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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顯祖「呦折天下人嗓子」質疑一支配談

《牡丹亭》的腔調問題

手各孟珍

引言

明代戲曲天才湯顯祖的曠世鉅著《牡丹亭)，搜抉靈根，才氣煥發，以要然獨

造的情與夢世界，撥動遐想聯翩的藝術心靈，在將近四百年來的歲月裡，散發著流

麗幽雅的古典魅力。然而由於湯顯祖與當時格律派重臣沈璟壁壘分明，並曾留下

「呦折天下人嗓子」的話柄，而《牡丹亭〉本身也存在諸多不合律之處，明清曲家

對它頗多非議，加上湯氏詩文中曾多次提及宜伶唱潰之事，種種因素使得後人對

〈牡丹亭〉創作時所使用的腔調產生憤綻。

有明一代戲曲聲腔原以崑曲為最盛，傳奇劇本多以崑腔搬潰，曲家所論亦率緣

崑曲而發。而崑曲源自江蘇崑山，湯氏係江西臨川人士，對含有吳音色彩的崑曲格

律究竟能確切掌握多少，不免啟人提竇'於是有人大膽提出湯氏〈牡丹亭〉本為弋

陽腔而作，近代葉德均、徐朔方等學者則強調〈牡丹亭〉原為宜伶而作，本屬宜黃

腔而非崑腔， (牡丹亭〉之腔調問題，一時眾說紛耘，備受爭議。本文嘗試就湯氏

提出呦折嗓子說之背景及〈牡丹亭〉本身之體局與格律數端，秉實事求是態度于以

辨析，冀得湯氏原作所用腔調之實貌，並對〈牡丹亭〉格律備受非議之原委提出說

明，幸博雅方家不吝指正。

盒、湯顯祖拘折嗓子說乃-8寺情教誨

湯顯祖〈牡丹亭〉一出，天下目搞不世之才，王曉德在〈曲律〉中盛讀此劇

「婉麗妖冶，語動刺骨J '堪稱曲壇「射雕手J '因「其才情在淺深、濃j炎、雅俗

之間，為獨得三昧J '符合戲曲 r;本色」要求，最是曲苑代表之作。呂天成〈曲品〉

將它列為「上上品J '清代李漁對此劇「心花筆蕊，散見於前後各折之中」尤其賞

心(見〈閒情偶寄﹒詞采) ) ，近人徐朔方要因此劇而以「東方莎翁」稱譽湯氏。



教學與研究第十六期

84

儘管數百年來人們對湯氏在〈牡丹亭〉中所呈現天才般的詞采昕慕驚歎不己，

然而相對地「盛名所至，謗亦隨之J '諸曲家對湯氏格律件誤之處亦頗多非議，甚

至進而對〈牡丹亭〉大肆增刪改易。湯顯祖是有個性的天才型作家，面對這類令他

不堪的「改竄J '心底自是不憬，但他不屑溫和地遷就批評者作一番調整，而是集

傲不馴地堅持原作充滿「意趣神色」的詞采，並脫口說出「不妨呦折天下人嗓子」

的憤激之語，不料這話反而成為格律派攻擊他不守曲律的把柄，從下列詩文可見顯

祖當時的心情:

A牡丹亭記，要依我原本，其呂家吹的，切不可從。誰是增減一二字以便俗唱，卻

與我原做的意趣大不相同了。({玉茗堂尺晴〉卷六(與宜伶羅章二})

A不使牡丹亭記，大受呂玉繩故竄，云使其歌。不住啞然笑曰: r 昔有人嫌摩詰之

本景芭蕉，割蕉加梅，本則本祟，然非王摩詰本景也。其中騎蕩淫夷，轉在筆墨

之外耳。若夫北地之於文，猶新都之於曲。餘于何進、哉! J ( {玉茗堂尺贖〉卷四

(答凌初成} )

A醉漢瓊是風味殊，通天鐵笛海雲孤。總饒割盡時人景，卻塊王維舊雪圈。( <玉

茗堂詩〉卷十四(見改竄牡丹亭詞者失笑) )

A曲譜諸刻，其論良快。久玩，之，要非大了者。莊于云: r 彼烏知禮意。」此亦安

知曲意哉， ......弟在此自謂知曲意者，筆懶意落，時時有之，正不妨抑折天下人

嗓子。兄連者，能信此乎? ( {玉茗堂尺晴〉卷三(答孫俟居} )

湯顯祖明白提出的〈牡丹亭〉改本只有呂王繩改本一種，而(答孫俟居〉所言

「曲譜諸刻 J ·蓋指沈璟〈南九宮十三調曲譜) (又名〈南詞全譜〉、〈南詞新

譜) ) .信中所論頗能彰顯「臨川近狂」那份浪漫不羈性格，他對斤斤墨守曲律

的格律源說法大不以為然，因而才會有「呦折天下人嗓子」這樣的狂語落人口實。

由於湯、沈於戲曲之詞采、格律各擅勝場，且湯氏呦折嗓子說係針對格律源而發，

王旗德〈曲律﹒雜論第三十九下〉於是出現改本作者由呂玉繩變為沈璟之情形，

其文云:

吳江嘗謂: r 寧協律而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語之始協，是島中之之巧。」曾為

臨)IJ~文易〈還魂〉字句之不協者，呂史部玉繩以致臨)IJ.臨川不悴，復書史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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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惡知曲意哉!余意所豆，不甘抑折天下人嗓子。」其志趣不同如此。

呂天成〈曲品〉卷上亦仍王旗德之說，並進一步提出才情與格律並重之「雙美說」

(註一)。根據徐扶明、徐朔方等學者考證'湯顯祖當時所見改本應僅沈璟〈同

夢記} (又名〈合夢記〉、〈串本牡丹亭))一種而己，所謂呂玉繩改本係湯氏

誤記(註二)。姑不論改本之作者究為呂或為沈，吾人皆可清晰看到湯氏所以提

出 r j幼折嗓子說」之背景與意涵，如(答孫俟居)這類尺贖式的文章與〈曲律〉、

〈曲品〉所引短言，原是湯顯祖即興式的感言，並非正式而專門的學術文章，而

他之所以發這番議論，主要是乍見嘔心瀝血的著作遭人魯莽改竄而產生的直接反

彈，故行文口氣激烈而叛逆，不屑之情溢於言表。

所謂「呦折嗓子」之說，係自古已有之俗諺。元﹒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

云: r 平而仄、仄而平、上去而去上、去上而上去者，諺云『鈕折嗓子』是也，其

如歌姬之喉咽何? J 意指所譜的字詞不合四聲腔格，音樂旋律與語言旋律不能契合，

如何能使歌者唱出字正腔圓的曲子?事實上，湯顯祖也懂這層道理，在〈紫蕭記﹒

審音〉一齣中，他就會藉鮑四恨之口談戲曲創作之原則在於「休得呦折嗓子」。湯

氏本人在冷靜自省時，不只一次地謙稱自己對聲律之學造詣未深。如〈答凌初成〉

云: r 不俊生非吳越通，智意短陋，加以舉業之耗，道學之牽，不得一意橫絕流暢

於文賦律呂之事。......獨想休文聲病浮切，發乎曠聰:伯琦四聲無入，通朔朔響。

安詩填詞，率履無越。不信少而習之，衰而未融。J <董解元西廂題辭〉又云:

「余於聲律之道，膛乎未入其室也。書曰:r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志也者，情也。......余之發乎情也，宴酌嘯傲，可以以翱而以翔。然則余於定律和

註一:呂天成〈曲品〉卷上云: r 乃光梅嘗曰: r 寧律協而詞不工，讀之不成旬，而誼之

始叫，是曲之工巧。』事常聞之，曰:r 彼惡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助折天下

人噪。』此可以觀兩賢之志趣矣。......不有光祿，詞刪不新;不有事常，詞體戰抉?

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績，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惰，豈非合之雙奏者乎?J

註二:徐抉明認為王釀德與呂天成是好友，記昌玉繩(昌天成之父)事，當不致有誤，即

呂玉繩常在湯、沈之間起著橋棵作用，他曾把沈璟〈唱曲當知〉寄給湯(見〈玉茗

堂尺蠣〉卷四〈答呂姜山} )又會把沈故本〈還魂記〉寄給湯，而湯卻把沈故本誤

作呂故本， (重刻清暉閣批點牡丹亭原刻﹒凡例〉又把呂故本誤為昌天成故本，一

誤再誤，徐朔方亦曾致函表示相同看法。詳見徐抉明〈牡丹亭研究資料考釋〉頁五

四、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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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慮，雖於古人末之逮焉，而至如書之所稱為言為永者，殆庶幾其近之矣。」

然而湯顯祖果真不懂音律嗎?事實不然。錢謙益〈湯遂昌顯祖傳〉嘗提及「義

仍少熟〈文選} .中攻聲律。」鄒迪光〈臨川湯先生傅〉亦云:r 每譜一曲，令小

史當歌，而自為之和，聲振寥廓。」湯氏詩文集卷十八〈七夕醉答君東二首〉之二

Z之:

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過無人會，自描檀痕教小伶。

如果不語板眼節奏與字正腔圓之道，哪能「自指檀痕教小伶J ?只是當時格律派盛

行，尤其格律謹嚴的崑曲劇本，創作時不僅詞采尚本色、排場劑冷熱外，還要顧及

四聲清濁、曲牌聲情與宮調配搭種種聲律之道，而這些矩嘍，連格律派重臣沈璟本

人都無法信守，甚至多所輸越(註三)。湯顯祖原是天才型的浪漫作家，真有藝術

家與生俱來的不羈性格，對上述諸多作曲格律，他既不耐煩深究，自然不可能凜遵

不渝，何況湯氏心目中一切創作的最高標準是「意趣神色J ·若能適時搭配自然而

然的「麗詞俊音J ·則作品必屬上乘，至於宮調四聲等字格腔格問題，在他看來都

屬末節，毋須斤斤墨守，其〈答孫俟居〉強調「詞之為詞，九調四聲而已哉!J

〈答凌初成〉亦云: r 其中跆蕩淫夷，轉在筆墨之外耳。 J (答呂姜山〉又云:

寄兵中曲論良走。「唱曲當知，作曲不盡當知也。」此語大可軒祟。凡文以意趣神

色為主，四者到時，或有麗詞俊膏可用，爾時能一一顧九宮四聲否?如必按字棋聲，

即有窒;帶進城之苦，恐不能成句矣。

其實湯顯祖也並非全然不顧格律，只是他所嚮往的是渾然天成的自然音律，而非

雕鑽過甚的人為聲律。其(董解元西廂題辭)云: r 余於定律和聲處，雖於古人

未之逮焉，而至如書之所稱為言為永者，殆庶幾其近之矣。 J (答凌初成)亦云:

「偶方奇圓，節數隨異。四六之言，二字而節，五言三，七言四，歌詩者自然而

然。乃至唱曲，三言四言，一字一節，故為緩音，以舒上下旬，使然而自然也。」

這種聲依永、律和聲的自然音律，全憑作家本身對藝術的造詣與穎悟方能探索

(註四) .一般「按字模聲」的格律源能領會多少?無怪乎湯顯祖會有「傷心拍

註三:王贖德〈曲律﹒雜論第三十九下〉提及沈璟「生平於聲韻、宮調，言之甚眩，顧

於己作，要韻、要調，每折而是，良多自想，殆不可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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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隨心入腔，故總不必合調，而終不悟矣。」他認為湯氏作品之所以不合律，主

要是創作時受弋陽腔影響。而近代如葉德均、徐朔方等學者則根據湯氏詩文中多次

提及宜伶之事，遂作出〈牡丹亭〉原為宜黃腔之斷語(註六)

筆者認為要判斷〈牡丹亭〉究竟屬於何種聲腔之前，必先考察它產生的時代背

景。〈牡丹亭〉係湯氏四十九歲棄官歸臨川時之生平力作，攘於萬曆二十六年。明

萬曆年間，我國古典戲曲由金元時代盛行於北方的北曲雜劇與宋元時代流行於南方

的南曲戲文，經過南北曲交化、文人參與撰作的文士化與崑腔風行全國的崑曲化等

三種變化過程，就其體製而言，可分為南雜劇與傳奇兩種。其主要不同在於體製之

長短，雜劇一至十三折，傳奇則有十四至二百四十齣之多。此時的傳奇，兼真南北

曲不同聲惰，且由於文士參與，體製謹嚴，聯套格律較戲文整前完備得多，加上多

以擁有雅部之尊美譽的崑腔敷演傳唱，因而愈發具有典麗格調，就戲曲歷史發展背

景而言，湯顯祖的〈牡丹亭〉正具備上述諸種特色。

〈牡丹亭〉長至五十五齣，湯氏係學費淵厚之文士，其詞采素有「上薄風騷，

下奪屈宋」、「幾令西廂減價」之譽，與南戲之鄙但大相逕庭。其排場關目章明膚

周，能均演員之勞逸，引子、尾聲亦頗費心斟酌，如王曉德〈曲律﹒論引子〉云:

r <還魂﹒二夢〉之引，時有最俏麗而最當行者，以從元人劇中打勘出來故也。」

吳梅〈曲學通論〉亦云: r 尾聲結束一篇之曲，須是愈著精神。......惟湯若士四夢

中尾聲首首皆佳。」此外，南北合套之運用，亦較南戲整前可觀。且〔光光乍〕

〔四邊靜〕、〔吳小四〕等曲牌，皆僅供老旦、外、淨等次要腳色衝場之用，不像

南戲可供生旦等主要腳色演唱，且可置於聯套套曲之中。凡此皆可看出〈牡丹亭〉

之體製結構，遠較南戲整簡而謹嚴。

其次，就聲腔劇種之演唱特色而論， (牡丹亭〉不可能為弋陽腔或宜黃腔而作，

當然這與湯氏本人的鑑賞品味有閥，其〈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一文盛讚戲曲之

風教功用在於「以人情之大費，為名教之至樂」因而對傳海鹽腔有功之譚綸頗為激

賞，文中並將明代流行聲腔作一番簡評:

註六:詳見葉德均〈明代南戲五大腔調及其支流〉一文，收於葉氏〈戲曲小說叢考〉一書。

徐朔方〈牡丹亭和崑腔〉一文，則見於一九九二年十月畫北「湯顯祖與崑曲藝術研

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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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直無意致」。因為海鹽、餘姚、弋陽等腔在當時清唱只是拍手乾唱而已，若搬

演故事，則用鑼、鼓、板等打擊樂器，並無任何管弦樂伴奏(註九)。海鹽腔雖具

清柔特色，但比起添加絲竹伴奏的崑腔，則顯得過於樸素。至於餘姚、弋陽等腔詞

僅調俗，加上滾白滾唱與流水板之使用，常令人有「鏡鼓喧間，唱口囂雜」之感，

與湯顯祖所慕「體局靜好」之格調相去甚遠，因而湯氏之創作〈牡丹亭) ，若就聲

情格調與文士風尚考量，貝IJ其抉擇當為雅正典麗之崑腔。

然而葉德均、徐朔方等學者則斷斷然斷定〈牡丹亭〉創作時之腔調必為宜黃腔。

徐氏主要根據在於湯顯祖詩文集中所言唱演四夢之藝人皆為宜伶而非崑伶'葉氏則

據明﹒鄭仲要〈冷賞〉卷四〈聲歌〉所言: r 宜黃譚大司馬綸'痺，心經濟，兼好聲

歌。凡梨園度曲皆親為教潰，務窮其妙，舊腔一變為新調。至今宜黃子弟咸尸祝譚

公惟謹，若香火云。」逕指譚綸所改良之「新調」為宜黃腔。

事實上，明代並無所謂「宜黃腔」之記載，且鄭氏生當明清之際，距海鹽腔傳

入江西將近百年，鄭氏並未宣稱海鹽已變而為宜黃，其所謂「新調J '當是指譚氏

將海鹽腔加工改良，使它愈變愈精緻細膩，而它的精緻化極有可能如錢南揚所言，

是「向崑山腔看齊J '而不可能轉變成另一種與原來聲情迴異的「宜黃腔J (註十)

。掘清代若耶野老徐冶公〈香草吟〉傳奇第一齣〈綱目〉眉批所載，當時的宜黃腔

是一種「鄉音俗調」的地方戲，採急板滾唱，其文云:

作者惟恐入俗伶喉吻，還墮惡劫，故以「請奏其敝」四字先之。殊不知是編惜墨

如金，曲皆者多字少。若急板滾唱，頃刻立畫。與宜黃諸腔，大不相合。吾知免

夫。

可知〈香草吟}原供崑腔演唱，故音多字少，曲情流麗悠遠，一唱三歎。若改用

宜黃腔，則流水板等滾唱方式，處理起來必定是音少字多，幾支曲子不一會兒工

註九:祝允明〈偎談〉云餘姚、海鹽、弋陽諸腔「若被之管弦，必致失笑。」明﹒林希恩

〈詩文浪談) ( (說郭續〉卷三十三)亦云: r集詩者概以其旬之研麗自以為奇矣。

雖云雙美，其如聲之不相涉入何哉?不謂之海鹽、弋陽之聲而並雜於管弦之間乎? J

註十:見錢氏 u易顯祖劇作的腔調問題〉一文，收於〈漢上直丈存) ，一九八0年，上海

文藝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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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立即唱完，與原作曲情大相逕庭，故作者不願佳曲被俗伶唱壞，乃特意標示

「請奏吳的幻，免墮惡劫，足見清代所見的宜黃腔，與「體局靜好」的海鹽腔聲

情迴異(註十一)。追至近代，江西宜黃縣一地所流行之宜黃腔，則是七言旬與

十言旬形式，音樂體製屬於詩讚系統(或稱腔板系統)，全無海鹽與弋陽之痕跡

(見同註十) ，不知徐朔方(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一文簧語稱明代有「宜黃

腔 J '又稱此宜黃腔「實為江西化，即弋陽化之海鹽腔J '究竟有何根據?

至於湯顯祖詩文中雖多次提及宜伶唱演四夢之事，但吾人不能據此便妄下斷語，

稱宜黃伶所唱必為宜黃腔，因某地人並不一定唱某地腔調，如〈金瓶梅詞話〉云:

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元，問道. r 那兩個是生且?叫甚名字?J 於是走向前說

道: r 小的裝生的，叫茍子孝;那一個裝且的，叫周順...••• 0 J 安進士問: r 你每

是那衷于弟? J 茍子孝道: r 小的都是誰州人。」一一第三十六回

海鹽子弟張美、榜)1慎(按:疑即是周 )1頃，文字偶異)、茍子孝生且，都挑戲箱

到了。一一第七十四回

兩回所載苟子幸、周順等皆為蘇州人，而擅唱海鹽腔，故稱海鹽子弟。冒襄

〈影梅庸憶語〉亦嘗提及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於蘇州觀崑腔名伶陳姬演唱戈陽

腔劇〈紅梅言。。時至今日，或因演員喜好，或緣時代風尚，某地人未必唱某地腔

調之情形亦所在多有，如漸江人未必唱越劇，自明迄今唱崑腔之記載不勝枚舉，上

海演員不唱種劇而唱崑曲、越劇肢名者亦不乏其人，由此可知葉、徐等人主張宜伶

所唱必為宜黃腔之說，誠有待商榷。

值得一提的是，湯顯祖詩文集中對宜伶演唱〈牡丹亭} ，頗有一番期許。〈王

茗堂尺贖〉卷四〈復甘義麓〉云: r 弟之愛宜伶學二夢，道學也。」所謂「二夢」

係指〈牡丹亭〉之〈鷺夢〉、〈尋夢) (註十二) ，湯氏將宜伶學二夢視為崇高之

註±:有關清代宜黃腔流行情形，可參閱清枕月居士〈金陵憶舊集〉與清昭檀〈嘯亭雜錄〉

卷八。

註主:湯顯祖詩文集中提及「二夢 J '除此函之外，男見〈唱二夢〉詩，徐朔方兩處筆語

皆註明二夢係指〈南柯記〉、《郎單B記〉二傳奇。筆者以為〈復甘義麓〉下文云

「因情成夢，因夢成戲 J '而〈牡丹亭記題詞〉有云: r 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

人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 J 湯氏四夢中唯〈牡丹亭〉

寫情與夢之流轉契合最為深切。又〈唱三夢〉一詩宋旬云「一夜紅軍毛四百錢 J '湯

氏劇作中亦唯《牡丹亭〉之〈驚夢〉、〈尋夢〉兩齣相連，能於一夜演完，況此二

夢為〈牡丹亭〉精華所在，故賞錯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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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 J '如是慎重，足見其對二夢之鐘愛與對宜伶之期許。〈玉茗堂尺贖〉卷十

四〈唱二夢〉云:

半學儂歌小梵天，宜伶相伴酒中禪，纏頭不用通明錦，一夜紅起四百錢。

首旬「半學儂歌小梵天J '正道出〈牡丹亭〉腔調之關鍵所在。所謂「儷歌J '乃

指吳地特有輕柔軟甜之「吳儂軟語J '就戲曲聲腔而言，即指崑腔。由於先天語言

所限，宜黃伶人學崑曲總難擠於「字正腔圓」之高妙境界，故顯祖謙稱「半學儂歌」

。至於「小梵天J '原是印度原始佛教四禪天之初禪境界，此色界之初禪若再細分，

可劃為大中小三種:大梵天、梵輔夫與梵眾天，r小梵天」即指梵眾天，此天之天

眾已擺脫欲界之慾海浮沈，故雖因我執而無光，仍可達逍遙自在之清靜境地(註十

三)。顯祖藉此詩詠慎，寫宜伶亦寫自身，雖於崑曲格律未盡語熟，然不書其劇作

中「意趣神色」之展現，如此高妙禪境亦唯知音能解，故次旬云「宜伶相伴酒中禪」

。此意境正如〈答孫俟居〉所言「弟在此自謂知曲意者，筆懶意落，時時有之，正

不妨呦折天下人嗓子。兄違者，能借此乎?何時握兄手，聽海嘲音，如雷破山，書

然而笑也。」那種為追求，心目中至高曲意的執著，以及率性而為、不拘格套的灑脫

與自在，正是湯顯祖所以為藝術家之本色所在。

參、《牡升亭〉格7聿待崑曲要求

由於古代缺乏音像錄製設備，因而欲判斷某劇本創作時採用何種聲腔格律，除

根據作者與時人或後人等論述資料，作上述外圍研究之外，最根本而實際的研究則

在於就〈牡丹亭〉劇本作一番科學性的剖析。

首先，翻開湯著五十五齣〈牡丹亭)，其聯套結構皆符傳奇格律己如上述，且

每齣用曲牌皆為崑曲曲牌，而不雜他種聲腔曲牌(註十四)。然而贓懋循在改竄湯

作之餘，曾苛刻地批評湯氏「生不踏吳門，學未窺音律，艷往哲之聲名，逞汗禮之

註主:有關佛教四禪天之說，可參閱〈阿含經〉、〈俱舍論〉、〈顯揚聖教論〉、〈順

正理論〉等書。

註古:錢南揚考證崑曲常演劇目〈孽海記﹒思凡〉原屬餘姚腔，即根據此齣曲牌如〔香

雪燈〕、〔哭皇天〕、〔風吹荷葉〕等皆為崑曲所無，而〔風吹荷葉〕又用流水

板，凡此皆為餘姚腔之特徵，詳見錢氏〈戲文概論﹒i原委第二〉第四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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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藻'局故鄉之間見，按亡節之弦歌，幾何不峙元人所笑乎?J (見〈玉茗堂傳奇

引) )湯氏雖因地域所限，對吳音聲律未能全然掌握，他本人也謙稱「生非吳越通，

智意短陋 J '然吾人從〈牡丹亭〉全本所用曲牌皆屬崑曲，即可知湯氏對屬於士大

夫高尚品味且擁有雅部之尊的崑曲頗為推崇，且心嚮往之，如果他作的只是僻居一

隅的宜黃土腔，那他何必要求作「吳越通 J '以他的不羈個性，又何必如此謙卑地

稱自己「智意短陋 J ?況且賊氏雖在〈元曲選﹒後序〉中論;王伯玉(道崑)靡，徐

文長( 7胃)鄙，湯義仍疏，把湯顯相與汪、徐兩位崑曲作家相提並論，可見喊氏並

不否認湯作為崑曲，只是批評湯曲較疏於格律而已。再如沈自晉的〈南詞新譜〉係

崑曲曲譜，其〈凡例) r 采新聲」條曾推崇諸曲壇名筆，其中包括湯顯祖，文云:

「新詞家諸名筆(原註:如臨川、雲間、會稽諸家) ，古所未有，真似寶光陸離，

奇彩騰躍，及吾蘇同調，皆表表一時，先生亦讓頭轉(原註:見〈墜釵記) (西江

月〕中，推稱臨川云。)湯臨川的曲作既然能被沈氏新譜收錄，又稱「及吾蘇同調」

'則其所作當為崑曲無疑，若僅為地方俗曲，則崑曲名家沈璟何必自嘆弗如。

其次，明清諸曲家對湯顯祖劇作的不合律雖有頗多非議(註十五) , <牡丹亭〉

亦屢遭標塗改竄， eX本之多，不下五種，然若實際就諸改本與湯氏原作予以比較分

析，則不難發現湯作並非真如論者所說的那麼不堪救藥。〈牡丹亭〉改本fL五，依

次為:呂(玉繩)改本牡丹亭、沈(璟)改本同夢記、廠(懋循)改本牡丹亭、徐

(肅穎)改本丹青記、碩圍(徐日曦) eX本牡丹亭、馮(夢龍) eX本〈風流夢) ,

(其中呂改本係湯氏誤記詳如上述)。沈改本全本巳{失，僅餘兩曲殘存〈南詞新譜〉

中，止己生動字旬而已;賊eX本則剛併場子、調換場次，並eX動曲詞:徐肅穎eX本下

落不明，僅失口就原本刪潤而已:徐日曦eX本改動較大，除刪全齣、併數齣為一齣之

外，還剛曲並移動場決心馬改本eX動要大，除剛全齣、併數齣為一齣、分一齣為數

齣之外，更大刀闊斧改寫湯作(註十六)。綜上所述，諸改本改竄情形可歸納為eX

註主:指摘j易顯祖〈牡丹亭〉韻律乖件者有:明﹒王瞋德〈曲律〉、沈璟〔南商調二郎神

套曲〕、沈德符萬曆〈野禮篇〉、鄭元勳〈花籃賺序評語〉、喊懋循〈元曲選序〉

張琦〈吳騷合編〉、 〈衡曲塵談〉、清﹒黃圍地〈看山閣閒筆〉及近代吳梅〈顧

曲塵談〉、〈曲學通論〉等等。

註主:諸改本情形可參閱徐抉明〈牡丹亭研究資料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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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與改調兩種。而改詞中之刪齣、併齣、分齣與移換場次，原屬排場之變換，與曲

文之合不合律無關，姑不贅及。至於嫌湯作有助噪之病而加以改竄曲詞者，以沈璟

與贓懋循為最，然其曲文儘管合律，其詞采皆不如湯氏遠甚，致有斷鶴續亮、點金

成鐵之譏(註十七)。慨然湯顯祖天才般的詞采令人難以望其項背，貿然改竄，徒

遭「頭等笨伯」之言自(註十八)，因而能真正針對湯曲不合律處予以修潤，達到

「文律俱美」者，唯有「改調」一途而已。

所謂改調，即改調就辭，不改原作一字，而能使曲辭完全合調。此法創始於明

末鈕少雅，鈕氏將〈牡丹亭) r 逐旬勘核九宮，其有不合，改作集曲，使通本皆被

管弦，而原文仍不易一字。J (註十九)鈕氏〈格正牡丹亭〉凡二卷，全書四百餘

曲，經訂正的五十餘曲，不過僅占八分之一而已(見同註十)，可見湯顯祖真正不

合律處並不多。清初毛先舒〈詩辯抵﹒詞曲〉更指出:

曲至臨 )1) ，臨川曲至〈牡丹亭〉驚奇J.l壯，幽蛇淡泡，古法新製，機持遞見，謂

之 j壘成，謂之詣極。音節失譜，百之一二;而風調流逸，讀之甘口，稍加轉換，

便已夾熬。雪中芭蕉，政自不容割織耳。「不甘抑折天下人嗓子J '直~抑威作

過矯語。

他認為湯顯祖失律之處，若與其才情與詞采相較，不過是「百之一二」的過失而已。

由於世人愛臨川之才，不願湯作再遭竄改之厄，故有鈕氏改調之法。清乾隆間度曲

名家葉堂有感於 r <牡丹亭〉雖有鈕譜，未云完善J '於是精益求精地將湯氏四夢

不合律處，以「集曲」方式處理，其〈四夢全譜﹒凡例〉云:

南曲之有犯調，其異同得失最難剖析，而臨]J1四夢~尤甚。講中遇犯，調諸曲，

雖已細注革曲祟句，然如〔雙梧鬥五更〕、〔三節鮑老〕等名，余所創始，未免穿

註幸:沈璟詞采不如臨川，王瞋德〈曲律〉早有妙喻:r (還魂> r 二夢」如新出小旦，

妖冶風流，令人魂銷腸斷，第未免有誤字錯步。......吳江諸傳如老教師登場，板眼

場步略無破綻，然不能使人喝采。」喊懋循改本，明朱墨刊本〈牡丹亭﹒凡例〉與

張詩齡〈關朧輿中偶憶篇〉皆醬其「斷鶴續兜 J '茅元儀嘗面質喊氏「事怪而詞平，

詞怪而音節平，於作者之意，漫械殆盡。 J (見〈批點牡丹亭記序> ) ，吳梅〈顧

曲塵談〉對喊氏之亦有「點金成鐵」之評。

註大:錢南揚〈湯顯祖劇作的腔調問題〉一文嘗云: r那些改竄湯辭的人，真是頭等笨伯。

」

註主:見吳梅〈中國戲曲概論〉卷中頁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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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第欲求合臨川之曲，不能謹守宮譜集曲之舊名，識者亮之。

由於湯曲存在著字旬或多或少的毛病，因而葉堂只好苦心孤詣地用音樂去還就，

以改譜就詞的方式，將正曲改為集曲(註二十)。所謂「集曲J '是南曲中一種曲

調變化的方法，即用兩支以上的曲牌，各選取若干樂旬，重新組合，使它成為一支

新曲牌。葉堂所舉商調〔雙梧鬥五更〕曲牌係出於〈牡丹亭〉第二十八齣「幽嬌」。

茲以第八齣「勸農」為例，其最末一支曲牌〔清江51 )末旬當有九字，然而湯氏卻

只作七字「你德政碑隨路打J '於旬法不合，於是葉堂將它改成集曲〔清南枝〕

〔清南技) (~.青江引首至四)黃堂春游韻瀟j麗，身騎五花鳥。村務裡有光華，花;西

藏風雅。(鎖南枝末二句)你德政碑，隨路打。

新曲牌〔清南枝〕即是前四旬保留〔清江哥I )原曲前四旬，末旬則用〔鎖南枝〕

之末二旬。運用如此巧妙的音樂處理方式，使得湯作「辭調兩到，文律雙美J '葉

堂的苦心，由〈四夢全譜﹒凡例〉可知:

至其字之平仄聾牙，句之長短抑體，不勝枚舉。特以文詞精妙，不敢妄易，輒

宛轉就之。才知者者即以為臨川之頓也可，以為臨J1l之格也可。

如是知音，顯祖有知，焉能不深深感動!無怪乎王文治為〈四夢全譜〉作序時，

對湯、葉兩位文學與音樂的傑出結合↑斤慕不已，其文云:r 玉茗四夢，不獨詞家之

極則，抑亦文律之總時。及被之管弦，又別有一種幽深艷異之致，為古今諸曲所不

能到。俗工之依譜諧聲，何能傳其旨趣於萬一?......且玉茗興到疾書，於宮譜復多

隕越。憤庭乃苦心孤詣，以意逆志，順文律之曲折，作曲律之抑揚，頓挫綿避，盡

玉茗之能事。」由王氏的評價，更可肯定湯顯祖所作為崑曲，若湯作非崑曲，則崑

腔格律專家鈕少雅( (九宮正始〉作者)、葉堂二人如何能以崑腔之律去格正、去

打譜?因為音樂體製不間，無論如何是無法勉強湊拍的!

然而凌濛初認定湯顯祖〈牡丹亭〉是弋陽腔，乃執著一個原因，即湯作「堪調

不諧，用韻龐雜，而又忽用鄉音，如子與宰協之類，則乃拘於方土。」事實上，湯

註三長:王季烈〈擴廬曲談〉云: r玉茗四夢，其所揖之曲，每不依正格。多一字，少一字，

多一旬，少一旬，隨處皆是。葉懷庭製四夢譜，為遷就原文計，將不合格之詞旬，

就他曲牌選相當之旬以標之，而正曲改為集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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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作品中歌戈與家麻、支思與皆來種種通押現象，原是明人傳奇用韻的普遍現象

(註二十一) ，與江西土腔無閥，故不能據此斷定〈牡丹亭〉為弋陽腔。至於說湯

氏「忽用鄉音，如子與宰協之類。」其實這是一個劇作家難免有的疏忽，因為顯祖

不生於吳中，在創作崑腔劇本時，自然會不知不覺地雜有自己的鄉音，女日袁宏道評

〈玉茗堂傳奇〉所云: r 詞家最忌弋陽諸本，俗所謂過江曲子是也。〈紫釵〉雖有

文采，其骨格卻染過江曲子風味，此臨川不生吳中之故耳。」而范文若的《夢花自甘

傳奇﹒序〉也提到: r 且臨川多宜黃土音，腔、板絕不分辨，襯字、襯旬湊插乖件，

未免助折人嗓子。」袁氏稱湯作雜過江曲子風味，范氏說臨川多宜黃土音，可見他

們心底還是認定湯作是崑曲，只是覺得臨川的單曲不夠純，雜有方音。如果湯顯祖

所作的是地方土腔如弋陽、宜黃之類，則自無助噪之弊，而袁氏亦毋須感嘆湯氏不

生於吳中了。

車吉 試
刊

湯顯祖以要然千古的才情創作不朽創作〈牡丹亭)，世人徒艷羨其「讀姿研骨，

研巧斬新」之一源自然靈氣，殊不知其創作過程亦慘j唐經營，查繼佐〈湯顯祖傳〉

云: r 其遣恩入神，往往破古。相傳譜四劇時，坐輿中謂害。得一奇旬，輒下輿索

市塵禿筆，書片槽，粘輿頂。蓋數步一書，不自知其勞也。」由於創作歷程如是艱

辛，本身個性又是「志意激昂，風骨過緊，扼腕希風，視天下事數著可了。J (見

錢謙益〈湯遂昌顯祖傳))因而目睹嘔心瀝血之著作遭人標塗改竄，而改本雖勉強

合律可供「俗唱J '但曲詞俗鄙，了無意致，於「意趣神色」之境渺不可逮，無怪

乎臨川慣激之餘，會說出「不妨拘折天下人嗓子」的驚人之語。明清不少曲家遂據

此抨擊湯氏不合律，近代學者更因湯氏之失宮件調，妄議湯曲本為弋陽或宜黃諸腔

而作。其實，清代考據大家焦循早就看出湯氏拘噪說的一點真意，其〈歲星記序〉

註云:張敬〈明清傳奇導論〉三編第一章〈明代傳奇用韻的研究)，曾以中原音韻檢核

六十種曲，發現「十九韻部中，除了東鍾、江陽、蕭豪三部沒有和其他韻部發生

糾葛的表現之外，其餘十六部......相E間的鉤籐權纜，不一而足，令人耳迷心亂。

」又周維培〈試論明清傳奇的用韻〉一文指出明清傳奇之用韻可分戲文派與中原

音韻派兩種，戲文派受南戲影響，用韻較寬，李開先、梁辰魚、張鳳翼、湯顯祖

等人屬之，詳見《中華戲曲〉第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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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曲者，每短〈琵琶記〉不諧於律，惜未經高氏親技之耳。湯若士云:r 不甘天

下人抑折嗓子。」此譯語也。豈真抑折嗓子耶?

湯顯祖既通音律，能「自指檀痕教小伶J '怎會故意寫出令人呦噪的曲作?其

劇作之所以格律件誤，原因在於當時傳奇聲腔之主流為崑曲，而顯祖非吳地人士，

對崑曲格律未盡詰熟，故於字法、四聲、用韻諸方面略有出入，而這一點，湯氏本

人也有自覺，才會有「不信生非吳越通，智意短陋」、「半學儂歌小梵天」等謙語。

實際上，就整個戲曲創作的內涵層次而言，湯氏所犯的毛病都僅是末節而巴，若能

遇上優秀的音樂家，這些毛病都是容易補救的，正如李輔平〈藤花亭曲話﹒序〉所

一
一
百
于觀荊、劉、拜、殺暨玉茗請大家，皆未嘗斤斤求合於律。俗工按之，去台分出襯

字，以$，不可歌。其實，得國工發聲，愈增韻折也。故曲無定，以人聲之抑揚抗

墜以$，定。

吾人若平心靜氣檢視〈牡丹亭〉諸改本，將不難發現無論改詞源或改調諜，對

湯氏原作均改動不多。而具有國工水準的葉堂巧妙地運用集曲方式，不但保留臨川

天才般的詞采，要使湯氏原著首首合調，誠曲壇之一大功臣。

湯作之所以失律，除湯氏生非吳地之外，還有一項重要因素，即是湯氏本人秉

持內容重於形式之創作理念，清﹒胡介扯〈格正牡丹亭題辭〉所論頗為中肯:r 蓋

先生以如海才，拈生花筆，興之所發，任意之所之，有浩瀚千里之勢。未嘗不知有

鞍於格調之外者，第情其詞而不之顧也。」戲曲畢竟是屬於舞畫實踐的綜合藝術，

對於不世出的戲曲夫才，其偶然的失律現象，若無優秀的音樂家予以彌縫王成，無

輝是劇壇之莫大損失。若再遭俗筆竄改，作者有知，將是何等憾恨!由湯顯祖、鈕

少雅與葉堂這番肢功的實踐過程，不禁令人體悟崑曲這門典雅糟緻的戲曲事術，的

確如吳梅所言，須文士作詞、國工製譜與伶人度聲，三者密切配合，方得以極其妙。

而研究戲曲之學者，若能就文學、音樂、聲韻學等多方面探討，則所得結論當較為

允而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