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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戏曲中产生的音乐成语（四十七）

南腔北调

    南腔北调（也作“北调南腔”），原指
戏曲以及说唱音乐中南北地域音乐风格的差
异，现除保持原意外，还多用来形容说话口
音的多样，形容“乡音无改鬓毛衰” (贺知
章)贺知章的各地方言。十里不同风，百里
不同俗，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
多，风俗各异，北调南腔，文化多元。
    语出清代赵翼（1727～1814）《檐曝杂
记》卷一：“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备四方之
乐。”赵翼是清中叶著名文史学家，著述颇
丰，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
瓯北诗钞》、《瓯北诗话》、《瓯北文集》
等存世。《檐曝杂记》为赵翼一生零散杂记
文字的汇辑。内容多为作者历官京城和粤、
桂、滇、黔等地的见闻，其中涉及大量乡俗
民情、奇闻趣事以及宫廷秘事、中外交流、
科举考试、宦海风云等多方面内容。
    1644年满族人入关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
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随着战争创伤逐步抚
平，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一定发展，至康
熙乾隆时期，中国已形成了一个民族众多、
疆域辽阔的国家，故有“康乾盛世”之称。
清之初，宫廷音乐机构沿用明制，后改“神
乐观”和“教坊司”为“神乐署”和“和声
署”，并专门设立“南府”承应戏曲，“南
府”后改称“升平署”。清代戏曲音乐突出
表现为弋阳腔、梆子腔、皮黄腔的发展，昆
曲衰落，乾隆时期的四大徽班进京（1790）
，奠定了京剧的基础。同时，民间的歌舞小
戏也蓬勃发展，如《花鼓》、《小放牛》、
《二人抬》、《二人转》等。说唱音乐如北
方的大鼓书、南方的弹词等，器乐合奏形式
如北方的鼓吹、鼓乐、弦索，南方的十番
鼓、十番锣鼓等，以及琵琶艺术都得到进一
步完善与发展。少数民族的歌舞音乐发展也
比较突出，如新疆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
姆》、藏族的“囊玛”、瑶族的“长鼓舞”
、苗族的“芦笙舞”、纳西族的“白沙细
乐”等等。现如今，这之中的许许多多音乐
类型均已成为地方、省市、国家乃至世界级
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极大的重视和
保护。清朝工尺谱普遍流行，大量曲谱集得
以刊印，如《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1746

年）、《华秋苹琵琶谱》（1818年）、《
纳书楹曲谱》（1792年）、《弦索备考》
（1806年）等均刊印成书。
    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语言恐怕是包含
有最丰富的“音乐性”语言之一了，因为仅
靠字调的高低就已经完全区分出了许多不同
的意思来。以汉语普通话为例，如：妈、
麻、马、骂，四个声调区分四种含义，将它
们放到特定的语言环境之中，没有人会把意
思理解错误。在汉语字典中，如果把不同的
声调和同音字忽略不计的话，那么，字典中
仅剩409个字音了。加上四声，约1600个字
音。也就是说，中国的汉语普通话（当然这
还不包括方言）只要发出大约409种声音，
再加上四种声调就足可以组织起丰富的语言
了。为什么中国汉语语言里的同音字如此之
多呢？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语言中强烈的
音乐性（旋律性）特征是造成汉语语言特征
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如何来把握语言与
音乐的结合之中的分寸呢？中国著名音乐史
学家杨荫浏先生（1899～1984）在其《语言
与音乐》一书中曾经写到：“因为我国汉族
语言文字中的平仄、四声，它们本身就已经
包含着音乐上的旋律因素。每一个字各有高
低升降的倾向；连接若干字构成歌句之时，
前后单字互相制约，又蕴蓄着对乐句进行的
一种大致上的要求……问题不是在绝对服从
字调或绝对离开字调，不是在音乐上的绝对
被动或绝对自由，而是在如何能使字调的要
求和音乐的独创性——两种好象互相矛盾的
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不是必须如此？应
该说，必须如此”。请读者们注意，这里如
果再加上中国“南腔北调”各个地区不同的
方言特点（中国汉语分为七大方言区：官话
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
言、粤方言、闽方言，以及各个小的分支方
言），完全可以想见中国各地“南腔北调”
的音乐风格将会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啊！
   《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的成书是在清
乾隆年间，属戏曲曲谱集，共82卷，南北曲
曲牌2094个，含有4466首南北曲调，保存了
大量中国古代的珍贵曲谱。南方和北方的不
同音乐风格的作品集中在一部曲集之中，亦
可谓“南腔北调”之集大成者也。但是对于
民族音乐文化遗产进行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绝对要数上世纪八十年
代在全国各省市普遍开展的集成工作：《中

           

    
    情人節將至，想到多年前曾在情人節寫
的一篇短文，讀來竟還有一份新的感受，故
願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我以前一直觉得，婚姻中有太多的“荒
谬”。

 一 
   那年头我们结婚不兴拍照、戴戒指。当
时我能叫一辆“红旗”牌小轿车去接新娘，
算是很不错的了。但多少年之后，我发现太
太梅影开始羡慕起别人拍的婚纱照，也越来
越爱看婚礼中新郎将婚戒戴在新娘无名指上
的那一幕。所以“银婚”也意味着，我欠了
梅影足足25年的“债”，已到了该还的时候
了。 
   有老牧师提议，在教会举行一个“派对”
，让我们分享一路走来的婚姻经历。梅影说
这太张扬，我心里倒十分平安。一来可以藉
此为大家做点什么好吃的，热闹热闹；二来
也作为我们在庆祝银婚时，对上帝的感恩；
再有一个窃喜，是可以当众还债，将早已预
备好的钻石戒指，当着大家的面戴到她的手
指上。 
   另外，我还有一个“奢望”，就是盼望梅
影也能当众给我一个亲吻。不只是“回报”
，乃是要帮她突破“心理障碍”──我怕她
这一辈子就是到了金婚，还会嫌我的嘴亲吻
过别的女孩。我常笑说，连耶稣都赦免我
了，你怎么还都不赦免？

二
   1992年感恩节，我带着十岁的儿子，来到
美国，与分别七个月的妻子相聚。在机场，
梅影见到我们，非但没有什么亲热的表示，
反倒一把拉过尚不懂事的儿子悄悄问：“妈
妈不在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阿姨来过？”
我就在他们的身后，听到却无言以对，因为
即使回答，也是无力的。
   那时我们的婚姻正面对着极大的试探和
困惑。一是冷漠，维系家庭的已不是什么崇
高的爱情，而是最后一点可怜的责任；二是
没有安全感。我对太太的告白是：“你若对
我好，我也对你好；你若对我不好，那我
也……”
   那时在我的亲朋好友中，许多人因“七
年之痒”（疲倦，无奈，不满，逃避，想寻
求某些突破），而婚姻触礁的几近半数。有
要好的朋友说，他几个戏剧创作系的同学，
结婚没几年，几乎都有了外遇。那时他刚结
婚，心中难免有一分的惊恐：外遇是不是婚
姻中，一个合乎情理的补偿？
   海外的情况，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在加州
我们的两位朋友，国内就是同学，在美国太
太們又在一起工作。但戏剧性的发展是，其
中的一个太太，爱上了对方的丈夫。结果两

个家都散了，远走高飞。那年梅影所在的这
所学校，算算有14对从中国某省医学院出来
进修的夫妻，没两年就有八对散伙了。
    不敢奢望白头到老了。既然亲朋好友的
婚姻都不怎么样，我们会有更好的结局吗？

 三
    我以前一直觉得，婚姻中有太多的“荒
谬”。一是“偶然”──连人的生命都那么
偶然，更不用说婚姻了；二是“荒谬”──
一纸婚约，却把两个陌生人拴在了一个屋檐
下；三是“滑稽”──婚姻犹如围城，外面
的想进去，里面的想出来。
    我感觉不到婚姻有什么神圣感。有时我
会想，为什么婚姻在亲情关系中最为脆弱？
答案是，因为其中没有“血缘”。我想这话
是真的，因为妈不可挑，但太太可以再选。
    直到我信了上帝，在圣经中看到人类第
一首婚姻的赞歌，就是亚当在上帝面前，开
声称呼太太夏娃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原来在上帝的眼里，婚姻关系就是“骨肉
关系”，“骨肉”当然胜于“血缘”！耶稣
讲得更直接，夫妻是神“配合”的，是“一
体”的，人不能分开。这样看来，婚姻之所
以“神圣”，不是因为人的海誓山盟，乃是
因为神圣的上帝对婚姻的重视和祝福。
    有一天我问孩子：“妈妈是谁？”孩子
不明白我这老爸在说些什么。我郑重地告诉
孩子：“妈妈是爸爸在茫茫的人海中，找寻
回来的一根肋骨。”
    我对“婚姻”的重新解读，竟然让我的
孩子蒙受到极大的祝福。两年前他结婚了，
而且在那年的“情人节”，他来信说：“感
谢你们彼此相爱，让我知道如何去爱我的妻
子。”

 四
    我曾拜读弗洛伊德，他说女人天生有“
受虐”的倾向，不能太过尊重，视太太为皇
后，那是“倒错”的。记得就是从那以后，
我对太太梅影就少了一分怜惜，表现更为强
悍，“你走，我不会拦你”。
    那时我又深受一些人类行为学家的着作
影响，接受人只是“裸猿”（无毛、裸露的
猿猴）的说法。于是我看男女间的“动物”
性，常常甚于其它。我开始把夫妻间的关系
视为一场角力，一心只想最后征服对方。“
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太太就把我与法西
斯看齐。
    信了上帝之后，我知道了，人是按神荣
耀的形象造的。神从来没把人看为动物。是
人说自己出自猿猴。人既与猿猴同宗同源，
那婚姻中除了性、占有和繁衍外，还会有什
么神圣可言？
    那年在《海外校园》编缉部，我碰上了
国内来的几位婚姻法考察小组成员，包括
了民政部和妇联的官员。谈笑间我对他们
说：“今天即使把一部《婚姻法》写得滴水
不漏，你们的儿子、孙子照样可能吵着闹离
婚。那时，你们可以对他们说，信耶稣才管

用……”
    日前看到新闻报导，根据全国妇联的调
查统计，在去年中国离婚案例中，80年代出
生的竟占了一半。那就是说，如今离婚的，
多是20来岁、结婚不久的。我想过去还有所
谓“七年之痒”，现在已快到七月或七天之
痒了。

 五
    婚姻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当然不是一个
男人再加一个女人就够了，当然还得要加
上“爱情”。早有人说过，“没有爱情的婚
姻是不道德的”。所以，爱情是婚姻的基
础，一直被当作真理。
    我觉得，“爱情说”不完全，也不真
实。“爱情至上”，听听是好，但“爱情”
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是相貌、脾性、喜好、
金钱、才能、权利？……如果承认婚姻中的
爱情，正是诸多的因素决定的，那么，这些
因素其实都是相对的，游离的，不确定的。
所以，建立在所谓爱情之上的婚姻，才会如
此的脆弱。
    婚姻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我看婚姻的基
础，除了一男一女，除了夫妻间的爱情，还
得要加上“上帝的恩典”。

 六
    我和梅影信而受洗，在我们的婚姻中引
进了一个新的关系──耶稣在我和梅影之
间，形成一个“三角”。谁都知道三角具有
稳定性，耶稣就在我们头上，我们说不上爱
耶稣，但只要还敬畏耶稣，我们的婚姻就有
安全和盼望。我们每晚一起祷告，也不常吵
架，学习“含怒不到日落”。
    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体认圣经中的真
理，“共用骨肉之情，同承生命之恩”（参
《创世记》2：23；《彼得前书》3：7）。这
不仅是我们对自己婚姻的期许，也成为我们
祝福别人婚姻时常用的话。
    我和梅影开始重谈“恋爱”，每晚手牵
手，尽情享受加州的月光。牵着、牵着，上
帝让我们“计划外”生育，梅影就在近半百
的年纪，怀上了小儿“天雨”──我起这名
字，取意为“恩雨沛降”。
    同样奇妙的是，梅影竟然“枯木逢春”
，头发变得乌黑，皮肤出现光泽，奶水多得
小孩吃不完。如今天雨已八岁了，和哥哥整
整差了15岁半。有时想想，上帝真是给我们
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或者说给了我们一个
莫大的祝福，在我们早已老迈的肉体上，留
下一个恩典的印记。

 七
    圣经竟然说人类婚姻中丈夫和妻子的关
系，是耶稣和教会关系的翻版（《以弗所
书》5：31-32），这隐含了上帝对他所设计
的人类婚姻多少的爱怜和期望！作丈夫的当
然要爱妻子，如同圣经说的，能为她“舍
命”。这不是指能在冲动之下为妻子死，而
是甘愿天天舍己。上帝对我们男人说：太太

是“软弱的器皿”，你要敬重她，这样你的
祷告才蒙我垂听。
    记得那次是在一个“夫妻恩爱营”，每
个与会者，都得给自己的配偶写一封“情
书”，不管你老夫老妻，老到掉牙。我在情
书里对梅影说，“若还有下辈子，我仍要娶
你为妻子”。
    那时梅影还怀着天雨，挺着大肚子，听
得够肉麻的。我是“爱里没有恐惧”，不怕
她说“我才不嫁你呢”。当年我是学了点烹
调手艺才闯荡美国的，这些年我对烹调愈来
愈有心得，在家自然是“买汰烧”全包。梅
影的大姐来美国小住，说我太宠她了，我说
我是把她当半个女儿在养。这，也算我爱她
的一种表达方式吧。
    圣经要丈夫为妻子舍命的同时，也要妻
子“顺服”丈夫。我看梅影她这一点做得还
不算难。这些年我俩都奉献传道，她对我
说“要苦，苦在一起”，所以现在整天与我
在一起也不敢说“腻”。
    我常听到她在人前重复我讲的话，以自
己的老公为荣。我站讲台时，看她的眼睛总
是睁得大大的，哪怕讲道的内容她早已熟
悉。“爱心午餐”或“爱心晚餐”时，我俩
服事的绝活，是我的炒菜和她的点心。我是
厨师出身的牧师，会做菜是当然的，但现在
也有人在抬举她，说她可以开一家“梅夫人
点心店”。
    那天的聚会，我终于把那一枚钻石戒指
戴到了梅影的手指上，梅影也趁势给了我一
个亲吻。当我道出了个中秘密时，大家真是
乐开了怀。我们银婚的派对在老牧师的祝福
中结束，我想我的债快还清了──除了还要
拍一套“老夫老妻”的银婚照。 

    原载于《海外校園》雜誌，作者來自上
海，現為印城華人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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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间音乐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乐曲集成》、《中
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琴曲集成》
、《中国民间歌舞音乐集成》，六大集成蔚为大观！绝对是“南
腔北调”、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音乐风貌的整体展示！
    “南腔北调”曾作为央视的戏曲曲艺栏目的标题，也曾作为
一些曲集、文集的书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