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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唱與行當　陳春苗 民初粵樂探微 : 
從丘鶴儔著《絃歌必讀》
看粵樂今昔　李勁持

《香港戲曲通訊》出版小組

特邀編輯顧問：張麗真
編輯：張文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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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近年於香港教授崑曲的專業演員

有邢金沙女士 (原浙江崑劇團 )及鄧宛

霞女士 (京崑劇場 )；授唱清曲則有本港崑

曲研究者古兆申先生、張麗真女士、陳

春苗先生。若論及活躍的清曲組織，暫

知只有香港和韻曲社。該社每逢周六，

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四樓香港中華文

化促進中心拍曲樂聚。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早於 1980 年

代初邀請原上海崑劇團旦角演員樂漪萍

女士任教崑曲，及後戲曲資料中心於

2004 年起舉辦崑曲班，邀請張麗真女士

主教 (有一學期由陳春苗先生主教 )，並由

蘇思棣先生擔任笛師。崑曲班每年只開兩、三班，每班

約十人，歷年間不少年青學子參加，令人鼓舞。張老師熱

心推廣崑曲藝術，近十年間於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

浸會大學等大專院校教授崑曲，受學者眾。本期將刊載部份中心主辦「崑

曲班」編製之崑曲教材，讓未能參與課程的讀者參考；此外邀得陳春苗先生、

盧譚飛燕女士及陳雅君小姐撰文分享他們的習曲感受及經驗。最後，蒙李勁持

小姐賜文，記述本年三月中心舉辦之「民初粵樂探微﹕丘鶴儔著《絃歌必讀》」

講座音樂會，讀者如欲了解更多活動內容，歡迎登入中心網站瀏覽相關圖文及

錄影資料。

清曲審美　張麗真

習曲偶記　盧譚飛燕

崑曲與我　陳雅君

戲曲資料中心新增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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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真

清 審曲 美
魏良輔【曲律】

魏良輔，生率不詳，大約活躍於明嘉靖、隆慶年間（1522-1572）。所撰【曲律】

共十八條，未有單獨刊行，主要見於明周之標選輯的《吳歈萃雅》卷首，及明

許宇選編的《詞林逸響》（以《崑腔》原始））為題。（【曲律】被認為是魏

氏學生總結魏氏曲唱基本要則寫成。）

【曲律】的內容，主要是魏氏改造南曲，尤其是崑腔唱法理論的總結，和

「字」、「腔」、「板」三個曲唱藝術的審美標準。

有關「字」、「腔」、「板」這三個曲唱藝術的審美標準，【曲律】中有這一條：

曲有三絕：字清為一絕；腔純為二絕；板正為三絕

上面一條，可解作：

唱曲有三大絕竅：

第一是字的發音要清晰，

第二是腔調要純正，

第三是節奏板眼要準確。

要達到上述的標準，就必須了解崑曲「詞律」和「樂律」的關係，以及實踐曲唱時必須具備的技巧。

萬曆曲家沈寵綏對魏氏的改革南曲和崑腔有下列的論述：

嘉隆間有豫章魏良輔者，流寓婁東鹿城之間，生而審音，憤南曲之訛陋也，盡洗乖聲，是別
開堂奧，調用水磨，拍捱冷板，聲則平上去入之婉協，字則頭腹尾音之畢勻，功深鎔琢，氣
無煙火，啟口輕圓，收音純細…要皆別有唱法，絕非戲場聲口，腔曰「崑腔」，曲名「時曲」。

這一段論述，其中「拍捱冷板」，指出唱曲時必須以板拍控制節奏，其準繩即魏氏之所謂「板正」；

「聲則平上去入之婉協」，指出曲音聲調與音樂旋律的相對關係，也即是魏氏所指的「腔純」；而「字
則頭腹尾音之畢勻」，則是吐字的要求和竅門，亦即魏氏所指的「字清」。

在崑曲格律的「樂調」中，每個曲牌都有一定的板數，樂曲的長短因而有固定的規格；同時，板拍和

樂句結構又有一定的關係，所有韻字，都一定落在板位上。所謂「板以句樂」，即指曲文的句讀，是

以板拍呈示出來的。因此，「板正」是掌握曲唱節奏和文辭句讀的基本技巧；若唱曲時不按曲牌規範
的板拍，便會出現句讀不清，文意淆亂的情況。

漢字的「四聲」，除了屬「語音」體系外；在歌唱音樂上，也包含樂音高低和長短的元素。曲唱的旋律，

是按語音（曲音）規範演化出來的。所以，崑曲的精粹，就是「以文化樂」。曲唱時必先知道曲文每

字所屬的聲調，才能準確地唱出配合字聲的旋律。在曲唱中，單音的字聲化成或長或短的音樂旋律，

其間的轉音、抑揚、頓錯，若能完全符合曲音聲調的音樂旋律走向，這就是所謂「腔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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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字清」，沈氏提出了其中一個要點，就是「頭腹尾音之畢勻」，意即能把每個字的「聲」和「韻」，
結合後清晰完整而又順暢地「吐」出來，使聽者能清楚了解曲唱的內容。崑曲的吐字方法，其實就是「切

音」法。意思是說，每個字的聲母和韻母的結合，都必須完整地唱出來。清代曲家劉大椿在所著《樂府

傳聲》中，具體地說出達到「字清」的技巧，就是辨「五音」，以掌握發聲器官；又辨「四呼」，以控
制出字的口形，務求把每個字的聲、韻，能準確地唱出。

對於清曲審美，在【曲律】中，還有下列各項：

清唱，俗語謂之「冷板櫈」，不比戲場藉鑼鼓之勢，全要閒雅整肅，清俊溫潤。
其有專於磨擬腔調，而不顧板眼；又有專主板眼，而不審腔調，二者病則一般。惟腔與板兩工者，
乃為上乘。
至如面上發紅，喉間筋露，搖頭擺足，起立不常，此自關人器品，雖無與於曲之工拙，然能戒此，
方為盡善。
聽曲不可喧嘩，聽其吐字、板眼、過腔得宜，方可辨其工拙。不可以喉音清亮，便為擊節稱賞。

由此可見，魏氏對崑曲清唱的審美要求，除了「技術」（藝）的層面外，也講求唱者的「風度」，使崑

曲清唱規範與「文人雅士」的氣質融為一體。

此外，在【曲律】中，魏氏又指出了南曲和北曲不同的審美情趣：

「北曲以遒勁為主，南曲以宛轉為主，各有不同。」

北曲以明快有力為特色，南曲以委宛曲折為特色。

「北曲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故詞情多而聲情少。南曲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故詞情少而
聲情多。」

北曲字多而腔少，曲調節奏較快，節奏緊處就是著力所在，因此北曲所表現的字音情趣多於樂音的情趣。

南曲字少而腔多，曲調節奏較慢，節奏慢處以鼓擊眼，因此南曲所表現的樂音情趣較字音情趣多。

清工與戲工  
　　崑曲最早以清唱為主，唱散曲，也清唱劇曲，但不妝扮、不帶表演，只用「坐唱」形式，時稱「冷

板凳」。清唱最早也有營業班子，唱法並不一定講究。文人改良了崑腔之後，常參加「清曲」活動，探

討曲唱藝術：重視人聲之美，不主張伴奏樂器過於複雜，講究清雅嫻靜，甚至認為無伴奏的乾唱，才可

達到曲唱的最高境界。這種演唱美學，和後來舞台上演員的唱法有所分別，曲界於是有「清工」、「戲

工」的分法。

　　　

清工
　　清曲家講究曲牌格律、字腔聲韻，力求典雅規範。自魏良輔《曲律》以來，鑽研格律、曲音、唱腔

等論著甚多。至於清代曲家沈寵綏《度曲須知》對水磨調的解說：「…拍捱冷板，聲則平上去入之婉協，

字則頭腹尾音之畢勻，功深熔琢，氣無煙火，啟口輕圓，收音純細…」，說出曲唱的審美意趣，要達到

上述的要求，自然必須兼備較高的文學素養和音樂天份。所以，有人稱「清曲」為「文人之曲」，又稱

之為「清工」。

戲工
　　戲工著重「表演」，曲唱是舞臺表演中的一部份，需配合劇中人物的身份、個性，風格較重華麗、

裝飾，甚至誇張，以達到演出人物、道出故事的效果。唱者的嗓音條件尤其重要，必須符合所屬家門行

當，務求聲情人物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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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香港和韻曲社社訊

第二期（二○一四年五月出版）】

　　從 2002 年開始學唱崑曲，至今也已十來年，除了

在香港曲社唱曲，這幾年也開始和廣州、深圳的曲友分享

一些唱曲的體會。必須得說，正式幫曲友們拍曲對我而言

也是新鮮的事物，雖然之前也在香港教過一些曲友，畢竟時

間不長，體會還不那麼深。然而正式拍曲過程中遇到問題，思考與解

決問題，無疑也讓自己很好的上了一節課。下面便以曲唱與行當的關係說

說自己的一些體會，簡單把自己這些年來唱曲、看書、教曲的一些體會與

曲友們分享。由於自己也還在這道路上摸索著，或許還有不當之處，曲友

們可以再相互探討。

　　曲友們對所唱曲子各有偏好，有些男曲友喜歡唱旦曲，有些女曲友喜

歡唱生曲，旦行裡還分閨門旦、正旦等，生行裡更有巾生、小官生及大官

生。曲社常唱的經典唱段當然還包括其他行當如老生或淨行的曲子，不過

這些行當的聲音條件要求較高，一般曲友難以摸索到用嗓感覺。而在香港

曲社，曲友裡面唱的也基本是生旦曲子。自己唱生，旦角曲子也會唱唱，

聽得也比較多。所以到廣州、深圳拍曲，自然也只能教唱生旦曲子。

　　先說說字音的問題。字的韻讀在韻書上早已標明，本該每個人嘴巴裡

唱出來的都一樣，但落到實際曲唱裡卻往往有許多差異。崑曲字音問題比

較複雜，即便是《韻學驪珠》也不一定為所有人認同。韻書未必與其時通

行唱法相符，其中有因循前代韻書的影響，有撰寫者自己的審美判斷，有

各地方語音影響問題，更有劇唱與清曲承傳的不同，還有年代不同而時有

從俗的選擇問題。有些字讀的錯誤是因為唱者不審音、不明白而出現，有

些字讀的差異卻是出自各人審美的藝術選擇，這個問題的討論此處先不展

開。此處就單論同一字在不同行當的曲子裡的差異。

　　崑曲起源於蘇州崑山地區，所以吳語對崑曲字音的影響是相當大的。而字音是有感情色彩的，不同的

音色造就不同的感覺。「吳儂軟語」往好處說就是溫柔、飄逸，唱閨門旦、巾生時用上一點，來得分外適合，

但到唱一些身份、氣派較大的人物，或其他闊口家門時，軟糯的蘇州語音聽起來與人物形象便會格格不入。

吳語在崑曲字音裡影響最大的天田韻、歡桓韻、鳩由韻，其中的「a」或「o」音幾時打開，口腔的開度如

何是其關鍵。如天田韻，當然不應當蘇得「i」唱到底，連抵顎的「n」收韻都放掉，但是相對的延長「i」音，

到幾近收韻時才轉到「i-e」在閨門旦裡便覺得份外「甜」；然而到了生行唱天田韻，「i」音便當快點從「i」

轉到「i-e」，生行需要的陽剛成份便會多一點，不再那麼小氣。又如歡桓韻，閨門旦和巾生可以「u-e」

至收韻，但官生則應盡量開大，甚至開到「u-a」，如此才能顯出氣派來。同樣鳩由韻，偏蘇的字讀便會

唱成「e-u」，甚至是「ü」，閨門旦與巾生可以接受，但大官生便還是得有較明顯的「o」，最後才收到「u」。

其實以上所講，主要是由於字音裡開口或滿口的「a」和「o」，在偏蘇的唱裡，會轉成半開口的「e」，

然而如此一來，就不太合適於氣派較大的闊門家口。

　　要體現曲子的行當性情，字音的變化該說影響是最少的，曲子的曲腔處理以體現行當的感覺相較之下

又明顯了一些。香港或廣州的曲友裡也不少曲友既唱生也唱旦，有時我作為一個聽眾聽起曲子，往往感覺

會相互串味。這尤其體現在曲友唱完生行曲子，又轉回唱旦後，行腔中的「生味」不知不覺就明顯了。簡

單而言，就是出字過重，轉腔過硬。這種風格可能還有受傳統唱法的影響的原因，「出字要重」、「過腔

頓挫分明」，是清唱所強調，所以我們聽以前的一些崑曲錄音，一般而言都是出字重，收韻重，切音分明，

過腔頓挫明顯。說出字重，其實就是要清楚，然而清楚未必是太「重」；曲唱要有頓挫，是希望我們別

陳
春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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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得像歌，沒有力度線條。要

「重」、「頓挫」到怎樣一種標

準，一切都得有個「度」。特別是

不同的行當該有不同的要求。

　　特別是唱閨門旦，若出字過重、過腔稜角太

分明，聽起來就不那麼蘊藉內歛，沒有了女性那種溫柔斯文的感覺。

當然，不同的閨門旦曲子要求是不一樣的，唱《刺虎》可以出字重點，轉折明顯一點，方顯

得費貞娥的怨憤；唱《驚夢》則不能那麼稜角分明，否則杜麗娘便容易變成杜十娘。出字要清楚，

更多的是唱者要做好出氣的準備工作，口形到位，有時則先出氣後出聲，以此達到字清，而非一

味的使勁。若形容唱曲要有「骨」，那「肉」也是必須的。不同行當的骨肉比例各有不同，或許

老生、淨行可以「肉」少點，大官生也可以頓挫得明顯些，但還是不能沒有「肉」的包裹，讓連

接的稜角分明得刺耳；巾生的「肉」便不宜太薄，否則過腔就會顯得太硬，失去如玉的溫潤；閨

門旦的骨頭更是應當深藏在肉裡，過腔基本不見稜角，內在力度是靠口形的適度緊張和氣息的承

托來體現。骨肉穠纖合度，方得剛柔並濟。

　　最後說說聲音的造型，發聲是多數曲友共同面對的難題。因為曲友不像專業演員每天會去練

嗓，住在城市森林中的人，連找一個合適練嗓的環境也不容易。而且清唱的傳統裡重視規範，注

意字韻、注意唱腔，並不以聲音響亮為榮。然而必須得說，曲子要唱得好，聲音的控制是一大關

鍵，能找到合適的共鳴位置、合適的發聲用力點，能發出響亮的聲音最少說明唱者對口腔氣息的

敏感。而且就算是清唱重視的腔格裡，有不少若是沒有嗓音的控制是難以做到的；更別說有些情

緒的傳達必須靠不同質感的聲音來完成，若是聲音響亮不起來，在需要時放不出來，那表現力是

大為減弱的，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假如我們的身體是一副樂器，那麼我們便要學會怎樣去了

解、控制這副樂器，這也是唱曲的基本功之一。當然只能吹響是不夠的，還要吹得出虛實、長短、

停頓及各種效果，這是「手」高。然而能控制也是不夠的，還得需要吹奏者心裡有個標準，想到

達到怎樣一個效果，這是「眼」高。

　　那麼在不同的行當曲子中，有沒有不同的聲音要求？我認為是有的，如唱同一個「a」音，

閨門旦的發聲用勁主要在口腔前端，使聲音較為尖細，男曲友唱旦尤其要收著點，口腔不能大開，

否則線條就太粗了；而唱巾生曲子，則不用刻意收歛，發聲用勁點比閨門旦稍後，共鳴可以舒展

至整個口腔，但也不用有意的去張大口腔，基本是一個舒服的狀態；官生曲子則不同，特別是大

官生，口腔甚至要有往外擴張，上顎提高，牙關打開，整個口腔空間基本到達一個能控制的最大

的狀態，使得聲音又厚又響。因此唱大官生時牽涉到的口腔肌肉更多、運動強度更大，也需要更

多的底氣來支持聲音的延續，所以的確比唱巾生、閨門旦要累得多。其他的如「i」、「o」、「ü」

「u」等音，當然會有不同的嘴型與共鳴位置，但整體來說，口腔的開合的確是隨著行當不同而

有差異。

　　以上所說都只是簡單的一概而論，具體到不同的字，不同的腔格，同一行當裡的不同人物，

也都有所不同。如同是閨門旦的楊貴妃，咬字就該再少點蘇化影響，運腔也可以有較大的轉折，

口腔的開度更該比杜麗娘來得大，如此才會有貴妃的氣度。而且就算是同一人物的不同精神狀

態，喜、怒、哀、樂，其字、腔、音也都該有所區別。

　　清唱的傳統似乎更重視字、腔，但我認為這種重視更準確來說，是把字、腔作為曲唱的基礎，

清唱從來沒有忽視對曲情的塑造，這也是許多曲唱文獻中說到最後都會強調的一點。而曲情是需

要字、腔、音各方面揣摩合度的總合。新曲友們初學曲，當從規範著手，但當唱曲漸入正軌，還

得有更高的追求，既琢磨聲音的造型，也琢磨曲子當中每個字、每個腔，珍惜自己發出來的每個

聲音，以求切合規範、切合行當、切合人物。揣摩曲子中的每個可能性，也是揣摩自己更多的可

能性，崑曲的魅力在於它有無限空間可供曲友們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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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曲偶記 
崑曲有南、北之分，「南曲以婉轉為主，須唱得幽雅清峭，柔中有剛；北曲以遒勁為主，

要唱得慷慨激昂，剛中有麗」1，於習曲而言，筆者偏愛北曲，因剛勁外放易唱，柔雅內歛

而聲能致遠者難度實在非常高。近習《鐵冠圖‧刺虎》一折，且把課後感抒寫一下。

盧譚飛燕

　　〈刺虎〉亦即〈貞娥刺虎〉2，講費貞娥乃明末崇禎
帝公主之近身宮娥，假充公主，於新婚之夜行刺李闖賜
她為配的一名手下外號「一隻虎」之事。全折皆北曲曲
牌，包括〈端正好〉、〈滾繡球〉、〈脫布衫帶叨叨令〉、
〈脫布衫〉、〈小梁州〉及〈朝天子〉。研習北曲，有
幾點要注意﹕
1. 用七聲音階，有凡及乙 3。相比十二平均律，要升凡

降乙，即凡要稍高於 4，乙要略低於 7。要把握好這
兩個音，才能唱出北曲的韻味。

2. 入派三聲。北曲無入聲，而北音以元代官話為基礎
語音，分陰、陽、上、去四聲 4。

3. 字多腔少，襯字亦較多，甚至比正文還要多。
4. 一折之中主角一人唱到尾。

　　〈刺虎〉一折，主角是刺殺旦，但以閨門旦應工，
唱時腔口要寬些，但不至於正旦之寬。首個曲牌〈端正
好〉，是典型惆悵雄壯之曲調 5，此折一開首便要展示
旦角為國為君父報讐雪耻的壯志。全曲為散板，所有豁
腔要強化，有別於豁腔平時的輕聲短唱，而且工尺轉折
要用勁。〈滾繡球〉及〈脫布衫帶叨叨令〉唱情就更要
細緻了。一句強、一句弱，一硬一軟，一嬌媚一剛狠，
以配合貞娥一面要向仇人獻媚，一面殺氣騰騰的矛盾形
象及內心掙扎，所以唱時聲量之收放要控制得宜。〈脫
布衫帶叨叨令〉前闋〈脫布衫〉首句散板唱「銀台上煌
煌的」，其曲調五亿五 五仩仩伬 ( 基本上一字一音 )，
不禁令人聯想起粵劇中的崑頭子 6〈銀台上〉。崑曲有
些曲牌有定格，例如曲中有重句，相差達八度，如〈桂
枝香〉、〈川撥棹〉等等。後闋〈叨叨令〉亦有定格，
「其第五、六句必以‘也麼哥’三字作語氣詞和行腔」7。
‘也麼哥’乃元代北方語尾助詞 8，與粵語「……嘅喇噃」
之類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第四曲牌〈脫布衫〉「通體句
法作上三下四」9，末句「卸下了 ( 襯字 ) 犭唐猊鎧鎖子龍
鱗」，曲家認為「末句仄煞為此調北音正格，其平煞者
南音也」10。「犭唐」無此字，近代北京曲家推斷為「狻」
字，「狻猊」是獅子，是將軍盔甲上的裝飾。〈小梁州〉
唱至「心窩內，寶刀掄」是全曲高潮所在，貞娥手起刀
落，刺殺「一隻虎」，其「末句須仄仄仄平平」11，但
此折〈小梁州〉末句「拴起繡羅裙」及么篇 12 末句「猶
( 襯字 ) 兀自含餘恨」，似有出入。最後貞娥手刃仇人，
被擒以身殉國，自刎前唱「曲調傷痛悲涼」13 的〈朝天
子〉，正合劇情需要。末句五字「噯又又 ( 襯字 ) 何必多
磨吻」(意即不必多說了 )，「宜仄仄平平去，上聲字 (吻 )
雖可通融，究非妥帖」14。

　　崑曲曲唱，素有清工、戲工之分。清曲唱者只唱曲
牌，不用念白。清工恪守曲律，唱腔老實大方，對於曲
譜所標示的腔，寧少毋多，可減不可增，腔純之謂歟！
亂加腔則會流於庸俗。崑曲的說白，亦稱賓白、韻白，
是用自成體系的中州音韻來念。崑曲「形成於吳中地區，
歷數百年，歌唱與念白必受吳語影响」15。曲音的平、上、

去、入四聲各分陰陽，基本上與粵方言相同，所以操粵
語人士學習崑曲，有一定優勢。而崑曲的多種腔格，都
與四聲相配合，知悉口語的四聲，就知道應該用甚麼樣
的腔格，也就不會亂加、減腔，這亦是習曲首要之道。
但前述的這種優勢，都只在唱曲方面，說白方面，就困
難多了。因為有改調或變調，就被歸納為十四種情況
16，頗為複雜，最好有曲家口傳心授，否則很難把握，
不是把普通話念歪一點就成 17，用普通話唱曲更會「破
壞崑曲傳統聲腔的一切美感」18。然而簡短的說白如﹕
好天氣也、請坐、妙等，清工亦會念。〈脫布衫帶叨叨
令〉中就有一句說白「將軍請」，曲友們費了很大的勁
才能勉強地把它念對。「將
軍」是平聲，「請」是上聲。
雖然崑曲曲音還沒有公認的
調值 19，但按音勢高低排列基
本上是上、平、入、去，上
聲特高 20。以五度標調法可參
考的說法如右 21 ﹕

　　所以「將軍請」中「請」字聲最高最響；「將軍」
雖都是平聲，但念時應前高後低 ( 變調是也 )。這又令筆
者想起「可怒也」。「可」及「也」是上聲，高聲念出
是對的，但「怒」是去聲字，應低於二者，就如「請坐」，
其聲調組合與「可怒」相同，都是陰上、陽去，但不會
同時念高音。

　　以上所言，泰半是老師課堂上的教導，視為筆記可
也。筆者學習崑曲十多年，希望能繼續下去，或許會有
更多體會呢 !

參考書籍
1. 王正來《曲苑綴英》上、下冊，線裝，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南

京，2004。
2. 汪經昌《南北曲小令譜》，臺灣中華書局，臺灣，1965。
3. 古兆申〈崑曲念白四聲的探討〉載《香港和韻曲社社訊創刊號》，

香港和韻曲社，香港，2013。
4. 宋衡之《崑曲探驪‧道白篇》影印本，出版﹕不詳，1984。
5. 朱復，鈕驃等編《中國昆曲艺术》，北京燕山出版社，北京，

1996。
6. 陳宏亮《陳宏亮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2012。
7. 俞宗海《粟廬曲譜》重印本，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臺灣，1996。
8. 張相《詩詞曲辭匯釋》，中華書局，北京，1957。

陰 陽

上 51 31
平 44 344
入 4 2
去 412 312

1  王：下冊，習曲要旨，頁四之二、演唱
2  粵曲亦有《貞娥刺虎》，麥炳榮、鳳凰

女合唱。
3  南曲用五聲音階，只裝飾音偶用凡及

乙。
4  南曲曲音以明代官話為基礎語音，分

平、上、去、入四聲，各有陰陽之別，
見王﹕下冊習曲要旨，頁一之一、字韻。

5  王：下冊，頁六十一
6  朱、鈕等﹕ p105，131，138
7  朱、鈕等﹕ p53 
8  「也麼為襯字，不為義」，見張﹕

六六四

注：

9 汪﹕上卷北正宮二
10 同 9
11 同 9
12 即重覆一次
13 王﹕下冊，頁六十六
14 汪﹕上卷，北中呂宮，十二
15  王﹕下冊，習曲要旨，頁四
16  古﹕ p31
17  古﹕ p33
18 陳﹕頁三六六
19 古﹕ p34
20 宋﹕ p2
21 王﹕上冊，凡例，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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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雅君

如果寫作是我終身的緣份，
　　　　　　　崑曲是我的半生緣。

— 白先勇 

第一次看見白先勇先
生，是在香港中文大學明

清研究中心的開幕典禮。此刻，
白先勇先生在臺上，眉飛色舞地描

述著那奼紫嫣紅的崑曲世界。剎那間，杜麗娘、柳夢
梅、陳妙常，都在他的熱情間被召喚。那年，我正在
修讀中文系研究院的課程，以明清戲曲為研究對象。

　　接觸戲曲，或許可追溯至小時候。小時候，戲曲
之於我，就是大戲，又或是任白演出的《帝女花》。
電視偶而傳出〈香夭〉的唱段，聽久了，鑼鼓聲一響，
我會裝模作樣地，吊高嗓子唱起來：「落花滿天蔽月
光，借一杯附薦鳳台上，帝女花帶淚上香，願喪生回
謝爹娘 ……」情緒來了，或許會模仿伶人，來一個
臺步。戲曲之於我，就是「督督督督撐」的大戲。升
中學後，雖然時間為課業所填滿，課外總愛閱讀不同
的書籍。某天，捧回了一套漫畫形式的戲曲小說，牡
丹亭、杜十娘、玉簪記、趙氏孤兒等，角色盡化身為
漫畫人物，輕鬆而不失典雅的表達形式，挑動了我對
戲曲世界的好奇，盡為當中紛陳的情感世界所牽引。
當時的我，真的相信自己和戲曲，存在著那麼一點的
緣份。 

　　論戲。《牡丹亭》中杜麗娘出生入死的情愛、《長
生殿》帝王失卻愛情的悲痛、《桃花扇》中壯麗的歷
史長卷，多少年撼動著觀眾、學者的心；真正令我動
容的，卻是刻劃小人物蒙冤得雪的公案劇《十五貫》。
崑曲盛極於明清之世，其後逐漸衰落。向以劇本豐富
著稱的崑曲，至民國時期，可演的折子戲尚有四百多
齣。其時蘇州崑曲傳習所著意傳承，卻由於時局混
亂、伶人生計困難等問題，劇本一直失傳。可幸，
1950 年代，浙江崑劇團至北京上演《十五貫》，一
時間全城哄動，爭相觀看，更獲得周恩來總理盛讚
「一齣戲救活了一個劇種」。再次受到重視的崑曲，
於傳承、劇本保存、演出方面，獲得了大量關注。

　　中學時，初讀這劇本便迷戀不已，迷倒於太守況
鐘愛民如子的心情，也愛當中狡黠的婁阿鼠。作者朱

素臣，被歸為清初蘇州派。時值明清易代，布衣出身
的蘇州派劇作家如李玉、朱素臣等人，或勾勒壯闊的
時代畫軸，或刻劃市井浮世繪，無不撼動著我，也促
使我以蘇州派作家為題，撰寫我的碩士論文。舉步為
艱，這是我研究開端的心情。論文探索明清蘇州，和
作家李玉創作之間的關係，我卻完全走不進那當下。
於是，我一點一點地翻閱著當時的文獻、方志、小說、
戲曲，嘗試逐步重構，走進李玉背後的世界。那些日
子，無論是走進電影院或看一本小說，我總會試圖勾
連論文研究。當時對崑曲的狂熱，幾近痴迷。論文完
成之際，竟滿足得以為擁有了全世界。

　　演戲。 崑曲，戲以人傳。大舞臺上，伶人以唱、
念、做、打為人物喚魂。伶人在舞臺下，又是另一種
風采。臺上，岳美緹演活了風流儒雅的柳夢梅，和杜
麗娘纏綿繾綣；於臺下演講時神采飛揚，對崑曲史、
崑曲劇本的旁徵博引，同樣迷人。張繼青以「三夢」
聞名於世，《爛柯山》的崔氏、《牡丹亭》的杜麗娘，
演來得心應手。後來，導演楊凡，參以半虛半實的形
式，為張繼青的大半生拍成電影《鳳冠情事》。電影
中，得以窺見張繼青日常生活的樸實無華，一生都為
崑曲奉獻。電影播放畢，張繼青竟親臨現場，回首向
觀眾揮手，戲裏戲外，一時間令人分不清。又或是，
仍在崑曲道路上，摸索著前進的沈豐英。中文大學演
出春青版《牡丹亭》時，曾有幸協助接待蘇州崑劇團。
其時沈豐英生病，嗓子不適，也引起了應否取消演出
的討論。最後，雖然旁人勸阻，沈豐英還是堅持演出。
我在舞臺下凝視著她，嗓子略帶沙啞，但閨中自憐、
尋夢不得的杜麗娘仍活現臺上。
　　
　　執著。崑曲靠著伶人的口授心傳，一點一點地傳
承下來。從舞臺到臺下，是伶人到戲迷的相互觀看。
從愛戲、看戲、學戲到評戲，這是崑曲學者吳新雷的
寫照。精神抖擻、聲音洪亮，這是我對吳新雷老師的
第一印象。就讀研究院時，有幸認識了吳新雷老師。
吳老師所編的《崑曲大辭典》，是重要的崑曲研究書
籍。當中史事梳理、文獻援引之得心應手，讓人佩服
不已。其後，得以和吳老師共處了一段時間，才發現，
其論戲的透徹，源自於他的赤子之心，對崑曲真正的
熱愛，高度難以企及。

　　滿紙回憶，崑曲之於我，當下已經陌生。

　　如若有未盡的緣份，或許一天會回到原點，成全
自己跟崑曲的畢生緣份。

捐贈者 捐贈日期 獲捐藏品

劉開榮先生 2014 年 3 月 27 日
《潮劇 ‧ 藝術 2007 年卷》、《潮劇 ‧ 藝術 2008 年
卷》、《潮劇‧藝術 2009 年卷》各乙本

陳少玲女士 2014 年 3 月 27 日 《卓文君》劇本兩份、潮劇文章兩份

陳靜娜女士 2014 年 3 月 27 日 《桑霞集》兩本

戲曲資料中心獲捐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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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粵樂探微
從丘鶴儔著《絃歌必讀》看粵樂今昔 

　　《絃歌必讀》是粤樂名宿丘鶴儔 (1880 – 1942) 於
1916 年編寫的粤樂教本 , 書中除收錄了各種樂曲之樂譜
外，更教授唱曲奏樂入門之法 , 是有關早期粤樂的重要
文獻。本年三月廿一日，筆者與戲曲資料中心合辦了一
場題為「民初粤樂探微 : 丘鶴儔著《絃歌必讀》」的講
座音樂會 , 透過重現書中之樂器組合 ( 即 : 二絃、三絃、
月琴、提琴 ) 和曲目 1，窺探早期粤樂之面貌。是次講座
音樂會之所以能順利舉行，實有賴戲曲資料中心和筆者
的論文導師李忠順教授的支持和指導。當日選演之曲目
均有一定難度，各位演出者用心排練，傾力演出，亦使
筆者銘感五中。還有南音、粤曲名家陳麗英老師和資深
樂師王嘉偉先生在音樂會前後的提點和意見，筆者獲益
良多，特此致謝。

　　當日演出乃從聽覺出發，但單靠樂譜和文字記錄並
不足以重構昔日之聲。為補講座音樂會之不足，本文乃
從粤樂之音樂體系出發，以《絃》書為依據，並綜合講
座音樂會之經驗，探討粤樂後來之改變對其體系和規格
的影響。

　　粤樂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變化不斷 : 高胡、
小提琴取替二絃、又白話取替官話、梆子二黃不分家、
以小曲作唱段等等都是眾所周知的。說到種種改變的所
以然，每多歸因觀眾口味、音樂潮流變易，甚至有說成
是進步，使粤樂更豐富、靈活云云。這些說法過份著重
粤樂「變」的內容以及變後的「前景」，忽略了「變」
的意味。因此，本文著眼的不單是今昔粤樂有何不同，
最重要的是要解讀這些改變所負載的意味。

　　是次講座音樂會選演的《小桃紅》乃按《絃》書以
「士工」定絃的二絃為頭架，縱觀此曲現存之新舊錄音
卻都是用高胡或小提琴。《絃》書中載道 :「二絃名為頭
架」，並有不同的定絃以配合不同的調式 ( 如梆子用士
工定絃、二黃則用合尺 )。後
來頭架多用高胡或小提琴 ( 二
絃只用於某些場口和曲目 )，
此二樂器之定絃則是固定的。
先不論此二樂器在音色、音
域、功能等方面跟二絃有何
不同，於粤樂之體系來說 , 改
用高胡、小提琴，就是分割
了樂器定絃與調式的關係。
需要強調的是，定絃不單是
樂理上的概念，更會影響演
奏風格，故此棄用二絃，同
時亦淡化了各調式之音樂特
徵。

　　是次講座音樂會選演的《月下追賢》和《柳精媚
生》，前者屬二黃體系，後者屬梆子體系，與後來梆黃
不分家的粤曲結構大不相同。後期粤曲每多加插小曲、
說唱 ( 如南音、木魚 )，甚至連梆黃板面亦用作唱段。有
說是豐富了粤曲音樂，實際只是增加了可唱的旋律，縮
短了梆黃之篇幅，使梆黃體系鬆散。

　　此亦體現於梆黃體系中「喉」和「腔」的改變 :《絃》
書中班本之曲均有標明喉種，如《月》曲為小武喉之
曲，《柳》曲則是小生喉和旦喉的對唱曲，另有武生喉、
老生喉等。同時書中亦有標明腔種，如《月》和《柳》
二曲均是平腔，書中其他曲目則有左撇腔、河調腔等。
「喉」是發聲方法，「腔」則是唱腔、行腔的規格，喉
和腔原有密切關係，此二者直接影響樂曲之旋律，使聽
者能在音樂上分辨不同行當和曲情。今時各腔雖仍然存
在，但喉無鮮明分野 ( 小生喉更早被平喉取替 )。喉和腔
在昔日梆黃體系中本來有一定規格和分野，今時喉和腔
關係疏離，變相淡化了各調式、行當、曲情之音樂特徵。

　　梆黃是粤樂的主體，任何和梆黃有關係的變化於粤
樂來說都是舉足輕重的，以上所舉的例子，全都牽涉梆
黃體系，可見粤樂自上世紀以來的變化、變革不單是表
面的改變 , 更是本質上的改變。說到失傳，亦不單是曲
目、樂器組合，而是昔日比今時嚴謹的體系。《絃》書
雖是無聲的文獻，但音樂不止是聽到的聲音，更是歷代
前人梳理出來的系統，即使不聞其聲，亦可鑑賞其經歷
千錘百煉的體系。

1 當日演出之曲目有 : 過場譜《小桃紅》、大調《貴妃醉酒》、快二黃平
腔《月下追賢》及梆子平腔《柳精媚生》。有關各樂曲之背景和音樂特
色，請參閱場刊 ; 是次活動之場刊可於戲曲資料中心網頁瀏覽。

是次活動之場刊可於戲曲資料
中心網頁瀏覽。

( 左一 ) 講者李勁持、( 左三及四 ) 新進粵劇演員藍天佑及鄭雅琪、( 左二及
左五起 ) 年青樂師高永熙、郭啟輝、何嘉兒、朱智明、宋樞、陳志江及周
熾楷於音樂會後合照。

作者簡介
李勁持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碩士研究生，其論文將
以丘鶴儔所著《絃歌必讀》一書為題，探討民初粤樂書
籍之出版背景。李氏憑「民初粤樂探微 : 丘鶴儔著《絃歌
必讀》講座暨音樂會」之計劃書獲任白中國戲曲獎學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