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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庭芝《青楼集》的杂说
孔 繁 信

摘

要

夏 庭芝《青 楼集》是一部记录 元代歌舞 艺人轶事之 作 ,写 了元代各类 艺术的演 艺史 ,

也写了各类艺术的兴衰史 ,写了我国戏曲的发展史和戏班的萌芽史。 通过《青楼集》的记载 ,可以鸟
瞰我国戏曲艺术流变的轨迹 ,进而可知《青楼集》的重要和作者的远见卓识。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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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集》 各类艺术简史

戏 曲史

I207. 37

元末明初 ,松江夏 庭芝留 下了一 部记录 元代杂

夏庭芝的 大致生平 ,贾仲 明在《录鬼 簿续编 》搜

剧和歌舞艺人的轶事之作 — — 《青楼集》。 这部著作

有夏氏传略 ,曰: “夏伯和 ,号雪蓑钓隐。松江人 ,乔木

虽在当时不登大雅之堂 ,不为名流雅士所重视 ,却引

故家 ,一生黄金买笑 ,风流蕴 藉。 文章妍丽 ,乐府、隐

起了同代好友的兴趣 ,纷纷为之序跋 ,给予了很高评

语极多。有《青楼集》行于世。杨廉夫先生 ,其西宾也。

价。 陇右朱经为其作《序》说: “余恐世 以`青楼 ’ 而 疑
·
雪 蓑 , 且 不 白 其 志 也 ,故并樊川而 论之。”元末戏剧家
·· ······
张择为之《叙》说: “史列伶官之传 ,侍儿有集 ; 义 倡 司
···
书 , 稗 官 小 说 , 君 子 取 焉! ”山 阴朱 武亦 在《跋 》文中
· ·· ·· · ·· ·
说: “观是集者 , 可 谓 闻 纟玄赏 音 , 足 知 雅 调 ,免 夫 寡 陋
· · · ·· · · · · · · · · · ·
之 诮 矣! ”可见当 时有识 之士 ,对其搜 集元代 诸类艺
·· ·
术之优者 ,都有比较正确的评价。

世以 孔北海、陈孟 公拟之。”贾 氏为夏 氏写的 小传很
概 括 ,虽写 了他的 著述 ,但只有 《青 楼集》传世 ;其小
传着 重写了 夏氏是 松江之 地的— 大家 族 ,而 夏伯和
又是个好交游的人 ,又有孔融、陈 蕃的为人风度。 由
于写得不具体 ,再加对他的生平史料留下来 的很少 ,
对其生平事略仍觉不甚清晰。
夏氏同时代的好友张鸣善 ,他虽是北方 人 ,但在

《青楼集》是由“青楼”一语演 变而来。 早在魏晋

元末 战乱时 ,却留滞 在淞江 一带 ,曾为夏 氏的《青楼

南 北朝时期 ,“青楼”即指 青色之楼 阁。 清· 翟灏在

集》作过“叙”。 曾说: “吴淞夏君… … 文献故 家 ,起宋

《通俗编》里说: “青楼 ,古乐府: `大道起青楼’ 。注曰:

历元 ,几二百余年 ,素富贵而苴富贵。方妙岁时 ,客有

《齐书》: `武帝兴光楼 ,上施青漆 ,谓之青楼’ 。”可见 ,

挟《明雌亭侯》之术 ,而谓之曰: `君神清气峻 ,飘飘然

当时以楼之颜色而名之。 后来 ,以“青楼”指妓 馆 ,大

丹宵之鹤。 厥一纪 ,东南兵扰 ,君 值其厄 ,资 产荡然 ,

约始于南朝。刘邈在《采桑行》里说: “倡女不胜愁 ,结

豫损之又损 ,其庶几乎?’ 伯和揽镜 ,自叹形色。 凡寓

束下青楼。”而再后 ,便把“青楼”演为娼妓的代 称了。

公贫士 ,邻里细民 ,辄周急赡乏。遍交士大夫之贤者 ,

李 白在《楼船观伎》诗里 说: “对 舞青楼妓 ,双 鬟白玉

慕孔北海 ,座客常满 ,樽酒不空 ,终日高会开 宴 ,诸伶

童。”唐宋之后 ,以“青楼”之语代指“娼妓”之名 ,就更

毕 至 ,以故 闻见 博有 ,声 誉益 彰。”由张 氏的 这 段叙

加普遍了。夏氏的 《青楼集》 ,便是记录元代歌妓艺人

述 ,使我们 了解: 夏氏是 淞江一 带的大 家族 ,从宋元

的佚事之作。

以来 ,二百多年的富贵之家 ;夏伯和 作为这样一个文

一、关于作者夏庭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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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巨 族的贵公子 ,当遭 到世乱 兵荒时 又持救 人为善
的态度 ,无疑会受到贫民百姓的拥戴 ,又得贤士名流

孔繁信

关于夏庭芝《青 楼集》的杂说

61

的赞赏。 可见 ,夏氏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之前 ,就已名

剧艺术提高到社会意识的导向上 来说明不同内容的

满天下了。当元末农民起义 军遍及长江中下游时 ,特

杂剧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教育作 用和思想的引导作

别是 张士诚领导 的红巾 军占据 江浙一带 时 ,夏氏却

用 ,这就明确地指出了杂剧艺术的社会价值观念。夏

泰然处之。张择《叙》云: “张氏 (笔者按: 指张士诚 )据

庭芝 能在元代各 民族等 级森严 的社会 制度下 ,用封

姑苏 ,军需征赋百出 ,昔之吝财豪 户 ,破家剥床 ,目不

建的人伦道德、封建礼教与之抗衡 ,应该说是反对民

堪睹。伯和优游衡 矛 ,教子读书 ,幅巾筇杖 ,逍遥乎林

族 压迫和反对 种族分 离的进 步主张。 夏 氏的《青楼

麓之 间 ,泊 如也。”可见 他对元 末农民 起义抱 着淡泊

集》从表面上看是写元代各类艺术的演艺史 ,可同时

的心 情 ,既 不反对 ,也不 积极拥 护 ,以 逃避世 事的态

也写了各类艺术的兴衰史 ,又是我国戏曲的 发展史 ,

度对待。

也是我国戏班的萌芽史!

当 张士诚 攻打松 江时 ,王与敬 为松江 元帅 ,“至
正 丙申 ( 1356)二 月朔 ,伪诚王 张士诚 红巾军 破平江

二、《青楼集》是元代的各类艺术简史

时 ,与敬兵径 趋嘉兴 … … 又与 苗军参 政杨旺 扎勒不

《青 楼集》从表 面上 看 ,是记述 元代 各类艺 术演

协 ,乃投 松江… … 十 八日… … 至夜 ,与敬、下万 户戴

员及其表演技艺之书 ,但纵观全书后稍加分 析 ,便可

列 孙等 ,率引军 卒 ,自 西门放 火 ,鼓

以看出它是元代各类艺术的演变 史。 全书搜录各类

而叛。 官 僚溃

散 ,寺观民房悉化为焦土。捡刮金银财物 ,塞满舟船 ,

技艺演员 120多人。

自与敬以下人口辎重皆出西门… … 遂 北出通波塘而

第 一、如 果粗略 分类 ,可大致 分为六 类: 约 搜杂

去 ,投降士诚… … ” (《辍耕录· 松江之变》 )。 松江变

剧演 员名脚 60余 人 ;歌 舞演员 名脚二 十六七人 ;诸

乱 ,火烧遍 城 ,夏 氏被火 残重 ,家中书 屋“自怡悦 斋”

宫调 演员名 脚 20来人 ; 说书名 演员数 人 ;角 技名演

残遭焚毁 ,所藏之书 ,剩余无几。夏氏曾在《封氏见闻

员数人 ;南戏名演员 3人。

记》 (《雅雨堂》本 )《跋》中 说: “予素 有藏书之癖。凡亲

第 二 ,以 地域区 分: 又 可分为 大都演 员、山 东演

友见借者 ,暇日多手钞之。 此书乃十五年前所 钞者。

员、江淮 演员、金陵演 员、江 浙演员、淮浙 演员、江湘

至正丙申 ( 1356)岁 ,不 幸遭时艰难 ,烽火四起。 煨烬

演员 、湖 广演员 ,另有 武昌、江西、湖州、维 扬、松 江、

之余 ,尚存残书数百卷。今僻居深村 ,无以为遣 ,旦夕

湖南等地演员。

赖此以自适 ,亦不负爱书之癖矣! 至正辛丑上元日重

第三 , ① 沿大运河水系两岸的地区搜集较多。山

观于泗北`疑梦轩’ 。 云间夏庭芝 伯和父谨志。”由此

东、江淮、维扬、京口、松 江、江 浙、湖 州等 地 ,都 是沿

可知 元末动乱后 夏氏由 松江府 城移居泗 泾 ,并在此

大运 河两岸的 地区 ,南北 交通发达 ,水 路运输方 便 ,

隐居下来。 他大约于明初 ( 1370)去世。

沿运 河的大小 城市繁 荣 ,手工业、商业 兴盛 ,往来过

关于写作《青楼 集》的意 图 ,夏 氏在 《青 楼集 志》

客不断 ,各类艺术的表演市场兴隆 ,因而推动杂剧和

里 开宗明义地 说: “唐时 有《传奇》皆文人 所编 ,犹史

各类 技艺的 发展和 繁兴。② 沿长 江水系 的两岸 地区

也。 … … 宋之《戏文》 ,乃有唱念 ,有诨 ;金则《院本》、

调查较多 ,对金陵、江湖、湖湘、江 西、武昌、湖广等地

《杂 剧》合 而为 一 ; 至我 朝乃 分 《院 本》、《杂剧 》而为

区记述的名演员也较多。可见作者为了艺术事业 ,不

二。”概述了我国戏剧由故事萌芽 状态 ,到说唱 体、再

辞辛 苦 ,耗 费精力 ,花费 钱财 ,为文化 艺术事 业孜孜

到 代言体的发 展历程 ,最后成 为完整 的《杂剧》表演

不倦的求实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体制 ,前后经过数百年的演变过程。当他讲到《杂剧》

第四、调查地域的不平衡。从作者所记录的地域

与 以前说唱艺 术的区 别时 ,曾说: “《院本》大 率不过

来看 ,虽然 祖国南 北地区 皆有 ,但以大 都为中心 ,所

谑浪调笑 ;《杂剧》则不然。 君臣如: 《伊尹扶汤 》、《比

调查 的演员 ,从记 事看 ,约百分 之七十 为大都演 员 ,

干剖腹》 ;母子如: 《伯瑜泣杖》、《剪发待宾》 ;夫 妻如:

而且形成了系统。 杂剧演员珠帘 秀— — 为第一代杂

《杀狗 劝夫》、《磨刀谏 妇》 ;兄 弟如: 《田真 泣树》、《赵

剧名演员。 而后赛帘秀 ,为“朱帘 秀之高弟” ;燕山秀

礼让肥》 ;朋友 如: 《管 鲍分金 》、《范张鸡 黍》 ,皆 可以

等 ,亦为“朱帘 秀之高 弟” ,可见 师承关 系代代相 传。

厚人伦 ,美风化。又非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之

由此看来 ,作者来往大都的次数很多 ,而且前后时间

《院本》所可同日而语矣! ”作者通过杂 剧内容题材的

较长 ,从元初的记载到元末的记载情况均有。最遗憾

分类 ,说明它的社会教育功能 ,比以往 对技艺的认识

的是 ,作为元杂剧的三大发祥地的河北真定、山西的

大大前进了一步。夏氏在这 里 ,把社会文化形态的杂

平阳、山东 的东平 ,其记 录却几 乎空白 ,这是 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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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诗》等。唐代小说出现 ,故事大为流传: 《霍小玉

缺欠。
《青楼集》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元 代各类演唱技

传》、《李娃传 》、《莺 莺传》、《昆 仑奴》、《飞 烟传》、《梅

艺的发展盛况 ,评价了各类表演艺术的精湛技 艺 ,从

妃传》等 ,为后来的元明清戏剧创作 提供了很多故事

中可以真实而清晰地看到各类艺术的 兴衰演变的轨

资料。两宋时期“评话”盛兴 ,讲史评话大作: 《武王伐

迹。 夏氏所记录的各类演艺中 ,以“杂 剧”演员 和“歌

纣平话》、《七国春 秋平话 》、《三国志 平话》、《五 代史

舞”演员最多 ,它们约占各类艺术演员 人数的百分之

平话 》等 ,这些讲 史平话 ,成为 后来元 代杂剧 题材的

七八十。这就可以清楚地看 到: 元代是以演唱杂剧和

主要内容之一。

歌唱 散曲最为流 行最为 普及的 时代 ,也就是 唱散曲

说唱 文学的 大兴 ,为杂剧 出现奠 定了坚 实的基

和演杂剧的歌唱时代。诸宫 调演员只有十五六人 ,约

础。 由于“平话”在城市兴起 ,这就需要演出 场所 ,东

占百分之十二 ;说书演员、角技演 员、南戏演员 ,三者

京汴梁便出现了瓦肆勾栏。 据《东京梦华录 》载: “东

合起来 ,只有百分之七八的比例。由此可以看出: “说

京瓦肆伎艺: 张廷叟: 《孟子书》 ;“小唱: 李师 师、徐婆

书”从唐代 兴起 ,到宋代 最为流 行 ,不 论是北 宋都城

惜” ;“般杂 剧: 杖头傀 儡任 小三” ; “杨 望京: 杂剧 ,掉

汴梁 ,还是 南宋都城 杭州 ,两宋 时说书达 到高潮 ,留

刀等” ;“孔三传: 诸 宫调” ;“霍 四究: 说三 分” ;“尹常

下了大批的小说话本。到了 金代 ,代之而起的是说唱

卖: 五代史”等等。从 北宋都城汴梁说唱艺术看 ,历史

形式 的诸宫调 。 这种文 艺形式 ,有说 有唱的 演唱故

人物和历史故事成为说话人的主 要题材。 而南宋都

事 ,比以前 的小说灵 活多了 ,受 到观众的 普遍欢 迎 ,

城杭州 ,据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 自牧的《梦 粱录》

所以在金代大为流行。但因 它是一种说唱体 ,在表演

记载 ,与《东京梦华录》里类似 ,这为 后来元杂剧的出

故事和刻划人物上 ,仍然受到很大限制 ,特别是在人

现和宋末南戏的兴起奠定了丰厚 的基础。

物思 想性格表演 上不能 充分发 挥 ,仍 然不是 活生生

北杂剧的悄然兴起。到南宋和金元对峙的时期 ,

的人物形象的表演。到了元 初 ,在金代时兴的院本形

一种“诸宫调”的说唱艺术在北方 出现。 它可以唱中

式 —— 五 花

弄 的基础 上 ,增 加了人 物叙述 和演唱

说 ,说中唱 ,形式灵活 ,有叙事有抒情 ,可以驾驭长篇

故事的内容 ,这便逐渐演变成了“杂剧”。于是五人定

故事 ,于是《天宝遗事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 》应运

式的 调笑戏耍形 式 ,为 多人说 唱表演 故事的 形式所

而生 ;它不仅可以演唱历史故事 ,还 可以演唱爱情故

代替 ,这时完整的“杂剧”体制诞生了。杂剧以其比较

事 ,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也相继 问世。 “诸

完美 的形式和内 容 ,很 快普及 到大江 南北和 祖国各

宫调”这 种 艺术 形式 ,尽 管 比以 前 “小 说”、“平 话”、

地 ,成为元代最时兴最发达的艺术形式。因此 ,《青楼

“小唱”、“唱 曲”等 大大 前进 了 一步 ,但 它还 是 叙事

集》里所记演员有百分之六七十是杂剧演员 ,而且著

体 ,在人物刻画上和表情上 ,还受 到诸多限制。 到了

名演员也最多。

元初 ,大约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 ,一 种叫做“杂 剧”的

元代 时南戏 虽然在 南方形 成较早 ,但因 地方性

代言体戏剧 ,在北方悄然兴起。最早出现杂剧的地方

较强 ,演唱 比较复杂 ,又 加杂剧 的大兴 ,大江 南北风

应该 说是河北 的真定、山 东的东平、山 西的平阳 ,稍

行杂剧 ,南戏一时被逼得下沉。所以 ,在《青楼集》里 ,

后便繁荣于大都了。 “杂剧”的创 始人为谁? 现无定

只著录了南戏演员龙楼景和丹墀秀等三 四名演员。

说。但以关汉卿最著称 ,后人说他是“梨园领袖” ,“杂

三、《青楼集》的戏曲史意义

剧班头”。关氏原为河北安国人 ,为宋元间的真定人。
后入大都以创作杂剧成名 ,遂为大都人。真定所以为

《青楼集》是一 部元 代演员 简史 ,也 是我国 戏曲

杂剧先兴之地 ,是因为元初创业时刘黑马、史天泽皆

艺术的宝贵史料 ,要追溯我国戏曲的出现 ,首先必须

起于此 ,是元朝最早的占领区 ,又是 后来征服四夷的

追溯演唱艺术的出现。关于 演唱艺术 ,可以说自有人

大后方 ,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等 ,异常发达。杂剧

类就有演唱艺术 ,只不过各代演唱形式不同: 古人主

在这 里兴起繁荣 较早 ,因此这 里出现 了一大 批著名

要唱“诗”; 汉魏除唱“诗”外 ,还唱 “辞”、“赋” ;唐代唱

杂剧作家: 关汉卿、白朴、王实甫、李文蔚、尚 仲贤、李

“律 ”“绝”为 胜 ,声、韵要 求 更严 ; 五 代两 宋 唱“词” ;

好古、戴善甫、侯正卿、史九散人、彭 伯威等著名杂剧

金、元唱“曲”。

家。真定、东平、平阳 之所以杂剧早兴 ,是因为蒙古军

从说 唱内容 系统上 看: 汉 唐以来 主要是 抒情之

南进时 ,先平定河北、山东、山西 ,灭 金后以此为根据

作 ,只有少数叙事诗涉及到故事。 如“孔雀东南飞”、

地 ,建立中书省 ,亦是征服四夷的 大本营。 所以文化

孔繁信

关于夏庭芝《青 楼集》的杂说

艺术也发展较早。
《青楼集》的戏曲史价值。 从表面 看《青楼 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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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它的最大好处就是每一个戏班 有着自己的表演
特 色 ; 每 一个 戏 班 有着 自 己 传 统脚 色 的 拿 手好 戏

像大致记录了整个元代南北大城市里 一些著名演员

—— 传 统剧目 ; 每一个 戏班都 有自己 戏班的 独树一

的演 艺和轶事趣 闻等 ,但如果 系统地 简略地 把它分

帜的 演艺 ,而不同 于其他 戏班的 绝活儿。 同 一个剧

门别类地去观察一番 ,再去排列组合一下 ,我们就可

目 ,各有不同的演法 ,而可百看不厌。

以得到这样一个比例数字: 在这一百二十名演 员中 ,

《青 楼集》是我 国古 代戏 曲艺术 的一 种演艺 史。

杂剧演员约六十余人 ,占各类演员的百分之五 十多 ;

我们 从该书里可 以清晰 地看到 ,元代 除了杂 剧极度

歌 唱演员 (主要是唱 散曲 )约二 十五六人 ,占 各类演

兴盛外 ,属于歌唱“歌词”的“散曲 ”在元代极 为流行 ,

员的百分之二十多 ;诸宫调演员十五六人 ,占各类演

流 传下来的 约四千多 首 ,其 中“小令”三千 多首 ; “套

员的百分之十二左右 ;其余的是南戏演员三四 人 ,说

数”不足五百篇。 它不仅适于抒情的歌唱 ,亦适合叙

书演 员三四人 ,角技 演员二 三人 ,三者加 起来 ,还不

事的歌唱。这种“散曲”本身是一种诗歌的形式 ,又是

足百分之十。从这个简单的 比例数字中 ,使我们清楚

一种可以演唱的“歌词”。元明清三代非常盛兴 ,只到

地看到: 元代是以演唱杂剧最盛行的时代 ;是歌唱散

近代才逐渐消亡。

曲发达的时代 ;诸宫调的表演还有一定势力。南戏的

“诸 宫调”是一 种说 唱故 事的叙 事体 ,它兴 起于

演唱 则陷入了 低潮 ; 而说书、角 技等 ,几乎无 人问津

北宋末 ,从南宋至金代最为兴盛 ,到 元代仍有一定市

了。这是我国古代各类艺术 曲折的发展道路 ,也是各

场。但随着其他新艺 术形式的出现 ,这种说唱体艺术

类艺术互相交替的发展历史。

逐步暴露了它的弱点 ,便随之走向衰亡 ,到了明代初

从戏班史的角 度看 ,《青楼 集》是记 述元杂 剧成
班的源头。 以前所说的宋杂剧 ,只能说它是一 种“杂

期 ,已是无人问津了 ,这种艺术品类 完成了它的艺术
使命。

耍”或“杂唱” ,还不是一种真正的 代言体戏剧。 只有

“南戏”虽在 《青楼 集》里只 记了 三四名 “专 工南

到了元杂剧 ,才算我国成熟的戏剧形式。它不仅组成

戏 ”或兼 唱“南 戏”的名脚 演员 ,其中龙 楼景、丹墀秀

了固定的“戏班” ,还有各类角色的具体分工 ,又有各

最著名。 “南戏”却是南宋末在东南 沿海出现的一个

类剧 本的演唱 依据等 等。 在戏 班的组成 上 ,则是以

剧种。元代杂剧的盛 兴 ,而南戏被逼得无有市场而下

“名脚”为班底组成的“戏班”。 如《青楼集》中所说的

沉。 到元末明初 ,杂剧逐步走向衰亡 ,而南戏出现了

朱帘秀 ,以她组成的戏班 ,则可称之为 “朱帘秀 戏班”

复兴的新局面 ,许多南戏作家创作了很多南 戏剧作 ;

或“朱班”。 以名脚周人爱组成的戏 班 ,则称之 为“周

到明中期后 ,在南戏大兴的基础上 ,经过魏良辅等人

班”。近世的“四大 名旦”班 ,其中的梅兰芳戏班 ,亦可

的改革 ,“传奇戏”应运而生 ,而北杂 剧亦在明代绝迹

称为“梅班”; “四大名生班”中的马连良戏班 ,亦可称

了 ,南杂剧却在明代盛兴起来。

其为“马班”等等。以名脚掌 班 ,直延续到现代的各地

我们通过对 《青 楼集》的 记载 ,前后 鸟瞰我 国戏

方剧种和各类剧团。这种以 名脚组班的方式 ,应该说

曲艺术流变的轨迹 ,始知《青楼集 》的重要 ,以及作者

起自元杂剧。 这种组班的方式有着我 国戏班史的传

的敏锐眼光和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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