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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崑曲早已受到世界注目。194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往蘇州考察

崑曲，受到國民政府的教育部接待，如此瑰寶直如幽蘭，巡展各地芳香

四溢，總勾起人移種一株之意。1980年代末，崑劇曾出國公演，隨著演

員及崑曲愛好者的旅居海外及移居港臺，崑曲默默的在異地發展：在美

國，成立了海外崑曲社；在日本，亦擁有了一群忠實的票友。

　　1999年，陳士爭執導全本五十五齣由崑曲和亂彈合演的《牡丹

亭》，在紐約林肯中心首度登場；2008年，日本著名歌舞伎女形坂

東玉三郎與江蘇省蘇州崑劇院合演中日版《牡丹亭》，掀起崑曲熱

潮。同年的「雅緻玲瓏」是本港近年難得的大型院校崑曲推廣計

劃，精彩演出和示範講座令崑曲推廣再踏前了一步。

　　在回顧過往本港崑曲推廣發展的同時，本期《通訊》收

錄城大劉靜老師及鄭培凱教授訪問，亦透過中大華瑋教

授及張麗真老師特約專文，以借鑑崑曲文化及其在臺

灣推廣的經驗，並思考在香港推廣戲曲的空間以

及其在戲曲整體發展可能扮演的角色。

　　《牡丹亭》(青春版)掀起國內

外一片崑劇熱，中國文學經典得以在

新世代成功重塑，進入校園，對本地表

演藝術的發展有何啟廸﹖戲曲資料中心邀

得此劇改編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

及文學系華瑋教授分享其隊伍的創作歷程。講

座以「經典現代化：談《牡丹亭》(青春版)的創

作」為題，已於2009年3月20日(五)於香港中文大

學許讓成樓G04室舉行。下面收錄當天演講全文，以

饗讀者。

華瑋教授講座內容：

　　今天，我想以「經典現代化」這五個字來總結白先勇青春版

《牡丹亭》的創作。所謂經典，指的是製作美善，流傳久遠之作。

現代化，就藝術而言，簡單的說，就是讓它合乎現代人的審美習

慣，符合現代人對美的追求，讓它在現代能夠生根成長。

　　《牡丹亭》是晚明戲曲、晚明文學的經典，也是崑曲、崑劇

的經典。崑劇的特點，有位學者陸萼庭先生說得很好，包括「曲

文的雅言」和「表演的書卷氣」。大家都知道，《牡丹亭》是中

國最有名的戲劇家之一湯顯祖（1550-1616）的作品。非常巧的

是，1616年，世界文壇上隕落了三顆巨星：除了湯顯祖，一位是

莎士比亞（1564-1616），另外一位是塞凡提斯（1547-1616）。

《牡丹亭》劇情講的是宋朝南安太守之女杜麗娘，於春日遊園後感

傷成夢，夢中與一俊雅書生在牡丹亭歡會，夢後相思，一病而亡。

死後三年，杜女之魂得與夢裡書生柳夢梅相見，在其協助下還魂復

生，二人成婚並與父母團圓。因為遊園而驚夢，所以「青春版」在

2004年臺北首演的宣傳就說，這是「四百年前的一場青春之夢」

。這齣戲其實超過了四百年，它是湯顯祖在1598年他四十九歲的

時候完成的。由這個年紀來看青春，是很有意味的。

　　《牡丹亭》的主題是寫「情」，寫的是超越形骸、超越生死的

「情至」。湯顯祖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

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影響不用細說，只看湯顯祖同時代的人沈德符的記載：「《牡

丹亭．驚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西廂》是

元雜劇的經典，才子佳人劇的典範。我記得我在讀《牡丹亭》的時

候，就覺得《西廂記》後半的〈酬簡〉，恰恰變成了《牡丹亭》開

始的〈驚夢〉。《西廂記》主要寫的是男慕女，《牡丹亭》則是女

慕男。在晚明對於婦女貞節大力提倡的背景之下，湯顯祖認同，甚

至可以說提倡女性自發的對情甚至對欲望的追求，特別顯得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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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女詩人林以寧也說：「書初出時，文人案頭無不

置一冊。」可見《牡丹亭》從明到清，案頭場上風靡之一

斑。《紅樓夢》的第二十三回，曹雪芹借著林黛玉的口說

道：「原來這戲上也有好文章。」她聽見梨香院的家班女

子唱「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時，就坐在石頭上，

感動得「心動神馳，眼中落淚」。白先勇先生講到他的小

說《遊園驚夢》也跟他看崑曲，讀《牡丹亭》的經驗有

關。這篇小說是意識流的，寫一個昔日的名伶在國民黨將

領家裏的一個曲會，回憶她年輕時的一段婚外情，上面配

的詞，就是「驀地裏春情難遣……」等等。這就是我們文

學研究中所說的「文本互涉」。粵劇知名編劇唐滌生先

生，也在《牡丹亭》的基礎上創作了《牡丹亭驚夢》，由

任劍輝、白雪仙主演。還有非常多別的劇種也都改編了 

《牡丹亭》。

　　《牡丹亭》在文學上是傳奇戲曲的經典，在表演上則是

崑劇的經典。「崑」是崑山，位於蘇州和上海之間，在那個

地方，元末顧堅創造出崑山腔，然後經過明代嘉靖萬曆年間

魏良輔的改良，由梁辰魚的劇作《浣紗記》的風行，從蘇州

傳出去，成為全國性的劇種。這是《驚夢》的工尺譜。崑

曲、崑劇，清曲、劇曲，一直都有這樣的傳統。如果你們參

加曲會，會看到這樣的工尺譜。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將崑曲列入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

　　甚麼是崑劇的藝術特點呢？主要是載歌載舞。它絕對是

無聲不歌，無動不舞，還特別講究規範。崑劇的許多劇本，

文學性和抒情性都比一般劇種強。這跟它生長的土壤，跟明

清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審美趣味有關。文人創作演給文人朋友

看，自己家裏就有家班。那白先勇先生又為什麼要製作「青

春版」呢？他跟崑曲的淵源是他十歲的時候，抗戰剛結束，

梅蘭芳要復出舞臺。你們知道他在抗戰的時候「蓄鬚明志」

不演，據說他的嗓子因為很久沒吊，沒那麼高，崑曲稍微低

一點，可以演。所以他就和俞振飛一起在上海的美琪大戲院

演崑曲《遊園驚夢》。白老師的爸爸是白崇禧將軍，有人送

票。那時候，他小小的心靈也不太知道他們在唱什麼，就覺

得美得不得了。白老師是個非常追求美的人，曾有人說，他

的小說是為逝去的美造像。

　　還記得青春版開始製作之前，有一次白先勇老師在臺

北，我們看崑曲的時候，他就對我說，華瑋啊，觀眾怎麼都

越來越老了，演員也越來越老了，那崑曲怎麼辦？所以，他

就想到年輕的演員、年輕的觀眾。文化傳承的目的在哪裡？

白老師覺得五四反傳統走過了頭，傳統中有瑰寶有好東西，

不能一概抹殺，所以他希望借著崑曲，培養青年學子對於傳

統文化的認同。這個對漂泊海外多年的他來講，你們想想看

會有多大的意義！

　　這是梅蘭芳和俞振飛兩位先生演出《遊園驚夢》的劇

照。梅大師很漂亮。當然，他們那時都已經不年輕了。現在

我要給你們看一個兩分鐘的《驚夢》電影版，這樣你們就知

道為什麼經典要現代化。需要說明的是，這是一九五幾年

拍的電影，技術上比較不成熟。注意看他們其實是很文雅

的，水袖都沒有交叉。但其實曲詞：「和你把領扣鬆，衣帶

寬……」是非常情色的。

　　青春版與這個相比有很多的不一樣：演員身段的設計、

燈光、舞臺……當然，這是個電影版。不過我們假設看的是

個舞臺，一桌二椅，服裝、身段的設計、演員的年紀……有

非常多的因素可以比較。怎樣去把它跟現代拉近，我待會兒

就會告訴大家。

　　青春版導演，本身也是崑劇著名演員的汪世瑜先生說，

白老師告訴他，《驚夢》特別是「情欲」的內容一定要表

現，但同時又要保持很文雅的書卷氣之美。所以汪老師就用

了水袖的交纏勾繞，來表示兩人纏綿激動的愛意。這個水袖

的用法，曾經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討論會上，有個舞蹈系的

美國女教授表示對此印象特別深刻。她說，沒想到水袖的表

現力是這麼大！她覺得這是中國給世界的一個貢獻。待會兒

我們就放一點點片段。請大家注意這齣戲的背投。崑曲重寫

意，不能夠有實際的花朵，所以用很多紅色、綠色的比較抽

象的點用光投在後臺。

　　講一下這齣戲的服裝。白老師是想把它變成一場夢中的

婚禮，所以用白色，他想要表現其實他們是很純潔很神聖

的。而且大家注意到沒有：杜麗娘在《驚夢》柳夢梅上場之

前，她穿的是黃色，然後花神幫忙，把衣服換成白色。黃色

一對的衣服我們會在《拾畫》裏看到，《拾畫》是一個男遊

園，所以柳夢梅穿黃色跟杜麗娘遊園相應。服裝除了顏色以

外，符號也有象徵的意味，《驚夢》的柳夢梅，梅花、持的

柳枝；杜麗娘呢，「莊生曉夢迷蝴蝶」，所以衣服繡的全部

都是蝴蝶。這表示「蝶戀花」的意思。我要告訴大家，關於

這個服裝講究的程度，就是連頭上戴的東西也不隨便，不會

說有一個綠色，一個黃色，一個紅色，隨便搭配，完全沒

有！大家注意到青春版這些元素，不僅是身段的設計，很重

要的，還有色彩的感覺。這並不是說原來梅先生跟俞先生的

東西不好，而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審美追求。

　　這是白先勇的話：製作青春版《牡丹亭》的目的就是想

做一次嘗試，借著製作一出崑曲經典大戲，培養一群青年演

員，而以這些青春煥發、形貌俊麗的演員來吸引年輕觀眾，

激起他們對美的嚮往與熱情；最後，將崑曲的古典美學與現

代劇場接軌，製作出一齣既古典又現代，合乎二十一世紀審

美觀的戲曲。換句話說，就是希望能將有六百年歷史的的崑

曲劇種振衰起疲，賦予新的青春生命。所以，青春版的意

思，絕對不只是年輕的演員，而是希望召喚出一個文化的青

春，把傳統文化青春化的意思。因此，白老師強調，我們一

方面儘量保持崑曲抽象寫意、以簡寓繁的美學傳統，但我們

也適當利用現代劇場的種種概念，來襯托這項古典劇種，使

它既適應現代觀眾的視覺要求，同時亦遵從崑曲的古典精

神。我們堅持仍以演員為中心，避免「戲曲現代化」實踐中

常見的「現代科技成果的舞臺堆砌」。

　　下面我講幾點青春版的現代化作法。從編劇開始，我們

主要圍繞一個「情」字。《牡丹亭》是非常豐富的一部戲，

但為了演出的時間我們必須把它簡化。有一位學者寫了一篇

文章《愛情與時代的辯證》。的確，《牡丹亭》裏面有諷刺

科舉、批評南宋對金人的政策等等，但我們把這些東西給減

掉了。還有一齣演杜寶下鄉勸農，原來的戲是勸農以後杜麗

娘才能夠出來遊園。《勸農》在清代的舞臺上常演，因為很

熱鬧，可是，這齣戲放在裏面就不對了。我們當初選擇的就

是是不是跟表現「情」有關係，是不是可以做出一個好看的

戲，這是我們考慮的東西。所以我們把五十五齣變為二十七

齣，要告訴大家的是，我們確實是考慮到了臺北首演觀眾的

習慣。我們先考慮一天三小時可以有多少的容量，我們還設

計在什麼地方有中場的休息。我們決定，只有演三本才能夠

完整體現《牡丹亭》「情至」的精神。雖然基本上大家都認

為，《牡丹亭》最好的戲就是在杜麗娘還魂之前，以前的崑

曲都是這麼演的。還魂以後這個情怎樣被社會承認？情怎麼

落實於現實人生？通常大家都覺得原著中這些戲比較碎，不

大好看。其實《牡丹亭》的前三十五齣內容，不是湯顯祖自

己創作的，他仿照了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後面二十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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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他自己的精心設計。原來的話本小說非常簡單，麗娘還

魂以後報告兩家父母，兩家人非常高興，然後就完了。如果

從一個理性的視角出發，怎麼會相信還魂？這一定是假的！

所以這二十齣是比較難寫的，而這個居然看到大家都相信：

這個人活了啊！為什麼杜寶這麼固執，他不相信？為什麼我

們都相信？情的力量完全讓我們忘記了理性的邏輯的思考，

我們願意接受人生可能的幻想的美，我們願意變成一個有情

人，像杜母一樣：「就是鬼，我也捨不得你去了。」

　　我們決定演三本之後，又想到每天要各自獨立，因為考

慮到有一些觀眾不願意看三本，只看一天的話，我們有什麼

賣點？所以我們想到了「夢中情」、「人鬼情」、「人間

情」這三部曲。其次，我們也想過怎樣才是一個完美的愛

情？說愛一個人愛得要死要活的單相思，這是一個悲劇。我

們想要給大家感受情的正面的力量，所以我們加強生角柳夢

梅的戲份，讓他對情的追求與杜麗娘的角色與行動對應。第

三點，我們要做一個文學性和演劇性都引人入勝的作品，所

以原著的文采和折子戲的精華我們都保留，可是考慮到劇場

觀眾的欣賞和理解，我們刪併、調換了場次。調換場次，比

如說生角上場的安排，另外，第三本跟原著比，前後次序的

變化是很多的。第四點，注重場上演出的戲劇效果。我們考

慮到很多，比方旦角的出場，還有花神的舞蹈，這都是增加

場上的可觀性。

　　下面就想跟大家具體講一下注重生角和注重文學性的例

子。中本《拾畫》是刻畫柳夢梅性格發展的一個重要契機，

把他作為一個有情人刻畫出來。我們認為它是一個男遊園、

男尋夢，與上本杜麗娘的女遊園、女尋夢對應。這齣戲是寫

杜麗娘死後，柳夢梅來到她所葬的後花園，拾得她自畫的春

容，對她的畫像深情的叫喚。懂得崑曲的人都知道，這齣戲

本來是崑曲折子戲《拾畫叫畫》，柳生拾得畫以後到書房再

展開，放在桌面上對著它聲聲叫喚：美人！姐姐！……我們

覺得要把它放在春天的花園裏，在《驚夢》的情境裏，所以

整個的氣氛不中斷，場景不改變。我們在閱讀原著的時候發

現，湯顯祖有意在《拾畫》裏借柳生遊賞花園的行動借景生

情，一方面描寫他對情的感悟，另外一方面重新喚起我們在

麗娘生前同一地點的情感的記憶。《拾畫》一開始柳夢梅唱

「驚春誰似我」，柳夢梅像杜麗娘《驚夢》一樣，都是被春

所代表的大自然的生機、代表的生命力給感動。當他走進了

花園，「則見風月暗消磨，迤逗著斷垣低垛」，「斷垣」讓

我們想起杜麗娘遊園看見的「斷井頹垣」，這會喚起我們對

杜麗娘在斷井頹垣的傷心。下面他繼續唱【錦纏道】，因

為這個曲子太長，需要唱6分鐘，所以折子戲裏面從來都不

唱，但是，我們覺得這個曲子非常重要，所以還是把它留下

來了。「門兒鎖，放著這武陵源一座。恁好處教頹墮！斷煙

中，見水閣摧殘，畫船拋躲」，你們記不記得杜麗娘唱的 

「煙波畫船」？接下來這句：「冷鞦韆尚掛下裙拖」？他想

像在這個花園裏面曾經有個女的在這邊傷感，人去樓空。你

看再下面「又不是經曾兵火，似這般狼藉呵，敢斷腸人遠，

傷心事多？」他已經能夠依稀感覺到這個傷心人了。如果你

們看得很細的話，《幽媾》出中杜麗娘來找柳夢梅，她說，

因為她聽到他說的一些「傷心話」。一個人會傷心，也就是

一個有情的人。你們還記不記得，在文本裏面柳夢梅要去花

園之前，石道姑這樣說：你可以去，只是不許傷心。你看，

他這樣的曲詞：「敢斷腸人遠，傷心事多？」麗娘當年的情

事不就呼之欲出了嗎？我們為了增加抒情的韻味，不計戲

冷，補入了這支詞情聲情兼美的曲子。對於柳夢梅的刻畫，

我們希望他在拾到美人畫之前，就充分展現他有情人而非

見色心喜的一面；也希望因為恢復了這支曲子，而令他更

加帶有麗娘知己的味道，故才不愧為麗娘所戀。所以，我

說這是一種知音互賞的愛情，建立在心靈相通的基礎之上。 

《紅樓夢》當然就是對這個的更大的發揚。

　　這是《拾畫》的劇照。清初《三婦評本》說過：杜麗娘

和柳夢梅，一個是以夢為真，一個是以畫為真，兩個是「千

古一對癡人」。這齣戲結尾，他抱著她的畫，對它說你先走

我再進去，又說我們同行……這太可愛了。我覺得我們《牡

丹亭》編劇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柳夢梅這個角色的塑造，

我們儘量把他原來比較「油」的方面，比如打抽風那樣的東

西給淡化了。我們認為柳夢梅也是有情人，他的故事與杜麗

娘的故事是平行的，也在展現情于人心、人生的力量，只是

他比麗娘多了一層轉折，他從原本的熱衷功名到後來的完全

執著於愛情，再由愛情的動力生發出人格堅毅的光彩。

　　《拾畫》之後，柳生一步步走向和杜麗娘一樣「能癡、

能尋、能信、能守」。這是清初吳山三婦評《牡丹亭》時候

所講。《牡丹亭》的情表現在能夠「癡」，不世俗的去想；

能夠「尋」，主動的去尋夢，主動的去追求；追求到了以

後，還要不見異思遷，能夠「信」；堅信承諾，還要能夠 

「守」著。這樣才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的專一，

只有這樣才是美好偉大的愛情的基礎。基本上《牡丹亭》表

現了情不能禁，情可以創造變化生命，為人間社會注入新

生、美善與青春。情與美是普世的價值，這是《牡丹亭》的

主旨。你們注意到我們不再講什麼反對「存天理去人欲」

了。

　　服裝方面，青春就不該嚴肅，這是美術總監及服裝設計

王童先生的觀念。他很了不起，是亞洲影展的最佳導演。柳

夢梅的服裝是他最得意的。你們注意到，柳夢梅在《旅寄》

中的服裝：背著褡褳，穿著灰的紗的；《硬拷》中白色的綢

緞，這完全是反戲曲傳統的，上面沒有繡花，什麼都沒有。

他以他做電影的視覺的觀點，覺得不能夠讓觀眾視覺疲勞，

所以注意色彩、整個圖案的配搭。比如說，舞臺上的一桌二

椅，有時候傳統的演出就是用紅布繡了金線作為桌圍椅帔，

青春版的每副桌圍椅帔都是配合著演員的服裝色彩，連圖案

也是。我剛剛講過的頭飾也是這樣，花神的服裝也經過特別

用心的設計。

華瑋教授以「經典現代化」為題
講述有關《牡丹亭》（青春版）的製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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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想說一下青春版創作經驗的啟示。

　　首先，這次兩岸三地戲曲界與藝文界及學術界等不同背

景的人一起進行創作，這其間反復磨合的過程或許使得演出

的劇本以及製作，能夠超越了習以為常的固有思考模式與表

現手法。

　　第二點，我想要講的是在戲曲製作的過程中，我們一直

強調的是戲曲的發展一定要重視觀眾。這很重要。審美觀是

時間的函數，隨著時間改變，戲曲工作者應該也必須重視觀

眾，因為觀眾的理解與熱誠可以拉高劇場的熱烈氣氛，轉而

激勵演員在藝術表現上精益求精。為什麼要重視觀眾？還因

為關於傳統戲曲現代化有非常多的爭議：崑曲是不是該博物

館化？只有鐵板一塊的守著它？我不認為如此。傳統不是生

成，而是形成的。再說，如果沒有足夠的觀眾，崑曲這個古

老的劇種如何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維持它劇種的生命力？這

是特別要思考的。我們相信我們所做的：重視觀眾，吸引沒

有看過崑曲的人進劇場，這是我們重要的一個目的。因為沒

有一齣戲是適合每一個人的，我們的定位很明確：特別是希

望大學生愛看。而且，我們標舉的也是大家都可以認同的價

值：情和美，使大家覺得傳統可以親近，不是沉悶、無聊、

陳腐的。

　　第三點，我要說的是崑曲或傳統戲曲在當前的生存發

展，必須一方面堅持戲曲與劇種本質，另一方面追隨時代的

腳步。傳統折子戲原汁原味的演出固不可廢，需要積極保

護、努力傳承，但傳統戲曲的現代化也絕對是一條值得摸

索、值得付出的道路。我受過西方戲劇的訓練，知道莎士比

亞的戲永遠都會有不同的詮釋。你可以演出一個時裝版的 

《哈姆雷特》，把哈姆雷特變成一個大學生，穿著現代的西

服。像《牡丹亭》這樣的經典名作，它就該像莎士比亞戲

劇，各種改編的嘗試、各形各式的演出，包括實驗劇都應該

受到鼓勵。

　　最後，我想呼籲大家：讓傳統走進現代。 如果有人懷

疑：四百多年前的一部文學作品，一種表演藝術形式，在現

代還有什麼意義？我想，這等於在問：情有什麼意義？美有

什麼價值？或者，夢有什麼價值？青春有什麼意義？我想起

年輕時候讀的一首詩：

我打江南走過，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

東風不來

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

　　杜麗娘遊園，說：「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如果

走進古典文學藝術的花園，你的心就不再是一座小小的寂寞

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在你的心眼深處，你將看見牡

丹亭畔，姹紫嫣紅開遍，就像我一樣。謝謝大家！

　　這是一些劇照，可以看到顏色基本都是非常的淡雅。你

們看，《寫真》，桌圍椅帔是淡紫色。《離魂》，三人穿著

灰的、白的、淡粉的。《冥判》，杜麗娘一身白，而且水袖

特別加長，與判官鬼卒的顏色對比非常突出。《回生》裏的

眾花神，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每個花神服裝圖案的不同？這是 

《硬拷》，柳生穿著白色絲綢，什麼圖案都沒有。是特意設

計成這樣子的，讓柳夢梅以一介最貧窮的書生模樣為自己的

情感做告白。

　　舞美的設計我們重寫意、簡約、雅致，而不是寫實、繁

雜、俗豔。我們用降下來的布幕呈現中國書法、繪畫。因為

故事背景是宋代，所以應該是宋代的美學。宋代的美學，你

們想想鈞窯、汝窯，想想宋徽宗的畫，想想那種冷冷靜靜的

感覺，那種高雅。我們還用了背投的現代科技。整個感覺就

是中國的抒情詩詞中國的山水畫意境。像在《旅寄》這一

出，背景就是簡單的一筆潑墨山水。

　　燈光也是，我們的燈光是非常自然的，目的是要做到不

搶戲不誇大，只要柔和的烘托戲的氛圍，乾淨細緻，以人的

表演為主。

　　音樂。做音樂的周友良先生他自己說，「傳統如果和現

代舞臺的節奏、情緒上有相悖之處，我就非得改。」他說得

非常的堅持。他其實用的是清人葉堂的《納書楹曲譜》做的

藍本，進行整理和創作，增加配器，不只是一根笛。很多喜

歡崑曲的人都覺得崑曲不要改，但必須要考慮到如果是演給

兩千人看，需要的效果是不同的。所以音樂在現代劇場也需

要適度的有一些配合。大家會注意到，男女主角上場都有固

定的主題音樂，這有渲染情感的作用。

　　導演。這個戲有兩個導演，一個是俞玖林的老師汪世

瑜，另外一個是處理武戲群戲，且本身也是崑曲演員出身的

翁國生。他們兩個的合作非常好。《驚夢》的處理，傳統中

是偏於雅淡含蓄的，而汪導演特別加強了水袖的舞動力，讓

柳夢梅、杜麗娘在對視、相擁的過程中，水袖不時絞纏在一

起，來展現這對夢中情人狂熱的愛。待會兒我們就給大家看

一段。

　　演員。用年輕的沈豐英和俞玖林挑大樑，並不是覺得老

演員不好，而是覺得這出戲要給年輕人看，演員太老的話，

不能讓觀眾信服，可年輕演員有他們的姿色，但是功底不太

夠。怎麼辦呢？白老師就讓他們拜名師受魔鬼訓練。真的是

魔鬼訓練，因為他們都二十幾歲，腰骨都長硬了，特別找芭

蕾舞老師幫他們整骨，痛得尖叫……還經過一年非常辛苦的

崑曲訓練。現在，演了一百六十多場之後，各個演員都已經

駕輕就熟了。

　　這一段《驚夢》的【山桃紅】就是我要給大家看的，

我把這段原文給大家看，有個目的：演出本一定跟原來的

文本是有差距的，而這有時候也不是我們編劇的改變。像

你們看柳夢梅帶杜麗娘下場，原來湯顯祖寫的是「生強抱

旦下」──我不知道這是怎麼演法？崑曲有所謂的「乾嘉

傳統」，在道光年間刊行的《審音鑒古錄》記錄的折子戲

表演已經跟現在基本一樣：女的先是引著他，然後就跟著他

一起下去。現在我給大家看兩分鐘的演出。請注意背投，也

請你們注意看我講的他們怎樣用水袖的動作來表現他們內心

的情感波動。內地有位學者說得很對：我們不強調環境的真

實感，而是突出情緒化的「景語」與「光語」，以達到舞台

空間的抒情性。我們強調演員舞蹈化的肢體語言和情感化的

動作設計，還把新的肢體語彙融入到水袖等程式表演的技巧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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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簪記》【琴挑】一折，為原本第十六出【寄弄】，是崑

班經常搬演的熟戲，以詞曲優美、表演豐富而廣受歡迎。2007年

在香港舉行的「戲以人傳」六大崑班匯演中，上崑的岳美緹和浙

崑的王奉梅合作演出此劇，讓觀眾大飽耳目之福，感受到崑劇的

舞臺的無盡意韻和魅力。

　　對於這個折子的表演，「傳」字輩藝術家周傳瑛在他的 

《崑劇生涯六十年》1中有詳細分析和闡述，當代巾生表表者汪世

瑜、岳美緹2亦曾就戲劇意趣的探討和多年的演出體會，詳述心

得。他們對這個「熟戲」的思考和探求，可見作者高濂寫這一出

戲的妙筆深思，給演員提供了極豐富的舞臺構思的條件。去年年

底，香港大學主辦「雅緻玲瓏」崑劇展演，蘇州崑劇院搬演全本 

《玉簪記》，一晚演【投庵】、【琴挑】、【問病】、【偷詩】

、【催試】、【秋江】共六折。每折結束，演員下場時，都伴以

一段古琴音樂，大抵編者有意把古琴的文化形像和特質，與崑劇

表演藝術融合，使戲劇極盡含蓄蘊藉、典雅深邃的意境。究竟這

個「嶄新」的處理能否令戲劇更添魅力、神采，整體佈局是否更

見緊凑，實有待商榷。

　　這一折的文學氣韻和劇情鋪展，繫於琴曲，也因琴的音樂氣

質和文化特徵，使戲劇別具書卷氣息和深長意韻。古琴音樂有二

千多年的歷史，操琴、品曲，是文人用以修身、理性的「雅事」

。這種音樂藝術，突顯出文人傳統美學的文化特徵。明‧張潮在

《幽夢影》說：「物之能感人者，在天莫如月，在樂莫如琴」，

琴人以琴會友，互相唱酬，可怡情悅性，樂以忘憂。聽琴者若是

知音，必能解曲中意、絃外音。對於琴樂的音樂特徵，宋‧崔遵

度《琴箋》中說：「清麗而靜，和潤而遠」；明‧徐上瀛《谿山

琴況》中，則有這樣的描述：「和靜清遠、古淡恬逸、雅麗亮

采、潔潤圓堅、宏細溜健、輕重遲速」。總括來說，琴的音樂氣

質，是追求「清、微、淡、遠」，與崑劇表演追求意韻，和雅淡

蘊藉的文人藝術審美，可說是一致的。

　　「古琴」音樂的文化意義，在【琴挑】一折中，負有貫串劇

情、塑造人物、經營意境的功能，使戲劇充盈著豐富、飽滿的書

卷氣質。或者，要更容易理解這個折子的表演，應先明白在先前

的戲劇情節中，潘必正、陳妙常彼此已有認識，且有好感的感情

基礎；否則，單就這一出的劇情來看二人的互動，便會產生潘生

孟浪，陳姑隨便的感覺。

　　劇中的潘必正與陳妙常都是琴的知音，所以琴音能挑起他

們間的愛慕之情，就顯得自然而不突兀。高濂寫這折，首先以

景物烘托兩位主人翁當下的情懷，然後再以琴曲的彈奏（和借

於曲唱），慢慢地牽出兩人的情絲。文詞以「人」、「情」、 

「景」、「物」為經，「琴音」「琴境」為緯，交織出一個繾綣

動人，充滿詩意的文學畫圖。自古以來，以琴會友，是文人雅士

修身怡情的一種交誼形式，琴人若遇到知音，欣喜之情，自不待

言。劇中潘必正在清風明月之夜，懷著一腔愁緒，未能成寐，閒

步白雲樓下，聽到陳妙常在室內撫琴，便聞聲而進。潘不請自

來，陳雖是詫異，但聽潘生解說，因「花下琴聲嘹亮，清響絕

倫，不覺閒行到此」，便不以潘生逕入為無禮，反而邀他賜教一

曲。知音互相切磋，正是琴人相交之常情。

　　潘必正花下所聽的琴曲，是南宋郭楚望所作《瀟湘水雲》，

琴曲描述泛舟瀟、湘二水，只見煙捲雲漬，把九嶷山重重遮蔽，

借以寄託憂國的傷懷。當時陳妙常正因兵災與母親避難他鄉，途

中失散，以致只能寄身道觀，故彈這曲，「稍寄幽情」。潘必正

聽出妙常琴音中帶有悽楚之情，知道她雖是修道之人，心中實

未絕塵凡本性，所以當妙常向他請教時，便以琴音傳情，試探一

番。人情道情，有情無情，正好以琴曲驗證。潘必正彈《雉朝

飛》：「雉朝鴝兮，清霜；慘孤飛兮，無雙。念寡陰兮，少陽；

怨鰥居兮，徬徨、徬徨。」妙常初聽，只覺他「指法精妙」，甚

為欣賞；再聽下去，所彈乃是無妻之曲3，則有所疑惑，向他詢

探時，必正竟以「小生實未有妻」回應，她敏感的神經馬上觸動

了，隱隱地感到眼前的書生，要試探自己這入道之人，是否還存

塵凡本性，不禁惶恐。潘必正話剛出口，見妙常趕緊回應：「這

也不關我事」，自知唐突，心中有點懊悔，只好請她彈奏一曲，

以遮尷尬。陳妙常為表明自己心無俗念，便彈《廣寒遊》4一曲：

「煙淡淡兮，輕雲；香靄靄兮，桂陰。歎長宵兮，孤冷；抱玉兔

兮，自溫，自溫」。這樣著迹的舉動，反令潘必正確定陳妙常凡

心未了，只是怕人洞悉，故彈《廣寒遊》來表明態度，掩蓋真

情。他進一步以言語挑動，要妙常自我反思，是否真已絕凡心、

去俗念。妙常情急，以「長清短清5，那管人離恨」，「鐘兒罄兒

在枕上聽，柏子座中焚，梅花帳絕塵」，「果然是冰清玉潤，長

長短短，有誰評論，怕誰評論」來回應。妙常的著惱，乃因被識

破心思，她雖對必正有意，但礙於道規，不敢半點披露；潘必正

探得妙常的「人情道情，句句含愁悶；有情無情，都是塵凡性」

，又喜又憂，患得患失。兩人琴曲往來，一個挑動人情，一個掩

飾心意；「琴」的情懷，使戲劇人物更具書卷氣，舞臺意境更具

氣韻。想來，高濂即未必是琴家，起碼是一個識琴的雅士了。

1	 《崑劇生涯六十年》周傳瑛口述，洛地整理。198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2	 見於《藝海一粟—汪世瑜談藝錄》汪世瑜著。1993年香港金陵書社出版；《臨
風度曲—崑劇巾生表演藝術》岳美緹口述，楊汗如編撰。2006年台灣石頭出版
社出版。

3	 《雉朝飛》琴曲來源：舊說齊宣王時，處士犢沐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采薪
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仰天而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
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漢樂府》：雉朝飛，鳴相和，雌雄群
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4	 明寧王朱權編《神奇秘譜》中題解﹕是曲者，古曲也。其意高遠，其趣宏深。飄
飄然有獨步太羅之想，憑虛御風之趣，挹精熒之流光於太虛也；然其清曠玄邈之
旨，又不可得而形容矣。使人聽之，不覺毛骨森然，置身如在廣寒清虛之府也。

5	 此二曲為三國魏晉「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所作。曲意取興於雪，言其高潔而無
塵滓，以自況厭世途、超空明的心志。

張麗真

繾綣幽懷寄絲桐 —
淺談崑劇折子戲《玉簪記》【琴挑】

編者按： 崑曲和古琴分別於2001年及200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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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成立十年來，舉行

了不同的文化講座。去年底鄭培凱教授邀請著名的

崑曲武旦與研究員劉靜到訪城大。劉靜老師到訪的

主要目的是進行系列講座的研究，題目是通識教育

推廣，對過去的講座作挖掘、整理，以了解崑曲在

推廣通識教育的意義。

　　劉靜老師亦協助侯少奎老師進行十二節的講

座，跟侯老師討論建設講題與內容。她表示花了大

半年時間準備，因為學生的背景不同，要在短時間

呈現崑曲的特色，讓他們感受崑曲的美；即使他們

不認同崑曲，也要讓他們把整個講座的內容了解。

為了讓學生明白和確立學術價值，講座的內容要用

比較顯淺的理論和結合口語表現，避免使用太多

的典故語言。又特意挑選大家能接受的項目，如臉

譜、動作的含意，讓學生了解後能懂得欣賞某一個

劇目。 

　　在港期間劉靜老師除了研究，還有進行不同的

輔助推廣工作。到訪香港大學饒宗頤中心、在中華

文化促進中心舉行講座、於中文大學進行清唱會，

到電視臺和電臺介紹崑曲、接受訪問等等。

舞臺到研究

　　劉靜老師是梅花獎的得主，曾經是北崑的當家

武旦。她放棄喧嘩的掌聲，坐到學術冷板凳上。作

為演員拿到了國家戲劇最高的梅花獎以後，她想到

的是進修讀書，為此進了北大歷史系。此後，想到

讓所學結合舞臺表演作為崑曲的表演研究。她表示

當演員的理論並不是很多，但隨著學習研究以後，

慢慢發現理論的重要，認為總結表演的體會和做研

究是很有價值的。

理論實踐並重

　　她認為研究和演出的關係密切，透過研究把崑

曲的表演上升到理論，而理論則作為實踐的指導。

因此理論家也需要懂得一些表演，而舞臺上的演員

也要掌握一定的表演理論。掌握理論讓呈現的人物

由內到外，形象豐滿，並非單一的外形表演。單純

的理論不結合舞臺上的表演，那只是文字到文字，

對舞臺的呈現指導性就會較少。

陳苡霖

編輯與教學

　　劉靜老師離開了舞臺，但與戲曲的緣份並未終

止，她近年從事於戲曲研究和藝術創作。2005年

出版的《中國崑曲藝術》叢書中，她負責撰寫其中

的「崑曲表演」部份，2007年底作為副主編，參

與《崑曲圖鑑》的編寫，現在參與中國藝術研究院

的《中國崑曲大典》的撰寫工作。同時也擔任《幽

蘭飄香》的主編，把個人所掌握的與崑曲的知識融

合，深入淺出地把崑曲的音樂、劇目、表演、舞臺

藝術介紹給普通觀眾和給研究者作為參考。

　　在編輯以外從事教育工作，負責講課及指導研

究生。以教授戲曲音樂為主，而由於崑曲是載歌載

舞，音樂與舞臺的關係密切，她也會教導學生如何

欣賞表演。同時針對崑曲沒有流派，但有南北地域

之分的特點，選取當中有代表性的部份教授予學

生。

教學推廣

　　劉靜老師說崑曲的受眾面窄，因此需要很多人

的參予，像白先勇也需要很多人一同努力，不能一

個人單獨做。正因崑曲已離開大眾多年，更需要人

們關心、支持和了解使它延續下去。而研究與推廣

需並行，不能光是其中之一。現在崑曲進入大學院

校，是一個比較現實的方法。因大學生的文化水平

較高，而崑曲的文學性強，相對的大學生對崑曲的

接受程度也比一般大眾高。雖然很多人認為崑曲是

陽春白雪，但崑曲的內容很豐富，有雅俗共賞的一

面，生、旦、淨、末、丑都要呈現。崑曲很多劇目

是源於生活體系，帶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如北崑的

〈嫁妹〉、〈胖姑學舌〉，還有〈思凡〉、〈下

山〉，都是比較通俗易懂。

　　劉靜老師亦表示在美國與歐洲講課時，當地的

學生反應熱烈，對崑曲很是欣賞，因為給了他們一

種與眾不同的感受。而香港更是從整個大中華文化

的氛圍下成長，希望香港能與臺灣一樣大力推廣。

臺灣除了大學推廣，也有研究，而且也成立了崑曲

的表演團體。希望藉城大文化中心的教學理念，把

崑曲的推廣作進一步發展。

劉靜簡介
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創作研究中心研究員。1985年畢業於中國戲曲學院表演系，工武旦，曾於北

方崑曲劇院擔任主要演員。1999年來港演出。1996年榮獲第十三届戲劇「梅花獎」。1999年進入

北京大學，攻讀戲劇史。2002年獲得碩士學位後，進入中國藝術研究院。2008年9月至12月間到

訪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的中國文化中心成立十年以來，著力於中國文

化的通識教育，而在崑曲推廣的持續性及規劃更是院校中的表表

者。得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接受訪問，分享他對推廣崑曲的心得。

文化藝術觀念

　　鄭教授表示多年在外國生活，體會到其他國家對自己文化傳

統的重視，相比之下中國人卻不在意。這樣的情況是由於晚清以

來中國經歷極大的變動，在受外國侵略和革命以來的動蕩使國人

有亡國滅族之憂。認為是自己的文化傳統不好，為尋求出路，選

擇了以西方為目標學習，要把舊文化這絆腳石摧毀。他認為清末

民初五四的年代也許有這個必要，但百年過去了仍然如此則做成

問題。而且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包括藝術也推倒不見得有好處。

相反自我文化的失落，導致文化身份的問題。文化藝術的發展道

路，不是跟著西方，而把自己的摧毀。中國的戲曲有很多優秀的

傳統表演方式，藝術呈現的方式與西方不一樣。可是很多人卻沒

有把傳統文化掌握，不了解現實。文化藝術是多元的，只有純粹

的科學才是統一，但從事傳統文化的人卻太少。

推廣崑曲

　　鄭教授研究的專業是湯顯祖，正好與崑曲有關，因而比較熟

悉。他對戲劇亦十分熟悉，參加過現代實驗劇、荒誕劇。因接觸

過不同的藝術形式，更覺得戲曲表演方法十分優秀，特別是它舞

臺上虛擬性、寫意的表達方式。但大多數中國人卻有根深柢固的

成見與歧視，認為中國戲曲的表演方式不合理。

　　鄭教授表示人類歷史數千年來劇場上的表達都是比較虛擬

的，寫意比寫實的多。他對中國戲劇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也認為

中國年青人應對中國戲劇多認識。優秀的事物都並不容易接受，

更需要教育和培養。因此中國文化的課程是希望學生最少能接

觸，而沒有要他們喜歡。並不是所有人都愛好中國文化，但是學

生沒有無知的權利，不容許沒有接觸過便說長道短。

　　崑曲是眾多讓學生了解中國文化的一部份，它的文化藝術含

量較深厚、文學性強更適合大學。正因它的文化藝術含量濃厚、

蘊藏量豐富，在教學上也比較方便。另一方面開設課程的時候，

崑曲還沒有紅起來，而京戲的發展比較發達，演員很難邀請得

到，崑曲劇團也樂意接受推廣。

崑曲傳承計劃

　　中國文化中心去年獲得捐助成立基金，得以在教學以外進行

一個為期三年的「崑曲傳承計劃」。與臺灣的「崑曲傳習計劃」

的目的不同，臺灣以培養演出者和拍攝錄像保留為主，這樣的做

法對香港來說則尚未到時侯。因此「崑曲傳承計劃」走不同的道

路，它的目標是紀錄九至十位老藝術家在崑曲學習的過程、體會

和如何在舞臺發揮的細節。過去做的訪問多是籠統的回憶，現在

則要具體的在某一折戲上尋根究柢。「戲以人傳」是中國戲曲的

口傳心授，傳承的時候盡量一招一式跟從老師，但每個人的資質

條件不同，下一代可能在某方面超越與不及老師，也可能會做成

傳遞上的變化。正因如此便要清楚把他們的變化紀錄下來。

　　另一方面由於前代的資料缺失，只有零碎的紀錄，我們無法

了解傳承的脈絡。如同《牡丹亭．驚夢》、〈推花〉從零碎的紀

錄知道發生變化，卻不知發生在何時。從《綴白裘》等的曲譜、

紀錄只能獲得零星零散的資料，得出大概的情況，卻和真實的演

出相差很遠。

　　現時研究戲曲的學者多是從文獻到文獻，由於多是中文系出

身，把文戲曲當成了文學的附庸。戲曲是舞台藝術，表演是最重

要的。文學儘管有重要的部份，但不能夠把戲曲當成它的附庸。

從意義上來說，劇目、故事的來源是整體戲曲發展的的旁枝，而

非主體。錄音錄像能補充很多文獻資料的不足，但並不足夠。雖

然錄音錄像為將來的研究提供多了資料，但它是靜止的。而演員

的演出每個時段都不一樣，所以錄音錄像仍只是一個橫斷面的紀

錄，這個計劃則要建設一個綜觀發展的了解。

7

白 雪 仙 到 訪 中 大 圖 書 館 　 數 碼 化 影 像 中 重 尋 舊 憶
　　香港粵劇前輩白雪仙老師（仙姐），二零零九年三月廿六日（星期四）下午在陳

培偉醫生、盧瑋鑾教授（小思）、張敏慧老師陪同下，到訪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善本

書庫，了解任白粵劇藏品數碼化之進展。中大圖書館館長施達理博士（Dr. Storey）、

副館長黃潘明珠女士及音樂系主任麥嘉倫教授（Professor McClellan）、余少華教授

早於門前迎迓嘉賓。

　　仙姐於一九九三年將其仙鳳鳴劇團歷屆演出之劇本、宣傳資料及照片六千多項全

數運至中大音樂系，由該系戲曲資料中心託管及整理，成立任白粵劇藏品，已屆十六

載。為更好保存這批二十世紀香港本土文化的珍貴文物，免再受天氣及人為損壞，近

兩年來，在中大圖書館及音樂系緊密合作下，開始將任白藏品逐項數碼化，並將原件

存放於大學圖書館善本書庫。日後研究者將不用再觸及原件，全在電腦熒幕上檢視。

　　在中大圖書館副館長黃潘明珠細心講述並示範下，仙姐得睹當年舊照、劇本及有

關剪報，重尋舊憶，別有一番滋味。對中大圖書館之專業處理，仙姐甚表欣慰。任白

藏品之所有版權屬任白慈善基金，藏品僅供研究者瀏覽，不可下載或複製。中大圖書

館、音樂系正積極與任白慈善基金商討，尋求可行機制，以方便學者應用該藏品。待

完成數碼化後，將公報詳情。

戲曲資料中心簡訊

聯絡人：	 張文珊小姐（音樂系戲曲資料中心）	 聯絡電話：2603-5098

	 黃潘明珠女士（中大圖書館）	 聯絡電話：2609-7316

鄭培凱教授訪問



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

查詢
地　　址：香港中文大學許讓成樓G06室
電　　話：（852）2603 5098
傳　　真：（852）2603 5273
電　　郵：corp@cuhk.edu.hk
中心網址：http://corp.mus.cuhk.edu.hk

通訊出版小組
編輯：盧譚飛燕

執行編輯：陳苡霖、張文珊

戲曲資料中心職員（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
署理主任：蔡燦煌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副 主 任：盧譚飛燕（香港中文大學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

　　　　　戴淑茵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顧　　問：王建元　（香港樹仁大學英文系）

　　　　　張學明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張燦輝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主任）

　　　　　陳國賁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

	 余少華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黃綺雯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行政統籌：張文珊

研究助理：陳苡霖

特稿中的觀點及見解乃作者或被訪者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立場。

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印刷數量：3,000份

戲 曲 資 料 中 心 使 用 情 況

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籌辦

 二零零九年

 二月 三月 四月

開放日數 22天 24天 21天

平均每日到訪人次 5人次 8人次 1人次

總使用時間* 9,126分鐘 14,024分鐘 6,602分鐘

總開放時間 11,280分鐘 12,360分鐘 11,040分鐘

使用率 81% 113% 60%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ADC.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逢第二及第四個週六開放）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團體或使用特別藏品需另行預約）

戲 曲 資 料 中 心 獲 捐 藏 品
捐贈者 捐贈日期 獲捐藏品／捐款

胡芝風教授 13/1/2009 《中國演員》（2008年第7期）乙本

盧譚飛燕女士

31/3/2009
《粵劇曲藝月刊》（創刊號）乙本 

《沈遠「北西廂絃索譜」簡譜》乙本

8/4/2009 《臨風度曲—崑劇巾生表演藝術》乙本

余炳均先生 31/3/2009 《中國昆曲藝術》乙本及《粵劇曲藝月刊》數本

賴宇翔先生 22/4/2009

《廣東戲曲簡史》乙本 

《上海粵劇演出史稿》乙本 

《唐滌生作品選集》乙本 

《唐滌生》乙本

*總使用時間包括到訪時間、電話查詢、網上查詢及委託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