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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是我国戏曲
史上最影响力的剧
种之一。早期称“昆
山腔”，清代以后
多称“昆曲”，现在
也常称作“昆剧”
。2001年5月18号，
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总干事

长松浦晃一郎宣布昆曲入选第一批代表作名
单，中国的昆曲艺术在所评审的十九个项目里
是全票通过。 
昆曲产生于明代，最初是元代末年南戏流

传于昆山（今江苏昆山、太仓一带）地区，
与当地的音乐和语言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戏曲腔
调。昆山市的千灯镇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
史，这里曾经走出过两位姓顾的名人，一位是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
韵学家顾炎武（1613-1682），另一位是特善
唱南曲的昆山音乐家顾坚（约1368年前后）
，以至于在明朝初年的时候，称这种具有新特
点的南曲为“昆山腔”，顾坚则被誉为昆曲的
鼻祖。不过真正确立昆山腔在我国戏曲史上突
出地位的人是在明代嘉靖、隆庆年间（1522-
1572）的著名戏曲音乐家魏良辅。
魏良辅，号尚泉，原籍江西豫章（今江西

南昌），寓居太仓，，他熟谙南北曲，并下

大力气对南曲进行改造，“足迹不下楼者数十
年”（明代文史学家余怀著《寄畅园闻歌记》
）。在他的周围有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人才，
如北曲名手、素工弦索的张野塘（后为魏良辅
的女婿）、洞箫名手张梅谷、著名笛师谢林
泉、弟子张小泉、季敬坡等，并经常征求老曲
家过云适的意见，终于将原来“步直无意致”
的昆山腔改造成为“细腻水磨、一字数转、清
柔婉折、圆润流畅”的腔调，人称“水磨腔”
（用水、锉槽慢慢打磨木器，使之非常的光滑
细腻来比喻）。
在创新过程中吸取了诸如海盐腔、弋阳腔

的优点，在音乐结构上则吸取了北曲严谨的特
点，同时又保留了南曲灵活多变的音乐特点，
宫调、板眼、语言声调、字调结合等都非常讲
究，使曲牌联套这一源于北杂剧和南戏的音乐
表现形式瑧于完善。他们还组建了一支集南北
之所长、规模完备的乐队来伴奏，这个乐队以
笛为主，有箫、管、笙、三琵琶、月琴和鼓、
板、锣等，所有这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得昆
山腔的面貌换然一新，艺术表现力大大提高。
曾向魏良辅学唱昆山腔的传奇作家，昆山

人梁辰鱼（约1521-1594）专门为此创作了具
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传奇《浣纱记》，该剧取材
于《吴越春秋》中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故事，歌
颂了他们的爱国精神。
《浣纱记》是采用新昆山腔的第一个剧
本，一经上演就大获成功“盛行于时”
，“梨园弟子喜歌之”，正如当时的文学
巨匠钱谦益（1582-1664）所言：“时
称昆山腔者，皆祖魏良辅”。《浣纱记》
的成功使昆山腔迅速传至于大江南北，不
但跃居“四大声腔”之首，而且渐渐发
展成为全国性的剧种，被称为“官腔”。
昆曲的水磨调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歌曲，那
些早已逝去的唐宋风情，那种久违的“对
酒当歌、人生几何” 的感悟，终于被明
代的士大夫在这一唱三叹的水磨调之中重
新找到。魏良辅作为“曲圣”的地位也逐
渐为世人所公认，昆山腔逐渐成为上流社
会的“南曲正音”。明代王骥德《曲律》
载文：“万历末年尽效南音，而北曲几
废。”南音指的就是昆山腔。
我国明代伟大的文学家、戏剧家汤显

祖（江西临川人，1550-1616），以他的
《临川四梦》而闻名天下，《临川四梦》
就是《紫钗记》、《还魂记》（即《牡丹
亭》）、《南柯记》、《邯郸记》四部传
奇。汤显祖的传奇创作突出思想性、艺术
性。《牡丹亭》（1598）是汤显祖的代
表作品，该剧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描写
了杜丽娘与柳梦梅追求婚姻自由的爱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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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鞭挞了封建礼教的腐朽与虚伪。《牡丹
亭》寄托了汤显祖的全部理想——追求人生的
自由理想，而杜丽娘这一形象更是汤显祖的自
喻：“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在全本戏中，这两句曲文反复咏叹，柳梦梅与
杜丽娘的爱情面对礼教的压迫，经历了人性的
苏醒、窒息、湮灭，而到重生。《牡丹亭●游
园惊梦》一折中被认为是昆曲遗产中最为著名
的一折。
与汤显祖同时代的还有江苏吴江人沈璟

（1553-1610）为代表的、主张格律的吴江
派。清代昆曲艺术的杰出人物则属钱塘（今杭
州）人洪昇（1645-1704）和曲阜人孔尚任
（1648-1718），有“南洪北孔”之称。洪昇
的代表作品是“盖经十余年，三易稿而始成”
的《长生殿》（1689），描写的是唐玄宗李隆
基的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孔尚任的代表作
品为《桃花扇》（1699），在南明弘光朝覆
亡的背景下，写了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
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这两部作品，既是昆曲舞
台上的霸主，也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明珠。
自魏良辅为首的戏曲音乐家们对昆山腔进行改
革之后的第一部传奇《浣纱记》上演到清代的
《长生殿》、《桃花扇》，其间j近200年的
历史是昆曲最为繁荣和发展的时期，传奇作家
辈出，同时还产生了一大批专业的戏班的技艺
高超的名演员，昆曲发展到折子戏阶段，中国
传统戏曲的表演技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昆曲艺人功不可没，如昆曲行当上已有了更加
严格、细致的区分，艺人们可以更恰如其分地
贴近剧中人物的性格。这一时期，昆曲在生、
旦、净、末、丑五个总家门下，又细分出了二
十路细家门（所谓家门，就是针对演员所扮角
色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进行的类型划
分），给昆曲艺人的表演带来了更大的提升空
间。昆曲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对后来全国范围
内绝大多数声腔剧种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
对京剧艺术中各种角色的不同唱法，影响就非
常大，梅兰芳、程砚秋等一代京剧艺术大师，
也同样都是演唱昆曲的艺术大家。
清朝中叶以后，昆曲渐渐由盛而衰，影响

其衰落的重要因素有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
影响了优秀剧目的出台；封建士大夫们的传奇
作品脱离群众生活；音乐过分缠绵悱恻，唱词
文雅而难懂，使得昆曲的情调适应不了社会的
发展变化等等。至光绪年间（1875-1908）昆
曲已一蹶不振。
1917年后，昆曲又略有起色，在北京形

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北派昆腔，今称“北方昆
曲”。1921年苏州创办了昆剧传习所，共招收
学员40余人（培养了昆曲“传”字辈的一代继
承人，该社于1941年底解散）。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浙江江苏
昆剧团演出的《十五贯》（据清初同名传奇改
编）获得成功，赋予长期衰微的这一古老剧种
以新的生命力。
目前昆曲剧目中保留了约400多出折子

戏，而且其中还保存了许多元代的杂剧作品。
《琵琶记》、《荆钗记》、《拜月亭》、《牡
丹亭》、《长生殿》等有全本或近乎全本的工
尺谱，是我国古代戏曲艺术的宝贵遗产，不少

作品现在仍在演出：2004年冬天，苏州昆剧院
排演新版全本《长生殿》进京公演；2006年由
著名作家白先勇主持制作、两岸三地艺术家携
手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 走进北京大学，后
又在美国西海岸连演12场，场场暴满；同年，
苏州昆剧院在北京的保利剧院又推出了一台名
为《1699●桃花扇》的昆曲大作(因为1699年
正是《桃花扇》问世的年代)，登台的演员平均
年龄只有18岁，古老的、美轮美奂的昆曲艺术
再度焕发出了青春。
历史上重要的昆曲曲谱集保存至今的有

《遏云阁曲谱》（1870）、《集成曲谱》
（1925）、《粟庐曲谱》（1953）等。如
今，仅昆曲的故乡苏州已经拥有了苏州昆剧
院、苏州昆剧传习所、昆曲遗产保护研究中
心、昆曲博物馆、苏州昆曲学校等一批昆曲的
传承与保护机构，2006年苏州市还出台了地
方性法规《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诚如八集
电视纪录片《昆曲六百年》（2007）的片尾
所言：“六百年前，昆山人顾坚改进和完善了
南曲声腔，绘就昆曲传奇的最初一笔。四百年
前，汤显祖完成不朽的传奇《牡丹亭》，昆曲
由此进入鼎盛时期。三百年前，两部传奇巨作
《长生殿》和《桃花扇》先后唱响大江南北，
昆曲在康乾盛世奠定了无可动摇的国剧地位。
二百年前，在一代代昆曲艺人的努力下，昆曲
折子戏已日臻完善，为刚刚萌芽的各地方剧种
提供了最宝贵的经验和借鉴，近代中国戏曲蓬
勃发展的大幕就此缓缓拉开。八十多年前，四
十多个少年走进苏州昆曲传习所的大门。在昆
曲最为衰弱的时候，他们用尽毕生心力守护着
昆曲的一脉香火。五十年前，周传瑛等传字辈
艺人演出新编《十五贯》，造就了新中国文艺
史上‘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佳话。
今天，古老的昆曲焕发了青春，迎接着下

一个百年。在这方狭小而又广阔的舞台上，六
百年的昆曲演绎着属于全人类的永恒经典。台
下，是一个民族的唱和”。《牡丹亭●游园惊梦●皂罗袍》谱例

带我走进印第安纳
Take Me There：Indiana 

   纳什维尔和布朗县州立公园
·Nashville and Brown County State Park  

图/文 赵乔   

纳什维尔（Nashville）是个有趣的小镇，十分
适合在前往 布朗县州立公园（Brown County State 
Park）时拜访，小镇只有一个不大的商业街。一到周
末停车位就变得十分紧俏，第一次拜访纳什维尔时，
整条商业街满满的都是人，每一家餐馆都排着长队，
要等一个多小时才有位置，这难免让人震惊，我意识
到我真的是在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小镇游览，不像大
城市有着大量的餐馆和座位。

小镇上的店铺不多，但都很有趣，有的餐馆和店
铺开在一起，进门之后才发现除了进餐还可以逛逛小
店。而有的店打着让人哭笑不得的广告，比如枪店的
窗子上涂着“男人的玩具”这样的标语，乍一看还以
为是玩具店。街上还有一个卖圆润彩石的小摊，木质
的水车和小矿道建在围栏上，活像一个小矿山，矿山
被水流冲下。别出心裁且奇妙的设计。

离纳什维尔不远就是布朗县州立公园了，大家都说
最适合拜访那里的时间是秋天，我得同意这个看法，
但是这不代表其他季节就不好了。秋天确实是最为震
撼的时候，山上浓密的树林层层叠叠的都是棕色黄色
和红色的树叶，漫山遍野的红叶如同花海，看上去温

暖震撼。其中夹杂着
一片片尚未变色的青
绿色的树群，看上去
十分有趣。

不过秋天并不是
唯一适合去踏青的季
节，冬天的布朗县公
园也很美丽，银白色
的雪地，覆盖了整个
山，每一步都能留下
脚印。春天也十分不
错，由于公园里的树
都是会变色掉落树叶
的，春天的公园不像
秋天那样阴影打在林
间的小路，但是寒冷
的天气让穿过树枝打
在身上的阳光非常舒
服。而夏天，是的，
夏天的时候树叶就又
重新长出来了，树林
看上去郁郁葱葱。布
朗县公园是个四季皆宜的踏青好地方。

要踏青就要有个路线，最为推荐的当然是沿湖的一
圈了，但是这条路线上有很多支线，其中一条上山的
道路很漫长的绕一圈才能回来，路途遥远而且一路向
上并不很好走，但是其中风景值得一看。还有一条在
绕湖一周的中段，一路过去到山谷的底下，不折返的
话可以向上爬上坡，居高临下的看着山谷，很有一种
奇幻的美感。

如果感觉不是很想一路走过的话，驾车到山上停在
山道边准备好的停车带纵览全局也是非常美丽的。不
得不说，纳什维尔和布朗县公园很适合时不时去游览
一圈，因为游览路线并不崎岖难走很适合家庭出游计
划。

《牡丹亭●游园惊梦●皂罗袍》谱例

印第安纳的纳什维尔：美国最佳小镇

最美布朗县之秋

孔凤鸣医生是美国放射肿瘤专家、美国
放射学院院士，首任中美放射肿瘤学联合会
主席。孔医生在美国呆了将近25年，现任印
第安那大学终身教授和放疗临床研究主任，
胸部肿瘤共同领头人，一直专注于放射肿瘤
学，尤其是肺癌的研究。这次她在国内讲学
期间受邀来到温州电视台养生有道节目，向
大家讲述中美在肿瘤治疗方面的一些差异。
以下是记者采访的简剪：
记者问：孔教授，从这次国际精准放疗

论坛，我听到一个新名词加速器。您能解释
一下这是什么吗？
答：加速器是一种很贵的生产高能X光

放射线来治疗肿瘤的精密准仪器。用来治疗肿瘤的射线比紫外线强近百
万倍左右。因为年龄老化，空气污染等各种原因，肿瘤的发病率正是像
加速器一样在加速，医生的负荷也在不断增加。
记者问：癌症发病在中国美国有什么差异？
孔答：中国的癌症发生率是比其他国家高的，其中最主要的差异之

一是病种的差别，和生活习惯，或者地区分布有关。比如说鼻咽癌、食
管癌、肝癌、胃癌在中国比美国高发。
记者问：放疗在肿瘤的作用是什么？
孔答：放疗在固体肿瘤治疗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大概三分之二固

体肿瘤的癌症病人在治疗过程中，至少需要放疗一次。但其实真正得到
放疗的人在中国其实远没有到这水平，主要因为仪器，医生的限制，以
及病人公众对放疗的缺乏了解。
在孔教授工作的医院，一台机器一般治疗二三十个病人，而在中

国，一台机器一天则要治疗至少一百人以上。除了机器的负荷更大以
外，在中国医生的工作量也更大，一般一天需要看三四十个新病人，而
在美国，一个医生一般一天看四五个新病人，如果看十个新病人的话，
则是非常多的了。同样的，收入差异也是很大的。在美国，放射治疗的
医生收入是比较可观的，比一般是内科医生高挻多。而在中国整个医生
的收入都普遍没有很高，放疗医生工资与内科等一样的低。
在美国，病人通常会非常信任医生。可是在中国，医患之间的信任

度比较低，很多病人有非常主观的意识，而并不遵照医生的治疗方案。

电视访谈的录像请访问： www.indyaat.org 
电话预约 ：317-944-2524
 （笔录：丁文妍）

孔凤鸣医生电视访谈

肿瘤放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