可遵、有声可循。沈宠绥这样描述魏 良辅 

“依字行腔”的演唱方法： 

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 

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镕琢，气无烟 火，启 口轻 

圆，收音纯细 。盖 自良辅 ，而 南词音 理 ，已极 抽秘 逞 

妍矣 。⑧ 

所谓“依字行腔”，即是以字声 、字韵来决定演唱腔格，昆 

曲中的腔格 ，是指与声韵 、声情有关的行腔规律 ，也是历代昆 

曲艺人必修的基本功。什么字声运用什么腔格 ，几乎不可易 

移。在魏良辅的演唱教条里，腔格不仅为了美④化乐音 ，更重 

要的是使四声得宜。 

昆曲的腔格分为二类 ，一类是为声腔的美听而设，常用 

于腔腹 ，以姿婉转 ；另一类是所谓的“字声腔格”，一定置于腔 

首 ，其功能是确保字声的中正。就“苏州一中州音”的调类而 

言 ，字声共分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四类。任何一种字调都 

一 定配置有相应的字声腔格。如专设于上声的字声腔格是 

Ⅱ罕腔和嚯腔。 

Ⅱ罕腔在运作时，必须先冒调而起，通过上倚音，作下行大 

跳行 ，然而进入本音。盖上声字属于“高降调”，晖腔其实是 

字声“高降”的夸张。如《琴挑》[懒画眉]‘‘欹枕愁听四壁 

蛩”句中，上声字“枕”，谱为“四上”(Q 1)，照谱宣唱，声为阳 

平 ，如取滑音揭高 ，或为去声。故必用口罕腔方得中正。又如： 

《游园》[步步娇]中“艳 晶晶花簪八宝填”句中，“宝”字，谱 

为“四”延四拍 (61)，直唱声为阴平 ，加 以Il罕腔 ，方能规正字 

音。 

“嚯腔”同是上声字的腔格 ，但只适用于阳上声。其腔格 

由先高后低两个音符组成，唱到较低音时，由嗓门暂时阴断 

气流通过，造成回吞感觉，嚯腔正是通过有意“吞没”后面一 

个工尺(音符)的音尾 ，强化了阳上声的字声特征，又使唱腔 

更趋于生动。又如《游园》[皂罗袍 ]‘‘雨丝风片”中的“雨” 

字、“声声燕语明如剪”的“语”字，都运用嚯腔演唱。 

专设于去声字 的腔栈是 “韶腔”。去声字属 于“降升 

调”，字声先由高走低，然后 由低走高 ，略如马鞍状。故去声 

腔格 ，出字可轻带“哞腔”，然后于第一音后给以一度 以上的 

上倚音 ，以作“豁”势。阴去声可“豁”高一级 ，阳去声可“豁” 

高二级以上。豁腔正是抓住了声尾豁高的字声特点，形象地 

组成了字声腔格。如《琴挑》[懒画眉]．‘伤秋宋玉赋西风”去 

声字“宋”、“赋”须唱成豁腔；《游园》[步步娇]‘‘怎便把全身 

现”中的阳上声字“便”即豁高了二度以上。 

专设于人声字的腔格是“断腔”，或称“顿腔”。和入声 

字的发音出口便断特点个符。在工尺谱中，人声腔格以休止 

符号“ ’表示 ，但演唱却不同于一般的休止停顿，以“断”中 

有连，若断若连为其字声本色。 

平声腔格 ，阴平以延拖为常，如一个工尺字 占了一拍 ，此 

音就绝不能上扬或下抑 ，因而阴平字声常用“叠腔”规正。如 

“六”(Q)可唱成“六六”(《)O)，延长四拍 ，称作“四叠腔”，如 

《琴挑》[朝元歌]．‘长清短清”句中阴平字“清”均作四叠腔， 

演唱时，或可作“橄榄腔”——音程两头轻细 ，中间宏大，从而 

使长腔多彩绚丽，上例第二个“清”字用之。至于阳平字声， 

原则上不作单音延拖，后音一般需用揭高，但唱法上不能滑 

进，而需跳进，以此区别于“豁腔”，这也正符合阳平字声的特 

征。 

魏良辅的“依字行腔”又分为“清 曲”和“剧 曲”两个层 

面。清曲即所谓“冷板凳”。清曲家历来被视为是昆曲宝塔 

尖上的唱家。曲家以品味“独音”(肉音)之美妙为知音，认 

为“丝竹相和”反为知音之不足取。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 

① 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三)》，第 151页。 

② 沈宠绥《度曲须知》，《中国古典戏凿论著集成》(五)，中国 

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242页。 

③ 同上。 

④ 李调元《雨村曲话》，《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 

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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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而肉音取胜并非易事。但是剧曲也可以用来作为清唱， 

特别是那些守律严谨的剧曲。沈宠绥《度曲须知》说： 

(魏 良辅)所度之曲，则皆“折梅逢使”、“昨夜春 

归”诸名笔，采之传奇，则有“拜星月”、“花阴夜静” 

等词，要皆别有唱法，绝非戏场声口。① 

“戏场声口”即是剧曲，和“清曲”唱法有所不同。清曲似乎 

回到了南曲的原始演唱形式 ，没有伴奏 ，只有“拍为之节”，然 

而，清曲“皆别有唱法”，业已进入了一种新的歌唱境界，被纳 

入到字清 、腔纯 、板正即“依字行腔”的高雅艺术轨道之中了。 

清曲以降 ，刁‘是可借戏场锣鼓之势的剧曲的演唱。魏 良 

辅的杰出贡献是对于乐队伴奏的改革。南曲中如海盐腔、昆 

山腔虽然已有乐器伴奏，但伴奏之有规模，自魏 良辅改革后 

的南曲始 ： 

嘉隆间，昆山有魏良辅者乃渐改旧习，始备众乐 

器而剧场大成，至今遵之。② 

所谓“嘉隆问”，表明魏良辅的乐器改革一直要延续到明 

代隆庆时期，这是一个“渐改旧习”的渐进过程，比清嗌改革 

更为复杂。何况魏良辅对南曲的伴奏的改革 ，并不是简单的 

器乐相加。与对南曲声腔语音和唱法改革同步，魏良辅成功 

地解决了两大关键，一是适应于北曲南唱；二是以腔应字。 

魏良辅把北曲引进南曲，但北曲依旧保持着它本身体系 

的相对独立 ，即维持着北曲完整的曲牌套数体系。尽管昆曲 

演唱可以南北曲合套，但在一北一南的合套程式中，个体的 

北曲牌并不被南曲所消融。魏 良辅甚至把“南曲不可杂北 

腔，北曲不可杂南字”的“两不杂”，作为南北合套的一种基 

本格律规范(《曲律》)但是新声腔的语音 已不是中州北音， 

而是“苏州一中州音”，纯粹的“南字”固然不可 以相杂于北 

曲之中，然而北音中却业已相杂了大量非纯粹的北字了。所 

谓“北曲南唱”，已不仅是艺人的口法，也相关于乐器的伴奏。 

因而魏良辅在把北曲的“弦索”一起引进南曲的同时 ，就不能 

不解决“北曲南奏”中必然出现的相关问题，这样他需要着手 

把一些新的弦索乐器加盟于“北曲南奏”或者对原有北曲乐 

器进行改造。张野塘改制曲弦即是一个有文字可稽的事例： 

野塘既得魏氏，并习南曲，更定弦索音节，使之 

南音相近，亲改三弦式，身稍细而其鼓 圆，以文木制 

之 ，名日弦子。③ 

所谓“更定弦索音节”，是要求弦索的弹奏适应南曲的舒 

徐环回。这不仅是个弹奏方法问题，还需从音色上矫正 ，从 

而张野塘不得不通过改制式样，使北曲的“三弦”而成为南北 

两通的“弦子”，这是张野塘根据魏良辅的意图创造的一个杰 

作。 

沈宠绥说魏良辅“渐改旧习，始备众乐器而剧场大成”， 

究竟“众乐器”有多少规模 ，已不得而知，但总体上包括 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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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即：打击乐器 、管乐器、弦乐器。昆剧乐器在台上的位 

置也有严格规定，李斗《扬州画舫录》曾作如是描述： 

后场一日场面，以鼓为首．一面谓之单皮鼓，两 

面则谓之 荸荠鼓，名其技 曰鼓板，鼓板之座在上鬼 

门：弦子之座后于鼓板 ，弦子 亦鼓类，故以面称，弦子 

之职，司云锣、锁呐、大铙；笛子之人(座)在下鬼门， 

例用雌雄二笛，笛子之职兼司小钹；笙之座后于笛， 

笙之职亦兼锁呐，笙为笛之辅；场面之立而不坐者 

二，一日小锣，一日大锣。小锣 司戏 中棹椅床凳，亦 

日叫颡子，大锣例在上鬼门，为鼓板上支鼓架子，是 

其职也；至于号筒、哑叭、木鱼、汤锣则戏房中人代 

之．不在场面之数。 

李斗所云乃清中叶的昆剧伴奏格局 ，伴奏乐器虽然种类 

繁多，但总体上不外乎打击乐器 、管乐器、弦乐器三大类。魏 

良辅一方面要求“北曲南 唱”，另一方 面又要还应“南曲北 

唱”，以全面体现“苏州一中州音”的语音格局的双面乐化。 

而“南曲北唱”不仅是一种唱法的更新 ，更是乐器伴奏的转轨 
— — “字不应腔”转入“腔必应字”的轨道。在魏 良辅的南曲 

新声腔中，除了“应字”之腔外，绝没有任何多余的音乐，甚至 

没有短暂的过门。管弦之音与肉音之高度同步与相契，它们 

共同遵守着相同的音阶、节拍 、时值 、腔格。而宫谱严格地遵 

循着字声与字声的连音调值。因而伴奏的根本 目的，无非也 

是在准确地乐化字声。“依字行腔”是歌唱的原则，同样也是 

伴奏的不可易移的原则。魏良辅曾要救歌唱者唱出曲牌的 

“曲名理趣”，显然也同样要求乐器伴奏通过“依字行腔”求 

取声情的最大限度的溢出。所谓“曲名理趣”也就是 由“肉 

音”和管乐(筒箫)、弦乐(月琴)、打击乐 (鼓板)共 同创造的 
一 种声情境界。 

综上所述，可知魏良辅改革后的新声腔，其母体并非是 

“国初”顾坚那时的昆山腔，是显而易见的。撇开引进的北曲 

不论，由于新的声腔语音对于“吴依软语”(包括昆山、太仓) 

的方言 自然形态某种程度上的排斥 ，决定了“国初”的昆山腔 

至少不是新声腔的单一的母体。清代朱彝尊曾为我们提供 

了昆山腔声腔母体的另一个新的视角 ： 

时邑人魏 良辅能喉 转声音，始 变“弋 阳”、“海 

盐”故调 为昆腔。⑤ 

① 沈宠绥《度 曲须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五)，中国 

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198页。 

② 李调元《雨村曲话》，《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 

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 

③ 宋直方《琐闻录》，《中国戏曲通史》中卷，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6页。 

④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 129页。 

⑤ 静志居诗话《明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口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艺术百家2008年第5期总第104期 l 164 
HUNDRED SCHOOLS IN ART 

弋阳腔、海盐腔都 比昆山腔流行得要早 ，流播区域也广 

得多，特别在魏良辅改革南曲以前，吴中流行的主要声腔就 

是海盐腔。海盐腔作为同是吴语系统的声腔 ，风格与昆山腔 

又几乎接近，而海盐腔采用“海盐官话”为歌唱语音直接为魏 

良辅提供了语音改革的经验。明代曲家如沈宠绥、余怀都认 

为魏良辅是“愤南曲之论陋”和深感“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而 

去改革南曲，“度为新声”的，他们所指的魏良辅 的改革对象 

均是“南曲”，而非特指“昆山腔”。把魏 良辅改革后的新声 

腔称为“昆曲”或“昆腔”，传奇家梁辰鱼起 了关键作用。“至 

今言歌词，无不推昆腔，实伯龙作之始也。”① 

《浣纱记》在 16世纪 70年代已开始盛行 ，新声腔借着传 

奇《浣纱记》的广为流伟而遍及大江南北。梁辰鱼是昆山人 ， 

魏良辅虽居太仓 ，而太仓在明弘治前一直是昆山的州治，而 

以地域命名新声腔也是顺理成章的。魏 良辅著《南词引正》 

是在新声腔流行之后，他对新声腔以“昆腔”命名，并无异议 ， 

反而杜撰了“昆山腔”系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大大地抬举了 

昆山顾坚 ，以便 自己的新声腔纳入“正声”的地位。 

由此可见，魏良辅 的新声腔与昆山腔虽有联系，但却已 

脱胎换骨。它依仗了新的语音基础 ，既吸收了北曲，也吸纳 

了昆山腔 、海盐腔、弋阳腔乃至余姚腔等流行的南曲诸声腔 

的精华 ，而不大可能去认定单一的昆山腔。而且魏 良辅在完 

成“依字行腔”和“腔必应字”的改造过程中，他必又对新声 

腔重新订制了宫谱，即以北曲曲牌 、南曲曲调的唱法为基础， 

再据牌子的声情个性拍定其板眼。故近世戏 曲学者周贻白 

断论 ，“魏 良辅的订谱，不仅在明代戏剧声腔上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 ，即对于后世的一些地方剧种的声腔和伴奏 ，也具有相 

当影响。”同时他还认定 自魏 良辅的新声腔兴起 以后 ，“南北 

曲原有牌调及其各 自的唱法 ，从此灭迹”②，这话基本上的不 

错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 275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79年 

版) 

据此，我们有理由论定 ，“昆山腔”与“昆曲”是不应该混 

为一谈的。如果“国初”以顾坚为代表的地方声腔称为“昆 

山腔”的话，魏 良辅研制的新声腔，就称为“昆曲”。而把《浣 

纱记》以后，昆曲歌舞演故事的形式称为“昆剧”。 

(责任编辑：郭妍琳) 

(上接第 233页)小提琴与电子声学部分间的关系有以下两 

种可能：小提琴经过电脑实时的处理得到转换变化了的音色 

与音效；或小提琴通过电脑起动事先录制的与特定演奏相对 

应的电子声学部分。在这两种情况中，小提琴演奏者的一举 
一 动决定了音乐的最终效果。而如何与电子声学部分相配 

合是作曲家作品设计的一部分 ，并不在小提琴演奏者的掌控 

之中。当然 ，在实时音乐作品中，也有一些包含了事先制作 

并录制的电子声学部分 ，是以上两种演奏关系的结合，如乌 

瑞希 ·苏希(Ulrich Suesse)的 Luft(1986)。 

三、结语 

从 2O世纪 50年代至今，在国际上为独奏小提琴与电子 

音乐而创作的作品的数量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在我国 

随着电子音乐创作的更加普遍化 ，电子音乐学会，电子音乐 

中心及现代音乐节的纷纷创立，更多的作曲家进行了传统乐 

器与电子音乐相结合的尝试。例如由张婷作曲的《空》一为 

小提琴与电子音乐而作就曾在首届中国电子音乐学会“学会 

奖”电子音乐比赛中获奖。相信中国作曲家未来在技术创新 

及本土化特色方面将有进一步的表现。 

小提琴与电子音乐作品中小提琴部分的形式也是多种 

多样的，包括了传统小提琴，小提琴加扩音器，小提琴加效果 

器以及电子小提琴，MIDI小提琴等形式。其形式方面的多 

样性 ，演奏与教学方面与“非人类”合作的复杂性及诠释现 

代作品的特殊性，值得在后续研究中专门探讨。 

(责任编辑 ：高笑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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