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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國古代有沒有聲樂大師？
對這個問題可能很多人會猶疑。
在很多現代人的印象中，講究科
學發聲，利用共鳴效果的美聲唱
法來源於西方，中國古代中似乎
沒有什麼聲樂理論，因而人們的
一般印象中，只有西方纔有聲樂
大師。其實不然，中國古代有不
少傑出的聲樂大師。
唐代是中國文化達到頂峰時
期，當時有許多蜚聲長安舞台的
歌唱家，許永新便是其中的佼佼
者。據唐代段安節《樂府雜錄》
記載，許永新本名和子，吉州永
新縣（今江西永新）人，善於歌
唱，而且有獨創性，「能變新
聲」。據說她從小善歌能唱，有
一次在重陽佳節，和女伴們登高
踏青，在山上高歌一曲，聲聞數
十里外，由此而知名，被刺史選
召進宮，按其籍貫改名永新，成
為宮廷名歌手。至今，在她的家
鄉還有關於她的傳說，當年她唱
歌的那座山頭被人稱為「玉女
峰」。
有一年唐玄宗在勤政樓舉行
「大酉甫」，即一次與民同樂的
慶祝宴會，觀眾上萬人，以至於
喧嘩嘈雜的聲音，使得現場演出
的魚龍百戲的音樂都聽不見了。
這使唐玄宗大怒，準備離席回
宮。這時宦官高力士出了個好主
意：只要讓許永新出來高歌一
曲，必然會使整個場面安靜下
來。果然，永新出場時態度從
容，撩鬓舉袖，直奏曼聲，高唱
一曲，其聲好像直昇雲霄。喧鬧
的人群立即安靜下來，「廣場寂
寂，若無一人。」而且她的歌感
染力極強，使「喜者聞之氣勇，
愁者聞之腸絕」。
我們知道普通人用大白嗓子

中國古代科技之發達，令今
人歎為觀止。很多技術已失傳，
人們只能從史書的記載中去感受
它們的存在。上天有時也會讓今
人驚喜一下，將久已失傳的技術
的產物又現人間。最近在大連
一市民家的一套在箱子裡塵封了
七八十年的瓷壺就帶給人們這樣
的驚喜。
據新商報2007年09月06日報
導，9月5日，記者在一大連劉姓
市民的家中見到了這套可能是出
自五代時期柴窯的古瓷，如果確
實的話，它將是迄今為止面世的
唯一一件柴窯瓷器。劉先生向記
者介紹了這套瓷器的來歷、特點
和可能的製作年代。

父親行善獲老秀才贈物
劉先生介紹，小時候，他家
倉庫裡有一個紅木箱子，裡面有
不少瓷器。「當時，誰也沒把那
些瓷器當回事，我和小夥伴經常
拿那些瓷器去過家家玩，因此，
大部份瓷器稀裡糊塗地損毀了，
現在包括這套瓷壺在內，只剩下
七八件了。」劉先生說，後來，
母親告訴他，那箱瓷器是他父親
從故人手裡得到的贈物。
原來，劉先生的父親曾是一
名廚師。1930年左右，劉廚師
認識了一名落魄老秀才，老秀
才吸食鴉片，最後傾家蕩產，妻
離子散，無奈之下，老秀才經常
到劉廚師所在的飯店討飯。「我

圖：古代的歌舞藝術表演者形象。圖為唐三彩駱駝載樂俑

唱歌，包括現在的通俗唱法，與
美聲唱法相比，音量小，音質
差，離不開電聲設備的烘托、擴
響，更不要說產生感動人心的效
果。
專業歌唱家的歌唱方法和技
術體系要求在不考慮電擴聲條件
的情況下，能讓坐在最後一排的
觀眾聽到歌手的歌聲，那就要求
這種歌聲具有宏大的音量和善於
傳播的音質。許永新在山頭一曲
高歌能聲聞數十里外，在勤政樓
唱歌能使上萬觀眾都聽到。可見
其發聲技巧是何等高超。用現在
說法看來，發聲方法不正確、不
科學、共鳴調節不好，是不可能

父親看他可憐，經常接濟他，時
間一長，兩人成了知己。」劉先
生告訴記者，後來，老秀才得了
重病，彌留之際，囑咐劉先生的
父親將他安葬，並以家中物品相
贈。安葬了老秀才後，劉先生的
父親就將老秀才家中的一些瓷盆
瓷罐，用箱子裝回了家，然後隨
意放在倉庫裡。

燈光下片片蓮瓣似佛家打
坐弟子
當年近古稀的劉先生小心翼
翼拿出那套瓷壺時，他的表情神
聖而莊重，在他看來，它無疑是
一件無價之寶。
這套瓷壺，分瓷壺和瓷碗兩
部份，瓷質光澤細膩，瓷壺為
「小口長流」，壺體為六瓣瓜稜
形，壺柄彎曲帶式，壺蓋直頸、
蓋頂上有一尊臥式坐獅；瓷碗為
花口，造型酷似一株蓮花花蕾，
花瓣間刻畫著蝶形如意紋飾，十

圖：瓷碗造型酷似一株蓮花花蕾，
在燈光映照下，每片蓮瓣都像是一
個虔誠打坐的佛家弟子

有如此大的音量。
許永新演唱的音域非常廣，
甚至能超出樂器達到的高度。有
一次，唐玄宗故意讓李谟和永新
比個高低。李谟是當時的笛子高
手，能吹出高低數十種不同的曲
調，歌調最高時，能使歌者唱不
上去。但是他為永新伴奏時，逐
一被她拉高調門，前後數十曲，
終未能把永新比下去。最後唱到
李谟的笛管都吹裂了。《開元天
寶遺事》記載永新的歌聲「絲竹
之聲莫能遏」，是說任何樂器也
蓋不過永新的歌聲，連精通樂曲
的唐玄宗都不得不稱讚許永新：
「此女歌值千金。」

從這些記載來看，稱許永新
為聲樂大師是絕不為過的。唐
代還有其他著名的聲樂大師，如
杜甫有一首詩《江南又逢李龜
年》，李龜年就曾是名震天下的
宮廷歌唱家。還有一位著名歌唱
家是唐代天寶年間的念奴。我們
熟知的詞牌名《念奴嬌》便來
源她的名字。《天寶遺事》載她
「有色，善歌，宮中第一」。有
一天宮中設宴招待賓客，也是人
聲嘈雜，無法控制，眾樂為之罷
奏。唐玄宗就命念奴出場演唱，
並由二十五人吹管樂隊為其伴
奏。歌聲、管聲兩相追逐，美妙
異常。唐元稹曾有《連昌宮詞》
描述道：「春嬌滿眼淚紅绡，掠
削雲鬓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
聲，二十五郎吹管逐。」如果沒
有高明的演唱技術，顯然是不可
能壓倒二十五人的吹管樂隊的。
念奴的聲音動人嘹亮，音色優美
異常，唐玄宗曾經讚不絕口：
「念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
上。」
這些古代出色的聲樂大師是
怎麼唱歌的呢？我們今天無從知
曉，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們發聲
技巧相當高超。唐《樂府雜錄》
說：「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氲
自臍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
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
響谷之妙也。」在這裡已經提到
了呼吸的重要性——「必先調其
氣」，然後又指出了氣息運用的
方法是「氤氲自臍間出」，現代
聲樂家認為這是要求氣息出自丹
田。
古人論唱有「氣為聲之本，
氣乃音之帥」的說法。在清人王
德晖、徐沅征共著的《顧誤錄》
中說「度曲得四聲之是，而其要

分精美。另外，令人稱奇的是，
每片蓮瓣，在燈光映照下，都像
是一個虔誠打坐的佛家弟子。
為了弄明白瓷壺的身份和來 圖：瓷壺名為「注子注碗」，是古
歷，劉先生買了許多陶瓷文物類 時候人們用來溫酒的酒器
書籍。經過研究分析，他才知道 考古上尚未找到實物，因此，尚
這套瓷壺原來叫「注子注碗」， 無法確定是否為柴窯出品。
是古時候人們用來溫酒的酒器。
去年4月，劉先生又帶著這
「注子」是瓷壺，用來裝酒的； 套古瓷到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
「注碗」就是那個瓷碗，用來盛 檢測中心。經過DX釉成份測定，
熱水的，盛滿熱水後，再把「注
子」放進去溫酒。
隨著專業知識的提高，劉先
生分析認為這套「注子注碗」屬
於青瓷，很可能是五代柴窯出品
專家研究顯示，植物能感知
的。而更令人稱奇的是，去年， 附近植物，它們似乎能識別自己
劉 先 生 又 有 了 一 個 意 外 發 現 。 的「親戚」，對於陌生植物的競
「我發現當『注子注碗』以45度 爭更厲害。
角放在陽光下照射時，碗底就會
植物的社會生活
出現一個鳳凰的圖案，而鳳凰是
皇家的象徵，這更堅定了我認為
植物並不是對周圍環境「一
這 套 『 注 子 注 碗 』 是 五 代 柴 窯 無所知」：它們能通過周圍可利
作品的想法。」在劉先生的指點 用的水分或養料的改變，或者通
下，對著斜射下來的陽光，記者 過土壤中的化學暗示，意識到附
確實看到注碗碗底出現一個類似 近植物的存在，從而調整自己的
鳳凰的圖案。
生長情況。
據《新京報》報導，加拿
專家鑑定確是珍稀古瓷
大安大略省麥克馬斯特大學的蘇
它到底是不是一件寶貝？為 珊．達德利和阿曼達．菲爾進行
此，劉先生曾邀請專家鑒寶。經 的研究顯示，不相干的植物生長
鑑定，專家認定這是一套稀有的 在一起競爭得更厲害，同屬植物
青白瓷，符合柴窯「青如天、薄 生長在一起相對好一些。
如紙、聲如磬」的特點，為五代
植物「尋親」仍是謎
或者北宋早期的精良之作，但因
為五代柴窯只存在於文獻記載， 達德利和菲爾在4個容器中種了一

領，在於養氣」。可見古人論
唱歌特別強調「氣」。不過這個
「氣」，並不限於呼吸之氣，其
內涵更廣，往往將人體和天地之
間的能量泛指為氣。演唱中的
「勁」和「氣」常常是相輔相成
的。換句話說，古人是把靜心、
調息、修養的功夫和唱歌結合起
來了，所以丹田氣並不僅僅是呼
吸而已。這一點從近代一些戲曲
藝術大師同時修煉氣功也能看出
來。以武生泰斗楊小樓為例，他
信奉道教，據說在沒戲的一段相
對空閒的時間，他就會離開喧鬧
的京華，去西郊戒台寺去靜坐養
氣。今人作《梅蘭芳藝術譚》總
序中專門有一節講梅蘭芳唱戲和
氣功之間的關係。應該說中國古
代聲樂藝術和中國傳統的修煉文
化是緊密結合的，和西方聲樂理
論有近似之處，又有自身的民族
文化特點。
唐代的歌唱家很多，還有如
張紅紅、何滿、康崑崙、段善
本、賀懷智、李管兒、曹綱、尉
遲青、王麻奴等都是史傳優秀的
歌唱家。古代歌唱家當然並不限
於唐代，只不過唐代是中華文明
頂峰時期，出現很多傑出的聲樂
藝術人才。
中華聲樂藝術在近代，特別
是近50年遭到極大的摧殘，是為
民族的大不幸。令人欣喜的是，
每年一度的全世界華人聲樂大
賽，以及神韻藝術團新年晚會
的巡迴演出，定將使更多的人關
注、欣賞和參與振興正統的中華
民族聲樂藝術，並將帶來民族聲
樂藝術新的輝煌。本文下一篇將
向讀者介紹幾位中國古代其他歷
史時期有名的歌唱家。

該樣品成份與宋影青瓷釉表面成
份有差距。劉先生說：「也就是
說，這套瓷器不是宋代的青瓷，
雖然那次鑑定沒有確定結果，但
卻說明了，它不同於目前發現的
任何一種古瓷。」
現代人往往用西方實證科
學的思路來看待古代科技發展，
可是古代有很多科學技術令今天
的人歎為觀止，其實中國古代的
科學走的是不同於西方的路，所
以用今天的眼光來看覺得不可思
議。

批適於海灘生長的卡克勒植物，
每棵都與來自相同的母系家族或
者不同母系家族的植物生長在一
起。經過兩個月的生長，那些生
長在陌生植物附近的海灘植物，
擁有更加龐大的根系。
植物如何分辨出自己的「親
戚」，現在仍然是一個未解之
謎。達德利提出，每個植物家族
特有的蛋白質或化學信號可能分
泌在周圍的土壤中，並被其它植
物的根系發現。
但是如果按照進化論的觀點
來看，自然選擇要求一個物種在
生存競爭中最大限度保證同種的
生存與繁殖，對其它物種應當一
概視為生存競爭的對手，哪怕對
方是「親戚」，這樣才有可能在
生存競爭中脫穎而出，否則就有
可能被對方淘汰。看來植物「尋
親」的現象對進化論提出了嚴峻
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