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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唱文學」命名探源與文體辨析

王友蘭

摘 要

「說唱」是融合文學、語言、音樂、表演為一爐的口語藝術，是以說白（散

文）與歌唱（韻文）來敘述故事，因此，「韻散相間」是說唱文學與其他文學最大

的不同之處，這種特殊文體淵源很早，但歷代的「說唱」一直有著不同的名稱，

最早以「說唱」做為表演藝術或文學作品的專有名稱，乃見於明代的「說唱詞話」

刊本，直到十九世紀以後，「說唱文學」、「說唱藝術」、「說唱音樂」等名稱才因學

者的支持，應運而生，近年更成為學術界新興的研究與教育課題。

然而，「說唱文學」在歷代發展中的「韻文」與「散文」卻不斷產生分分合合

的現象，清代以後，「只說不唱」與「只唱不說」的形式，居然有凌駕「說唱並重」

的趨勢，這種說唱文學的「變體」，雖然其來有自，但與時代、人為、經濟等因素，

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本文將從「縱向」與「橫向」兩方面詳加探究、分析，梳

理出「說唱文學」的文體特質與演變。

【關鍵詞】

說唱文學、說唱音樂、說唱藝術、摘唱、變體。

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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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o-Chang literature”the naming origin and
literary style analysis

You-Lan Wan

Abstract

“Shuo-Chang” is the fusion literature, the language, music, performance's spoken 
language art, is depending on speaks(prose) and sings (verse) to narrate the story,
therefore, “the verse and the prose appear are alternately” is the Shuo-Chang literature
and the other literature biggest difference, this special literature literature style origin is
very early, but, all previous dynasties “Shuo-Chang” has the different name,
“Shuo-Chang” becomes the performing arts or the literary work appropriation name, 
appears most early in Ming Dynasty's publication “ Shuo-Chang words”. After the 19th 
century, “Shuo-Chang literature”, “ Shuo-Chang performing arts”, “Shuo-Chang music”, 
is named because of scholar's support, they became recent years the academic circle
emerging research and the education topic.

But, “Shuo-Chang literature” in all previous dynasties developing process, it “the 
verse” and “the prose” actually unceasingly occurs separates or the union phenomenon,
after Qing Dynasty, “only said that did not sing” and “only sings did not say” the pattern 
surmounted unexpectedly “said with sang the component was equal”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Change in literature literature style” of the Shuo-Chang literature although has
the origin early, but, this phenomenon and time background, artificial, economic agent,
ha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and analyzes from “the vertical 
direction” and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two angles, and will discover “Shuo-Chang
literature” literary styl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and evolution.

【Key words】

Shuo-Chang literature, Shuo-Chang music, Shuo-Chang performing arts, Picks sings,
Literary style after change .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at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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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兩個被忽略的學術問題

俗文學研究為近百年來才被學界重視的課題，囊括範圍有歷代歌謠俗曲、謎

諺、笑話、神話、傳說、寓言，以及話本、鼓詞、彈詞等說唱文學與各地戲曲，

其中，「說唱文學」是融合文學、語言、音樂、表演為一爐的口語文學，因此，和

所有的俗文學一樣，它是民間的、大眾的、口頭的、通俗的，並非供人閱讀的「平

面」文學，而是展現在觀眾席前的「立體」文學。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1第一

章：

這種講唱文學的組織，是以說白（散文）來講述故事，而同時又以唱詞（韻

文）來歌唱之的，講與唱互相間雜，使聽眾於享受著音樂和歌唱之外，又

格外的能夠明瞭其故事的經過。

因此，說唱文學（講唱文學）是結合「韻文的唱」與「散文的說」相互呈現

的，這種「韻散相間」的特殊文體，更是說唱文學不同於其他文學形式的本質，

也造就了說唱音樂與表演藝術與眾不同的特質。

然而，筆者鑽研說唱文學與說唱音樂三十年來，發現有兩個長期被忽略的學

術問題，分別是「命名的由來」與「文體的轉變」，亟待解決。

一、兩岸何以有「說唱」與「曲藝」不同的命名？命義相同嗎？

從 1938 年鄭振鐸首先提出「講唱文學」一詞，到 1978 年葉德均以「講唱文

學」作為書名，這段期間，雖然海峽對岸的大陸已經在 1949 年命名為「曲藝」，

但葉德均卻仍認為這類文學「從來沒有統一的總稱，姑且用講唱文學來概括一切。」

以致，1981 年《中國傳統戲曲音樂》2書中出現「說唱音樂」，1985 年，「說唱藝術」

之名因公視節目而廣為流傳。

兩岸開放之後，筆者於 1989 年赴天津拜師求藝，得知台灣所謂「說唱藝術」，

大陸稱之為「曲藝」，就字義看，兩者並不相等，但何以兩岸會出現不同名稱？命

名之初有何不同意義？兩岸學者又有何不同觀點？

二、近代說唱文體的「變體」，有凌駕「正體」的趨勢，何故？

「韻散相間」更是說唱文學的「正體」，是不同於其他文學形式的本質，然

而在歷代說唱的發展中，「韻文」與「散文」卻不斷產生分分合合的現象，尤其

是清代以後，「只說不唱」與「只唱不說」的說唱形式甚至有凌駕「說唱並重」

的趨勢，以致展現出各類風貌的說唱表演藝術與不同結構的說唱音樂。因此，

研究者不免提出疑義，既然「韻散相間」是說唱文學所以命名的主要因素，那

麼，「沒有韻文」的「只說不唱」與「沒有散文」的「只說不唱」，何以還能稱

為「說唱」呢？

1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第一章，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8 年初版。
2 邱坤良主編：《中國傳統戲曲音樂》民國 70 年 11 月遠流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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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問題的發現，存在筆者心中久矣，由於此現象早為眾所熟捻、無須思

考，因此，雖曾遍訪說唱老藝人，仍不得解。直至 2004 年，筆者從《中國曲藝史》

作者倪鍾之老師處閱得相關文獻（包括 1949 年第一次文代大會紀念文集），方得

解開謎底。不過，反倒是大陸研究者對於台灣所謂「說唱」的命名來由，一知半

解，所幸李師殿魁主持「說唱藝術」節目時，筆者恭逢其盛，因此，本文在探究

「說唱文學」的文體及其變體之前，首先釐清「說唱」與「曲藝」的命名由來與

命義。

貳、「說唱文學」命名探源

不論是台灣學者所謂的「說唱」，或是大陸專家口中的「曲藝」，其實都不是

這種表演形式最早的稱謂，近數十年來，它們不約而同地分別在兩岸有心人士的

推動下，逐漸確立，乃至通行。事實上，兩者最初的命義並不相同，前者是從文

學角度出發，也就是依歷代說唱文學「韻散結合」的文體特質而得名，後者則是

由「說、唱、變、練」的雜耍表演形式發展而來。

一、「說唱」的命義

前述「說唱」包括了「韻文的唱」與「散文的說」，其實，早在我國先秦到漢

魏時期，就孕育了韻散說唱的雛形，由先秦至漢魏的孕育時期，雖無具體「說唱」

形式，卻出現了孕育「說唱」的元素，有「韻文敘事」、「散文敘事」以及「韻文

與散文的交會」。包括先秦瞽矇、漢說書俑、魏晉俳優、滑稽等藝人的表演，以及

《荀子‧成相篇》、《逸周書‧太子晉解篇》、秦簡《為吏之道》、漢魏樂府民歌等

作品。

比較具體而成熟的說唱文學為唐代，代表者為「韻散相間」的變文、以及俗

賦、詞文、曲子、說話等或韻或散的說唱文本，當變文漸漸脫離宗教束縳，內容

由「宗教」轉為「人情」之後，這種有說有唱的表演形式大受歡迎，造成了宋代

說唱的繁榮。

兩宋時期，說唱表演在城市與鄉間皆盛況非凡，當時流行的說唱表演名目繁

多3，以鼓子詞、諸宮調、唱賺（覆賺）、說話四大家為主要說唱品種，其他還有許

多瓦舍勾欄的遊藝表演，如：涯詞、陶真（或稱彈唱因緣）4、小唱、嘌唱、慢曲、

曲破、唱耍令、唱京詞、唱撥不斷、叫果子、叫聲、合生（笙）、商謎、說諢話、

像生、學鄉談等，雖然未必都能歸屬於韻散並重的敘事說唱文學，但有的成為當

時說唱音樂的素材，有的在宋代雖僅為說唱的旁支，卻成為明清以後不同說唱形

3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耐得翁《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吳自牧《夢粱錄》、周密《武
林舊事》等筆記文獻，都記載著說唱雜耍表演在當時城市裡活躍的情形。

4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曾引浦江清〈論小說〉文中說：「彈詞在宋代有稱為彈唱因緣的，還有
一個陶真的名稱。」可知陶真又名彈唱因緣。丹青圖書公司，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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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濫觴。另外，南宋僧人普濟《五燈會元》中的「蓮花落」、道教道士講經的「道

情」，當時雖然都只是傳教歌曲，但到了明代都發展出敘事說唱，可見說唱技藝的

形式在宋代就已經多采多姿、但名稱各異。

說唱到了金元明時期，不僅承襲前代的諸宮調、陶真、蓮花落、道情、寶卷、

貨郎兒、說書5，並從元明說唱詞話發展出明代中葉以後的鼓詞與彈詞。清代以迄

民國，是說唱體製的轉變時期，其觸角逐漸向地方性特色作展延與轉變，包括唱

詞文本「由長而短」6、表演形式「由簡入繁」、以及「題材擴大」不限敘事。由於

明清兩代時調小曲（俗曲）盛行，戲曲聲腔也呈網狀流播，於是，民間說唱結合

當地俗曲與戲曲音樂，分別在全國各地絢爛開花，發展出約四百餘說唱品種，長

江以南，有由廣義的「彈詞」分化出的蘇州評彈、廣東木魚書、福州平話、呎唱

等，以及由時調俗曲發展而成的小型說唱，如：揚州清曲、四川清音。至於盛行

長江以北的「什樣雜耍」中，則包括了說、唱、變、練各類表演，其中，「說」與

「唱」有評書、子弟書、大鼓書、牌子曲、時調、琴書、漁鼓道情、相聲、滑稽、

雙黃、太平歌詞、數來寶、拉洋片等說唱節目，「什樣雜耍」中雖有變（變戲法）、

練（抖空竹等各類特技）雜技，但仍以說唱節目為主。

綜觀我國歷代各期說唱名稱，並未見稱之為「說唱」或「說唱藝術」者，雖

然宋代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妓樂」條有「說唱」二字連用的記載：

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城有女流熊

保保及後輩女童皆效此，說唱亦精，于上鼓板無二也。

文中「說唱諸宮調」、「入曲說唱」、「說唱亦精」等，實際上以動詞來說

明受詞「諸宮調」這種表演形式。

到了元雜劇《風雨像生貨郎旦》，劇中貨郎旦自云「二十四回說唱」，開始將

「貨郎兒」表演形式以「說唱」稱之：

（小末云）你這裡有什麼樂人耍笑的，喚幾個來服侍我，我多有賞賜與他。

（驛子云）我這裡無樂人，只有子妹兩個會說唱貨郎兒，喚將來服侍大人。

……（刪節）

（副旦云）這一樁事編成二十四回說唱，……（刪節）

此處「說唱貨郎兒」的「說唱」二字，也是動詞，表演的形式叫做「貨郎兒」，

而「二十四回說唱」則為「說唱貨郎兒」的省略，屬於動詞「名詞化」的現象，

5 唐宋流行的「說話」，到了元明出現「說書」之名，例如元‧楊朝英編《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卷
八收錄無名氏作套曲《閨世》：「折末道謎、績麻、合笙、折末道字、說書、打令、諸般樂藝都曾
領。」台北市 : 世界書局，1961 年。

6 葉德均《宋元明講唱文學》第五「詩贊系講唱文學」：「詞話一系在明清之際的北方改稱鼓詞，
又產生了小型的有唱無說的『段兒書』。」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8 年 5 月出版。清代以後，許多
長篇說唱分化出以唱為主的小型「段兒書」，如：各類大鼓書就是『摘唱』長篇鼓詞或濃縮編成
的，彈詞也發展出只唱無說的「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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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真如今日所謂「說唱藝術」作為專有名詞之用，但確實成為明代「說唱詞話」

名稱之濫觴。例如：明‧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稱西廂記諸宮調為「說唱本」7。

（一）第一批以「說唱」為名的作品

明中葉成化年間首度出現了一批以「說唱」為名的作品8，被稱為「說唱詞話」，

它是元明兩代承襲唐代變文體製、說唱並重的形式。「詞話」一名始於元初，元世

祖時期大都附近的農村就有詞話的表演，廣受歡迎，但只准職業樂戶演出，一般

農民與良家子弟學習散樂、搬演詞話，是被禁止的。現存「詞話」文本除了《大

唐秦王詞話》與楊慎擬作的《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之外，西元1967年，上海嘉

定縣城東公社因整地而出土一批竹紙刊本，經考證為明代中葉成化七年到十四年

間北京永順堂刊印的說唱詞話十一種9，極為珍貴，為現存最早說唱詞話資料，分

別是《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傳》四集、《新刊全相唐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

《新編說唱全相石郎駙馬傳》、《新刊全相說唱包待制出身傳》（與《新刊全相說唱

包龍圖陳州糶米記》、《新刊全相說唱足本仁宗認母傳》合刊）、《新刊說唱包龍圖斷曹國

舅公案傳》、《新編說唱包龍圖斷歪烏盆傳》、《新編說唱

包龍圖斷白虎精傳》、《新編說唱包龍圖趙皇親孫文儀案傳》

（已損壞不全）、《新刊全相說唱開宗義富貴孝義傳》、《新

刊全相鶯哥孝義傳》、《新刻全相說唱張文貴傳》等十一種，

共十六篇，除了第二種《新刊全相唐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

之外，其他有九種以「說唱」為名，另一種《新刊全相鶯哥

孝義傳》封面中央刻有「新刻說唱足本詞話」字樣，足徵明

代已經開始正式冠以「說唱」作為專名了。

（二）「講唱文學」、「說唱文學」名稱的出現
西元1938年，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為俗文學作分類，分為「詩歌」、

「小說」、「戲曲」、「講唱文學」四大類，首先提出「講唱文學」10一詞，將變
文、諸宮調、寶卷、彈詞、鼓詞歸在「講唱文學」中：

第四類講唱文學。這個名詞是杜撰的，但實沒有其他更適當的名稱，可以

表現這一類文學的特質。這一類的講唱文學在中國的俗文學裏佔了極重要

的成分，且也佔了極大的勢力。……許許多多的舊式的出賃的讀物，其中，

幾全為講唱文學的作品。

西元1967年，明成化「說唱詞話」刊本出土之後，學者們大多認可將「說唱」

或「講唱」作為這類口語文學的總稱。於是，1978年葉德均著《宋元明講唱文學》

一書，就以「講唱文學」作為書名，書中第一篇云：

7 見葉德均《宋元明講唱文學》19頁引《古學彙刊何徐曲論》之語。
8 見趙景深《曲藝叢談‧談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1982 年，中國北京出版社。
9 西元 1967 年上海出土明成化說唱詞話，由上海圖書館收藏。1979 年，台灣改以《明成化說唱詞
話叢刊》。台北：鼎文書局影印。

10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將，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8 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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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文學和技藝，它們的名稱和體制異常紛紜複雜，從來沒有統一的總稱，

姑且用講唱文學來概括一切。

可見，從西元1938年到1978年這四十年間，學術界並未出現比「講唱文學」

更適合之名稱，雖然，中國大陸已在1949年定名為「曲藝」（詳見下條「曲藝的

命義」），葉德均卻堅持「用講唱文學來概括一切」；西元1979年，楊家駱在其

主編的《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11書中〈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識語〉一文，在「我

國今存詩讚系說唱文學最早刻本」句中，提及「說唱文學」一詞。西元1984年，

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12亦在「敦煌俗文學的種類」一節中，將「講唱文學」

列為四大類型之首，文中更提及「說唱文學」：

隋唐之時，有俗講僧敘述生動的佛經故事，並將佛理經義予以通俗演繹，

利用韻散結合體與說唱形式，進行講唱。……有變文、故事賦、話本、詞

文四種，為開啟後代說唱文學的先河。

於是，「講唱文學」、「說唱文學」也就成為這一脈相承、韻散結合的文體

總稱，沿用至今，也因此促成了「說唱藝術」與「說唱音樂」的產生。

（三）「說唱音樂」、「說唱藝術」名稱的出現

當說唱文學立體的展現在觀眾面前時，因它有說、有唱、有演，「說唱藝術」

與「說唱音樂」之名，應運而生。其中「說唱音樂」之名首見於西元 1981 年邱坤

良主編的《中國傳統戲曲音樂》13，書中將中國傳統音樂分為「雅樂」、「器樂獨奏

曲」、「民間器樂」、「宗教音樂」、「說唱音樂」、「地方戲曲」、「平劇」七大類，對

於「說唱音樂」的定義則為「有說有唱的敘事性音樂型式」。

至於「說唱藝術」之名，原為公視節目名稱，西元 1985 年，李師殿魁策劃主

持（與田士林先生共同策劃）公共電視小組推出「說唱藝術」節目，取名「說唱

藝術」，顯然是依歷代「說唱文學」韻散結合的特性而命名的，播出以後，影響頗

深，許多年輕朋友紛紛投入說唱藝術表演行列。從此，「說唱藝術」在台灣成為

表演藝術的一大門類。

二、「曲藝」的命義

目前台灣學界與業界所謂「說唱文學」、「說唱音樂」、「說唱藝術」，海

峽對岸的大陸，則稱之為卻「曲藝文學」、「曲藝音樂」與「曲藝」。事實上，「曲

藝」是1949年由「雜耍」改名而成，顯然，兩岸學者命名之初的涵義，並不相同，

前者是依歷代「韻散相間」的說唱文學本質而定，後者則是由清末民初「什樣雜

耍」演變而來。

雖然，這類文本與表演技藝，淵源很早，但「說唱」或「曲藝」都不是最初

11 楊家駱主編《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鼎文書局，1979 年。
12 該書為林聰明先生博士論文，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1984 年 6 月出版。
13 邱坤良主編：《中國傳統戲曲音樂》民國 70 年 11 月遠流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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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一稱謂。「曲藝」一詞，雖早見於西漢《禮記》，但其義意卻不同於今日大陸

所謂「曲藝」形式，見《禮記‧文王世子篇》14：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

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

鄭玄注云：「曲藝為小技能也。」孔穎達疏云：「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

之屬也。」戴宏森在《試談曲藝的定名》15一書中，曾考證西漢《禮記》、唐代詩

人元稹的《代曲江老人百韻》、段成式的《酉陽雜俎》、清代戲曲家李漁的《春

及堂詩跋》，其中「曲藝」一詞，或指織工小技，或為舉重、彈弓等雜技，或為

詩詞、戲曲等閒情作品，皆與說唱表演無關。

（一）兩種說法

今之「曲藝」已成為專有名詞，是大陸學界對各類口頭說唱文學、音樂、技

藝的統稱，探其命名，大陸學者說法不一，一說為西元 1949 年文學家趙樹理所命

名，另一說為西元 1946 年曹寶祿、王文瑞等老藝人共同定名。

1. 西元 1949 年趙樹理命名

西元 1949 年，北京召開「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

趙樹理、王亞平、苗培時與老藝人王尊三、連闊如等人，共同商議，由趙樹

理提出「曲藝」二字，苗培時首先贊成，王亞平、王尊三也隨之附議，從此，

曲藝一詞誕生了。在〈“曲藝”一詞是趙樹理創造的〉16一篇文章中，作者一丁

根據作家苗培時的口述，記載了「曲藝」命名的來龍去脈，茲摘錄原文片段：

1949年我國第一次文代會在北京召開，會前準備過程中，由趙樹理等籌

建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會，……趙樹理想把唱曲的（泛指說書的、說大鼓

的、說評彈的、打蓮花落的、說快板的、說數來寶的、說山東快書的），

賣藝的（泛指搞雜耍的、耍把戲的、拉洋片的、街頭賣藝的）組織起來，……

這個組織叫什麼名字呢？……趙樹理建議：「我看這樣吧！咱們要組織

的這個協會，多指唱曲的、賣藝的，就叫“中國曲藝研究籌備會”把所有唱

曲的、賣藝的統統組織到曲藝研究會裡，這個會就成為他們的家，給他

們指方向、提供演唱材料、解決實際困難。

該文記載之“中國曲藝研究籌備會”正確全名應為「中華全國曲藝改進會籌

備委員會」17，趙樹理被選為該會副主任委員，他創立「曲藝」之名，亦為文

學藝術界認可。

14 見漢‧鄭玄註《禮記卷第六‧文王世子第八》，校相臺岳氏本，新興書局 1972 年 2 月版。
15 收錄於《曲藝藝術論叢》第七輯，中國曲藝出版社。
16 原載於《趙樹理研究》1991 年第 3 期。
17 見 1950 年 3 月新華書局出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附錄「中華全國曲

藝改進會籌備委員會」工作人員名單，其中王尊三為主任委員，趙樹理、連闊如為副主任委員，
與王亞平、苗培時等人皆為常務委員；王亞平、苗培時又為編輯出版部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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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元 1946 年以前已有「曲藝」之名

學者戴宏森對於「曲藝」命名的緣起，則持反對看法，認為「曲藝」名

稱在此之前早已存在，並依該會候補委員劉乃崇與原「曲藝公會」理事長曹

寶祿口述，撰寫〈試談曲藝的定名〉一文，推論如下：

“曲藝”一詞在曲改會成立以前早已有了。……清末民初，北京雜耍藝人就

有自己的行會，名叫長春會。……日偽統治時期，敵偽政府查究長春會，

這個組織便改名為“北京鼓曲長春職業公會”由梅花大鼓老藝人王文瑞先

生承頭。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讓改掉日偽時期所起的名字，一九四

六年，幾個牽頭人一商量，便正式定名為“北平曲藝公會”公推曹寶祿為理

事長。年年四月十八日，公會仍組織鼓曲、評書、相聲、雜技藝人們到

藥王廟祭祖師爺。……為了找到文字根據，翻閱了解放之初的《北平解

放報》，……在五月十五日（即舊曆四月十八日），卻登出“今日曲藝節，

日場暫停，夜場照常”。「曲藝節」三字昭然在目。

該文舉出清末民初北京雜耍藝人的行會「長春會」，曾於日偽統治時期

改名“北京鼓曲長春職業公會”，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再度改名“北

平曲藝公會”，並公推曹寶祿為理事長，證明「曲藝」之名早在民國初年就

已出現。

（二）筆者的析論

筆者專訪大陸學者倪鍾之等人，並證諸相關文章，曾於拙著《說唱音樂之

帶腔研究》論文中第二章，已提出論證。茲重新整理如下：

1. 西元 1946 年以前，「曲藝」為「雜耍」的代名詞

所謂「雜耍」，是清末民初說唱表演與雜耍技藝的合稱，如：清光緒年

間震鈞在《天咫偶聞》書中，即有「雜耍」的記載：

余齠年時，如泰華軒、景泰園，地安門之樂春芳，皆有雜爨，京師俗稱

雜耍。其劇多魚龍曼衍，吐火吞刀及評話、嘌唱之類，內城士夫皆喜觀

覽。

文中有「京師俗稱雜耍」句，可知其盛行於「京師」，此名稱僅侷限於

北方，清代以至民國，「說唱」節目曾經被歸在「雜耍」中，與雜技同台表

演，民初稱為「什樣雜耍」，遍及長江以北，包括說、唱、變、練，一說為

「鼓、柳、彩」18，前二者（「說、唱」或「鼓、柳」）即以子弟書、牌子曲、

鼓曲、琴書、漁鼓、評書、相聲、時調等說唱節目為主，其中，北方鼓曲音

樂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至於耍把戲、拉洋片等街頭賣藝，也都是長見的北

方民間雜藝。當時南方盛行的彈詞、評話、木魚書等，並未列入，因此，「雜

18 見《中國曲藝志‧北京卷》記老藝人霍連仲所知嘉慶年間八角鼓的情況：「初期八角鼓包括鼓、
柳、彩，鼓指的是彈打著八角鼓演唱的各樣岔曲，以及曲頭與曲尾之間插入一個牌子的棗核兒，
插入幾個牌子的腰截兒，數人演唱的群曲兒，……柳指唱曲兒，主要是唱馬頭調，彩是指變戲
法兒俗稱“古彩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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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無法成為全國性說唱表演的總稱。

至於上載兩種說法並不衝突，「曲藝」命名之源，二者皆有人證，唯後者提

出《北平解放報》上的「曲藝節」，實為有力的物證，不過，戴宏森所指的「曲

藝」之名，應為「雜耍」的代名詞，在其〈試談曲藝的定名〉文中的「東安市

場」，是當時北平的遊樂場所，《北平解放報》的廣告所記載著1949年5月15日
曲藝節演出的『高尚雜要』，是由十五位曲藝藝人（包括雜技藝人）聯合演出。

此外，由北京雜耍藝人成立的「長春會」，後改名「北京鼓曲長春職業公會」，

是「北平曲藝公會」的前身，前後兩會的負責人王文瑞與曹寶祿，又分別為梅

花大鼓、八角鼓資深藝人，可見當時的「曲藝」範圍僅限「北方鼓曲」，換句話

說，1946年「北平曲藝公會」成立以前的「曲藝」範圍僅限「北方雜耍」。

2. 西元 1949 年趙樹理命名「曲藝」，未顧及「散說」部分

趙樹理等人在 1949 年籌備「中國曲藝研究籌備會」時，把原本屬於「雜

耍」中的「說、唱、變、練」表演技藝，統稱「曲藝」，也就是所有「唱曲的」

與「賣藝的」，將「說唱」為主的大鼓、小曲、快書、蓮花落、說書、評彈等，

都列入「曲」，又把街頭賣藝的「變」（戲法）、「練」（特技、抖空竹）等技藝，

列為「藝」，既包括了「說評彈的」，可知當時的「中華全國曲藝改進會籌備

委員會」的「曲藝」一詞，範圍擴大了，涵蓋各地說唱與雜技，不過，似乎

並未顧及「只說不唱」的「散說」部分，雖然「說書」類別中，有些仍然說

唱並重，如：福州評話，至於如北方評書、揚州評話等，早已「只說不唱」，

不應屬於「曲」，趙樹理等人最初命名「曲藝」時，思慮似乎有欠週密，並未

考量說唱中的散說部分；直到 1953 年第二次文代大會時，「曲改會」改名「中

國曲藝研究會」，曲藝範圍則自「說、唱、變、練」中刪去「變、練」，僅餘

「說」與「唱」，同時又補入相聲，如此一來，「曲藝」之名更不適合「說書」、

「相聲」，但卻正巧與台灣學者所謂「說唱藝術」的內容，不謀而合。

因此，筆者以為「曲藝」之名作為口頭說唱表演，確實在 1946 年以前、

甚至更早的民國初年即已存在，但指的僅是北方「雜耍」的另一個名稱，「曲

藝」首次被大陸學者作為全國性表演藝術的總稱，仍應始於 1949 年。

總之，「說唱藝術」是因說唱文學的立體呈現而得名，「曲藝」則是由雜耍的

說唱變練發展而來，它們命名的來由不同，最初內容也有出入，雖然二者目前已

經相通，但「曲藝」一詞中的「藝」（雜耍技藝）今已刪除，說書類與滑稽相聲類

亦不屬於「曲」，當「曲」、「藝」二字連用後，容易產生「曲」之「藝術」的新義，

反倒更適合專指「說唱音樂」，而舉凡說書、講古、相聲等以散文進行者，冠以「曲

藝」之名，似嫌名不符實。雖然，大陸各地設有「曲藝」為名的單位與團體，已

達數十餘年之久，「曲藝」已是約定俗成的專有名詞了，但不可否認，就字面意義

來看，「曲藝」似不如「說唱藝術」來得貼切，「曲藝文學」當然也就無法與「說

唱文學」劃上等號了，這也就是近年許多大陸相關論著也開始用「說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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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倪鍾之《中國曲藝史》第一章為「古代藝術中的說唱因素」，文中常出現「說

唱」一詞；又如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滿族說唱文學》、北京吳文科著有《說

唱義証》、北京衛淩著有《河東民間說唱研究》等。

參、說唱文學的文體結構

「韻散結合」是說唱文學的基本文體，也是說唱文學所以命名為「說唱」的

主要因素，它的形成已於本文前述，例如先秦「孕育期」瞽矇說書已有韻文與散

文交互出現的情形，它以樂器搭配故事說唱，證明已有「韻文」部分，其文體雖

以散文敘述，但對話則多以韻文為主，玆舉《逸周書‧太子晉解篇》為例：

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三窮，……師曠見太子，

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

一言。」

文中敘事部分為散文，師曠與太子的對話中，下句的「山」、「安」、「言」則

用同一韻轍。這種諷諫式的作品，還有《荀子‧成相篇》、秦簡《為吏之道》等，

都具備了說唱文體的雛形。

唐代俗講變文就是因「韻散結合」而讓說唱文學正式成型的，此後，宋代鼓

子詞、諸宮調、元明詞話、明清鼓詞與彈詞等，都是因「韻散結合」而成為說唱

文學的主流。不過，在歷代說唱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偶而也出現「只說不唱」與

「只唱不說」的形式，但它們的母體是「說唱互用」的，都是從「韻散結合」的

基本文體演化而來。

為便於文體分析，筆者將韻散相間、有說有唱的基本文體稱為「講唱體」，而

將散文為主的「只說不唱」稱為「散說體」，韻文為主的「只唱不說」則稱為「韻

唱體」，後二者容於下節再述，本節將針對說唱文學的基本文體「講唱體」，分析

其「韻文」與「散文」結合的方式，以及「韻文」結構。

一、韻散結合的方式

對於歷代說唱文學「韻文」與「散文」的結合方式，葉德均在《宋元明講唱

文學》中將它分為「複用」、「連用」與「插用」三種方式19：

第一是先用散文敘述故事一段，再用韻文重複敘述或歌詠、讚頌一番，這

是「複用」。……

第二是韻文和前後散文啣接地應用，是承上啟下的，和前面散文連接而不

是重複，這是「連用」。……俗講中《伍子胥變》、《目連變》一類變文是最

先採用的。

19 葉德均《宋元明講唱文學》第一節「講唱文學的一般情形」第五頁。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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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為了增加歌唱部分或『游詞餘韻』的「插用」，它不是不可缺少的部

分，而插入進去用它來抒情、寫景，藉以增加聽眾興趣的。

（一）複用

韻散夾雜並用的文體原本出現在佛經裡，通常在散文敘述之後，再用韻文重

述一遍，唐代變文就是這種文體傳到中國以後形成的新興文學，也是唐代寺院對

民眾講經（俗講）的底本，宋代鼓子詞、諸宮調等說唱文學，是變文體裁的承襲

者，其「韻文」與「散文」的進行方式皆屬於「複用」。茲以現存《西廂》說唱文

學中的重要代表作品「鼓子詞」與「諸宮調」各舉一例，作為「複用」的映證，

下文摘自宋‧趙令畤《崔鶯鶯商調蝶戀花鼓子詞》20：

是夕，紅娘復至，持彩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

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扶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奉勞歌伴，

再和前聲：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牽繫。

青翼驀然來報喜，花箋微諭相思意。

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

花動拂牆紅萼墜，分明疑是情人至。

再舉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21為例：

此本話說：唐時這個書生，姓張名珙，字君瑞，西洛人也。從父宦遊於長

安，因而家焉。父拜禮部尚書，薨。五七載間，家業零替，緣尚書生前守

官清廉，無他蓄積之所致也。珙有大志，二十三不娶。

【仙呂調】〔賞花時〕西洛張生多俊雅，不在古人之下，苦愛詩書，素閒

琴畫。德行文章沒包彈，綽有賦名詩價。選甚嘲風詠月，擘阮分茶。平

日春闈較才藝，策名屢獲科甲。家業彫零，倦客京華，收拾琴書訪先覺。

區區四海遊學，一年多半，身在天涯。

【尾】愛寂寥，耽瀟灑，身到處他便為家，似當年未遇的狂司馬。

（二）連用

所謂「連用」即韻文與散文的內容是銜接的，二者共同組成故事敘述，缺少

其一，故事就無法連接，葉德均認為最先採用「連用」的是俗講《伍子胥變文》

與《目連變文》等，茲舉《伍子胥變文》22片段如下：

子胥哭已，更復前行。風塵慘面蓬塵映天，精神暴亂，忽至深川。

水泉無底，岸闊無邊，登山入谷，遠洞尋源，

龍蛇塞路，拔劍盪前，虎狼滿道，遂即張弦。

餓乃蘆中餐草，喝飲巖下流泉。

丈夫讎為發憤，將死由如睡眠。

20 收錄於《西廂記說唱集》。明文書局，1981 年。
21 摘自《西廂記》董王合刊本。里仁書局，1981 年。
22 抄錄于王重民、周一良、啟功等編《敦煌變文集七十八種》，世界書局 1961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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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中忽過一家，遂即叩門乞食。有一婦人出應，遠蔭弟聲，遙知是弟子胥。

切語相思，慰問子胥，減口不言。知弟渴多時，遂取葫蘆盛飯，並將苦苣

為虀。子胥賢士，逆知問姊之情，審細思量，解而言曰：「萌爐盛飯者，

內苦外甘也。苦苣為虀者，以苦和苦也。義含遣我速去，遠去不可久停！」

使即辭去姊問弟曰：『今乃進發，欲投何處？』子胥答曰：『欲投越國。

父兄被殺不可不讎，阿姊抱得弟頭，吱咽聲嘶，不敢大哭，嘆言：『痛哉

苦哉！自模槐槌，共弟前身，何罪受此孤悽！』

曠大劫來有何罪，如今孤負前耶孃。

雖得人身有富貴，父南子北各分張。

忽憶父兄行坐哭，令兒寸寸斷肝腸。

不知弟今在何處？遣我獨自受悽惶。……

明清以後，各地出現不同風格的說唱，大多由長篇趨向短篇，於是「有說有

唱」、「只說不唱」、「只唱不說」三種形式才出現並駕齊驅的情況（詳見本文第肆節「說

唱文學的變體」）。目前蘇州評彈、福州伬唱、台灣唸歌等仍保留著說唱並用的表演形

式，而且都只用「連用」的方式。例如：蘇州評彈由「唱」、「表」、「白」三大部

分組成，「表」是用說書人口吻敘事，包括「說表」與「唱表」。「唱」是韻文，僅

指故事人物與人對話或表達心聲的歌唱，至於彈詞說書人敘述故事的「唱」，則歸

屬於「表」。「白」是散文，也就是「說」，指的是故事人物的對白或獨白。茲舉范

林元、馮小英對唱《三笑‧梅亭相會》23片段為例：

（說表）唐伯虎今朝攙著秋香的手，可謂運氣交得足又足。為啥呢？因為

秋香的手是很名貴的，尤其在現在這個冬天季節，秋香的手藏在

衣袖裏，你看都看不到的，莫說讓你攙呢！為什麼這樣說？不是

有句諺語說”秋收（手）冬藏”嗎，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呀！所以

說唐伯虎今天攙到秋香的手，是運氣好得不能再好了。現在將秋

香手攙住了，讓她的腳站在假山上站穩了才放心。

（唐白）姐姐，如今不妨事了！

（說表）唐伯虎與秋香，兩人在花園中相會，這時手攙手一路往花街而來。

（唐白）啊，姐姐！今日與你花園中相會，真是天賜之有緣。可能夠請姐

姐輕移蓮步，我們到那廂綠梅亭中談談衷曲可好？

（秋白）嗯！是！

（唱表）他們花街同步手相攜，此刻秋姑紅兩頰。

（唐白）姐姐，如今我們兩人倒好有一比！

（秋白）好比什麽？

（唐唱）你好比一西施，我好比一范蠡，與你相逢同伴到浣紗溪。

（秋唱）哥哥啊！你是才學廣，貌整齊，你理應誇口來比陶朱。小妹奴

是人蠢俗，腹又愚，效顰怎敢學姣姬？

23 收錄《薪火相傳—說唱藝術之妙》DVD 第四集「音樂篇」，蘭之馨文化音樂坊，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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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台灣說唱「唸歌仔」，即屬於「有說有唱」或「以唱為主」的說唱藝術，

包括長篇敘述故事的「長歌」24與勸人為善的「勸世歌」，台灣早期傳統式唸歌以

唱為主，通篇韻文，演唱者通常手抱月琴、自彈自唱，代表藝人有陳達、阿丁仙、

吳天羅、汪思明、呂柳仙、陳寶珠、陳清雲、黃秋田、蔡金聰、張萬年、吳天羅、

吳同月、邱鳳英、張新傳、陳冠華等人；後來發展出的改良式唸歌，有說有唱，

代表藝人有楊秀卿與楊再興夫婦，他們的演唱被稱為「口白歌仔」，其「說白」與

「歌唱」的進行方式也是「連用」。摘錄楊秀卿演唱《周成過台灣》25片段為例。

（說表）現在要唱的就是周成過台灣，這是在一百多年前的事情，在泉州

周家村，周成聽說台灣真正好光景、好時機，離別了家鄉，要來

台灣賺錢，他的妻子是真正多情又有義，典當衣裳讓他做為船錢，

誰知後來周成為了台灣的郭阿麵，忘家棄妻，拋妻棄父，當時，

他的父親為了這個兒子而被氣死。如今，月里千里迢迢地，借到

船錢，要來台灣找她的夫婿，然而，周成是否肯和她相認呢？

（唱表）月里想到此真不甘願，特借船租過台灣，

（里唱）斬頭短命你敢給我變樣，我見面就要和他吵、就要和他吵哪！

（說表）表哥聽了就勸她。（白）哎呀！我勸月里你得想想，台灣那個地方

你是從來不曾去過，做女人就要溫柔一點，不要這樣七恰五巴，

引起你的夫婿生氣不高興。

（白）真是多謝，那麼我要走了，請了！

（唱表）躊躇想著心頭悶，揹兒泉州來搭船

（里唱）悽慘歹命嚇死我，揹兒台灣找夫君

（唱表）坐在船上喉哽咽，左肩揹著他兒子

代工開船快如箭，來到滬尾才靠岸

（里唱）唉！船兒來到滬尾港，看著江水白茫茫

台灣不知半樣事，要到何時見到我親夫？

（唱表）滬尾棄船就探聽，沒錢坐車路就得要走

（里唱）沒人像我這麼歹命，何時會到大稻埕

（唱表）來到滬尾錢用完，小兒沒吃肚子餓

想要乞討又怕丟臉，小兒餓得受不了！受不了！

（三）插用

第三種是「插用」，大多放在篇首作為「入話」之用，葉德均在書中舉京本通

俗小說《碾玉觀音》篇首入話的十一首詩詞與嘉靖刊本《水滸傳》每回開首的一

段詩讚為例，並說：

這類的插用也是講唱文學中常見的方式，但性質上卻不能和上述兩種方法

混而不分，它只是像衣服和人身一樣可多可少的。

24 長歌演唱以「歌仔簿」為藍本，通常七字一句、四句一葩，演唱歌詞多為長篇故事，因而得名。
25 收錄《薪火相傳—說唱藝術之妙》DVD 第四集「音樂篇」，蘭之馨文化音樂坊，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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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入話」，說書人稱為「得勝頭迴」，是敘述正文之前的引子，有的是一

段與正文相似或相反的故事，有的則用詩詞作引，葉德均所謂「插用」即屬於後

者，而且，該書僅針對明代以前說唱文學體制作分析，從宋人話本到明初詞話，「插

用」的現象確實常見，不過，明末清初以後的說唱大多由長而短，正文前漸漸少

用「入話」，韻文「插用」的情形也隨之減少，倒是清代說唱文學「連珠快書」通

常於開頭先有一首七言八或十句的「詩篇」，與「子弟書」形式相近，或亦屬於「插

用」方式的遺形，茲舉連珠快書《舌戰群儒》26為例：

（例證） 連珠快書《長坂坡》（片段）

〔詩篇〕事事忙忙總成空，勸君何必苦相爭，

太公穩坐把魚釣，李廣開功射賓鴻。

釣來釣去魚在水，射來射去雁在空，釣射之人影無蹤。

(一落春雲板) 表得是長勝將軍趙子龍，扶保玄徳奔江陵，……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將變文的韻散夾雜構成方式也分為三種：

一、先用散文講述故事，再用韻文歌唱，如維魔詰經變文的持世菩薩卷和

降魔變文等。

二、只用散文作為引子，主要是以韻文來詳細的敘述，……如大目乾連冥

間救母變文。

三、散文韻文交雜並用，不可分開，成為一種混合的形式，如伍子胥變文。

其中第一種與第三種即「複用」與「連用」，唯獨第二種「以散文作為引子」

雖然與用詩詞作引的內容相反，但其「插用」的方式卻相類似。

總之，「複用」乃散文與韻文的敘事內容是重複的，為了怕聽眾聽不懂唱詞，

所以，先用通俗的散文敘述概要，再用韻文演唱，表現技藝，鼓子詞、諸宮調、

寶卷多用這種方法。「連用」則是散文與韻文的敘事情節是相連接的，少了任何一

部份故事就接不起來，這種方式最初用於變文，明代以後的詞話、彈詞、鼓詞，

幾乎都用這種方法。近代說唱文學以簡代繁，更是不再出現「複用」了。至於「插

用」無關故事敘述，只用來抒情、寫景或議論，可有可無，但可作為故事題綱之

用或增添不少韻文的美感。

二、說唱文學的韻文體制

說唱文學的「韻文」唱詞，可分為「詩讚系」與「詞曲系」（又稱「樂曲系」），

葉德均《宋元明講唱文學》第一章節「講唱文學的一般情形」云：

就韻文的文辭和實際歌唱來考察，可以區別為樂曲系和詩讚系兩大類。

「詩讚系」與「樂曲系」對應於說唱音樂則有「板腔體」與「曲牌體」的區

別。

26 見陳錦釗《快書研究》附錄，摘自文明大鼓書詞 18 冊《舌戰群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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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詩讚系

唐代的俗講變文、宋代至元明的陶真、元明詞話、明清彈詞、鼓詞、寶卷……

等，都屬於詩讚系說唱文學，葉德均《宋元明講唱文學》說：

詩贊系一類源出唐代俗講的偈讚詞，……俗講以後的大部份講唱文學都用

詩讚體，如宋元明的陶真、元明的詞話、明清的彈詞、鼓詞，和現在的各

類講唱文學。它是講唱文學中應用最廣、源流最長的一種形式。

林聰明在《敦煌俗文學研究》書中分析變文的句法，以七言為主，屬於「詩

讚系」說唱文學，不過偶有六言、五言或「七言夾雜三言」（即三三七句式，或稱

六七韻句）形式，如《無常經講經文》通篇四百五十六句韻文皆為此種句式，《破

魔變文》也穿插這類句法：

纔坐定、震天宮，故知聖力遍無窮。

魔王登時觀下界，方知如來出世中。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講經文》亦有：

黃金座、紫金台，一法門中萬法用。

假設虛施皆不用，真言實語唱將來。

這種「三、三、七」的六七韻句，與後來的數來寶句式完全相同，如：

打竹板、進街來，一街兩巷好買賣，

也有買來也有賣、各樣的幌子與招牌，

金招牌、銀招牌，哩哩拉拉的掛起來，

這兩年、我沒來，聽說掌櫃的發了財，

掌櫃的發財我沾光，您吃餃子我喝湯。

唐宋詩讚系說唱文學多以七言為主（包括減字或增字現象），元明說唱詞話則

產生了十字句，稱為「攢十字」，楊慎擬作的長篇《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第一段

自稱：「今將歷代史書大略，編成一段『攢十字』詩詞。」該書全篇分為十段，每

段以『西江月』等詞調或詩引出韻散相間的詞話，韻文部分則為『三、三、四』

十字句詩讚，如：

盤古氏一出世初分天地，至三皇傳五帝漸剖乾坤，

天皇氏定干支陰陽始判，地皇氏明氣候序列三辰，……

「攢十字」最初是以『三、三、四』十字句組成的唱詞，也就是「三、七」

句式。元明的說唱詞話，到明中葉以後發展出鼓詞與彈詞兩大系統，唱詞句式也

承襲了詞話的七言與攢十字，尤其以「鼓詞」為甚，完全承襲了詞話的弦索伴奏、

鼓板節拍及十言、七言兩類詩讚句式。後來鼓詞發展出的「大鼓書」、「子弟書」，

也大量運用，而且將『三、三、四』句式作了靈活變化，除了加襯字之外，同時

也出現「三、四、三」句式，如清代子弟書《憶真妃》：

洒窗欞點點敲人心欲碎，搖落木聲聲使我夢難成，

噹啷啷驚魂響自簷前起，冰涼涼澈骨寒從被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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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三、四、三」句式之外，子弟書《憶真妃》也同時出現「三、三、

四」句式：

再不能、太液池、觀蓮並蒂，再不能、沈香亭、譜調清平。（三、三、四）

再不能、玩月樓頭、同玩月，再不能、長生殿內、祝長生。（三、四、三）

這種「攢十字」已成為這一脈相承的詩讚系說唱文學重要唱詞結構，成為「板

腔體」說唱音樂的基礎。所謂板腔體是在特定的腔調基礎下作板式變化而完成的

音樂結構，運用依字行腔、依情變換板式速度或調性的手法來創作，多見於鼓曲

類、彈詞類、部分道情類、琴書類……等說唱曲種。此篇子弟書《憶真妃》後來

被奉天大鼓朱璽珍改名為《劍閣聞鈴》演唱，駱玉笙又改為京韻大鼓唱腔，其板

式節奏也依唱詞結構，唱出「三、三、四」或「三、四、三」音節形式。

（二）詞曲系

詞曲系說唱文學又稱為「樂曲系」，最早以宋代的鼓子詞、諸宮調為代表，發

展到明清牌子曲、鼓子曲、清曲等曲牌體說唱音樂，葉德均《宋元明講唱文學》：

樂曲系一類是採用樂曲作為歌唱部份的韻文，它們的特點是每首樂曲各有

不同的樂調（詞調或曲調），句式是由樂調（牌子）決定的。

所以，樂曲系說唱文學的句式取決於所運用的樂調，通常是長短句式，依辭

情內容，選用聲情適合的曲牌，按曲填詞。說唱音樂的「曲牌」，它的來源包括唐

宋的詞牌，以及宋元以來的南北曲和民間時調俗曲。說唱音樂結構中的「曲牌體」

就是以「曲牌」為基本單位構成的音樂形式，依辭情內容，選用聲情適合的曲牌，

按曲填詞。例如：前引宋‧趙令畤《崔鶯鶯商調蝶戀花鼓子詞》就是用〔商調蝶

戀花〕詞牌作為樂曲，而元代《天寶遺事諸宮調》則用北曲。明清以後的樂曲系

說唱則多用時調或俗曲，茲舉馬增慧演唱單弦牌子曲《金山寺》為例：

〔曲 頭〕遊湖借傘牽紅線，白娘子與許仙結下了良緣，

可恨那金山寺的法海，要把情絲斬斷，

才引出來水漫金山，在民間流傳。

〔數 唱〕白娘子悶坐在房中，一陣陣的長吁短歎，

怨只怨許官人不聽我的良言，才被法海軟禁在金山，……

〔剪靛花〕白娘子對青兒細說一遍，許官人被法海留住不放還，

要助他看破塵凡，哎哎喲！拆散了我們好姻緣。……

〔羅江怨〕咱姊妹一同前往遘奔金山，

青兒說你身懷有孕，怎能夠涉水登山？

倘若是對壘交鋒，你可怎--你可怎能夠交戰？

白娘說無妨無妨，你莫把心擔，快收拾行裝莫要遲延，

急忙取出我那三--我那三皇寶劍。

她二人腳駕祥雲，煞時間來到了金山寺裡邊，……

〔小磨房〕呔！青兒怒衝冠，有語把話言，

說和尚別跑！和尚別跑！回過手來抽寶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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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鑼北鼓〕傻和尚喊連天，尊長老快出來看哪！

今兒咱們廟裡透著有點兒亂，來了兩個女子她找許仙，

掄寶劍往下她就砍，哎喲師父哎！

您說砍掉了腦袋還拿什麼吃飯呢？

〔怯快書〕啊！法海他站立院中留神看，見兩個美貌女子站殿前，

口中不住把那善哉唸，阿彌陀佛！他唸了幾番，……

〔流水板快書〕把一個多情的白娘就困在了中間。

白娘子手持寶劍抬頭看，無數的天兵天將站立在雲端，

正東方楊二郎撒下了嚎天犬，正南方哪吒手持乾坤圈，

正西方韋馱手持著降魔杵，正北方赫虎玄壇舉鋼鏈，

正中央李天王手扥寶塔懷抱令旗和令箭，氣勢熊熊抖威嚴，

又只見正東正南正西正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

東南西北四面八方，擺下了一座連環陣，……

這就是水漫金山頭一段，

到後來白娘子與許仙夫妻團圓在斷橋前。

由說唱文學的兩大韻文系統「詩讚系」與「詞曲系」（或稱「樂曲系」）發展

而成的說唱音樂結構，分別為「板腔體」與「曲牌體」，不過，板腔體與曲牌體說

唱音樂，在不斷的求新求變中，偶有相互交流、產生了混合使用的現象，包括兩

者並重的「混合體」，以及「帶腔現象」，所謂「混合體」是二者並重的說唱音樂

結構，板腔音樂與曲牌音樂兩種唱腔在該曲種中是不分主從的。例如：明代寶卷

唱詞同時採用詩讚系攢十字以及當時流行的俗曲曲牌，如〔駐雲飛〕、〔清江引〕、

〔黃鶯兒〕、〔紅繡鞋〕、〔掛金索〕、〔五供養〕、〔耍孩兒〕等。近代說唱中湖南絲

弦基本曲調則包括板子絲弦（板腔體）與牌子絲弦（曲牌體）兩大類；「四川揚琴」

原屬板腔體，後來發演變成以正調與越調為基本曲調，正調（即大調）唱腔屬於

板腔體音樂，越調（即小調），唱腔屬於聯曲體音樂，所用的曲牌是吸取四川清音、

民間小調組成的，已成「混合體」。又如四川清音包括「聯曲體」、「單曲體」、「板

腔體」三種形式，也屬於「混合體」，此外廣東粵曲、蘇州灘黃等，音樂結構都屬

於板腔曲牌混合體。

「帶腔現象」27是指唱腔音樂在創作發展過程中，常吸收民歌、戲曲與其他音

樂素材，產生「橫向借鑒」的創作現象，這種現象在說唱音樂中極為普遍，淵源

也很深，如：宋代諸宮調的〔賺〕、元明詞話（板腔體）中的曲牌，以及《老殘遊

記》寫白妞說鼓書「裝」進了崑腔、小曲等許多唱腔，李家瑞在《北平俗曲略》

書中說「內行家稱為帶腔」28，後來京韻大鼓鼓王劉寶全的帶腔，為人稱道。筆者

在《說唱音樂之帶腔研究》中為它下了定義：

27 詳見王友蘭《說唱音樂之帶腔研究》碩士論文。
28 見李家瑞《北平俗曲略》頁 5，文史哲出版社 1933 年初版、1974 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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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唱音樂唱腔進行中，偶而吸取它種音樂素材，以插入或融入的方式，創

作具有美化作用、卻與主腔音樂風格不同的新腔，謂之『帶腔』。

雖然，說唱音樂中「混合體」或「帶腔現象」並不普遍，仍以「板腔體」與

「曲牌體」為主要結構，但為了因應混合體或帶腔創作的需求，說唱文學「詩讚

系」與「詞曲系」兩大韻文系統的交流或合併情形，勢所難免。

三、說唱文學的散文句法

說唱文學為口語文學，這種口語化的通俗散文，正是說唱文學的風格，如唐

代變文文體中的散文，多以通俗淺顯、接近口語的文言為主，便於民眾以聽覺明

瞭變文內容，詞藻較少修飾，如《太子成道經》：

是時夫人誕生太子已了，無人扶接。其此太子東西南北各行七步，蓮花捧

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隨著時代語言變化與地區俚語的運用，說唱文學的通俗性成為一大特色，茲

舉陳蔭堂揚州評話《武松打虎》29為例：

……老虎前爪一懸、後足一蹬，「嘛！」就朝上竄，竄上來以後，兩個前

爪就認定武松左右肩頭，就往下撲，撲著了，骨斷筋崩，武二爺呢？武二

爺這刻人把右腳朝左邊這一滑，讓了，喊了一聲「好！」這一聲好，老虎

就撲空了。……武二爺把右腳一懸，腳後跟認定老虎的右眼睛骨就踩，

「著！」「嘛！」武二爺把右腳一懸，再一看，好！二目失明了。老虎兩

個眼睛都瞎了，武松心裡高興了，嗯！我看你這瞎老虎如何吃人？右拳這

一勒，認定老虎右邊耳門子，把吃奶的力氣都拿出來了，「著！」只聽見

「嘛！」可憐這聲沒喊出來，只看見就在老虎的左邊耳門子「嘶！」竄出

一樣東西，有一丈多長，就和大紅絲線彷彿，怪怪！老虎耳朵裡開絨線店

啦？不是線，這是血--淤血，這個又不對了，武松打老虎剛才這一拳打的是

牠右邊耳門子，血應該從右邊出來，怎麼會從左邊冒出來呢？哎！那曉武

松這一拳用力過猛，把老虎右邊耳門子打得閉塞起來了，這個血從大門出

不來，從後門滑出來了，這一拳砸下去以後，老虎淤血，武二爺再把老虎

望望，不動啦！……

這段《武松打虎》把緊張嚴肅的打虎畫面，說得滑稽詼諧，表現說唱文學的

通俗趣味。不過，說唱文學的散文詞藻偶而也會出現駢文儷句，尤其是在敘事中

必須寫景、抒情、狀人時，再如：唐代變文《王昭君變文》30：

單于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計尋方，千般求術，縱令春盡，命也何存。……

單于脫卻天子之服，還著庶人之裳，披髮臨喪，魁渠並至。曉夜不離喪側，

部落豈敢東西。……一百里舖氍流毛毯，踏上而行；五百里舖金銀胡瓶，

下腳無處。

29 收錄於《薪火相傳—說唱藝術之妙》DVD「故事篇」，蘭之馨文化音樂坊，2005 年。
30 摘自楊家駱主編《敦煌變文》頁 103，台北市：世界書局，19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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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計尋方，千般求術」、「一百里舖氍流毛毯，

踏上而行；五百里舖金銀胡瓶，下腳無處。」這些近似駢儷的對句，顯然出自文

人之筆，不僅能增強說話人的鏗鏘節奏、聲音表情，更有助於營造故事的氛圍，

由於駢辭儷句並非說唱文學散說部分的主要風格，後代說唱多用在韻文部分，散

說駢文幾乎消聲匿跡，但卻對後世文人參與說唱文學創作，影響極大。

肆、說唱文學的變體

說唱文學自唐代成型以後，其文體以韻散相間的「講唱體」為基本體製，直

到明代中葉，這種文體仍然是說唱文學的主流。不過，放眼清末民初近四百種說

唱，韻散並重的講唱體並非獨霸說唱文壇，與它並駕齊驅的有「只唱不說」的「韻

唱體」與「只說不唱」的「散說體」說唱形式，「韻唱體」則有各種大鼓、琴書、

時調、牌子曲、蓮花落、太平歌詞、快板書、山東快書等，「散說體」則為北方評

書、揚州評話、台灣講古、北方相聲、上海滑稽等，至於彈詞、台灣唸歌、福州

呎唱、福州評話等「講唱體」，不僅與「散說體」、「韻唱體」鼎立於說唱文學領域

中，甚至因配合時空因素有愈驅消匿之勢。既然「講唱體」是說唱文學所以命名

為「說唱」的主要因素，何以「沒有散文」的「韻唱體」與「沒有韻文」的「散

說體」表演藝術還能稱為「說唱文學」呢？

一、從「特例」到「常態」

金岡照光《敦煌的文學》一書曾推論講唱文學中純散文或純韻文的作品為「講

唱的一部分或變型」，其中「變型」一詞，即指由韻散間用的文體變為純散文或純

韻文的文體型態，筆者亦將「韻唱體」與「散說體」視為說唱文學在「講唱體」

之外的「變體」。這種變體的出現，其來有自，唐宋即有，而且從「特例」發展成

「常態」。

探究變體的產生，首先必須追溯「韻散體」說唱文學的始祖--唐代變文，「變

文」是以俗講方式傳達佛經教義，而佛經裡原本就有韻散夾雜的體裁，其中韻文

部分叫做「偈」，既能蘊含佛經的真義，又能以唱誦方式吸引聽眾、增強記憶，因

此，由佛經轉變而來的變文自然承襲了這種特殊文體，並受我國傳統敘事詩與小

說影響，才形成韻散交替的文學體裁，最初的講經文是先由「都講」引出一段散

文體經文，再由「法師」以韻文重複歌唱一遍，這種一散一韻、有說有唱的說唱

文學作品，因 1889 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打開才重見天日。

不過，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變文中，卻偶有純散文或純韻文的作品，例如收

錄於《敦煌變文集》的《舜子至孝變文》，除了末尾引詩作結之外，全篇均為散文，

又《廬山遠公話》、《韓擒虎畫本》等，則具有散說體的話本特徵；另有《董永變

文》、《季布罵陣詞文》以及《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維摩經押座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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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孝押座文》等「押座文」一類的作品，卻是通篇韻文31，針對唐代變文文體的

變體現象，學者意見分歧，大體可歸納為「流變說」、「附屬說」與「片段說」。

（一）流變說

林聰明在《敦煌俗文學研究》書中分析變文的結構，將變文體制分為三種形

式32，分別為「韻散相間的形式」、「純為散文的形式」及「以韻文為主的形式」，

並說：

唐五代的講唱，已逐漸有說白與唱文分離的現象。……

變文為俗講作品，其初以韻散相間的形式為之，然有時僅有散說或韻語，

此正文體流變的必然趨勢，吾人自不能以其沒有韻散間用，而否定其為變

文的事實。……

《敦煌變文集》中名為「詞文」或「押座文」者，皆為「韻唱體」，以「話」

或「畫本（諧音話本）」為名者，必為「散說體」，在舖敘故事的大前提下，林聰

明認為「散說體」與「韻唱體」都屬於變文範圍，只是文體有「流變趨勢」而已：

變文發展到後來，除仍沿襲講唱的風格外，更且採用中國固有的一些文體，

如詞、賦、傳、記、論、書等，舖敘故事，以娛聽眾，因而影響新文學的

發展，此實文學流變的必然現象。……33

雖然王重民在〈敦煌變文研究〉34中把話本、詞文等作品從變文中獨立出來，

卻仍承認是由變文演化而來：

有說無唱的變文，實際上已經化為話本，但較早的作品仍沿用變文，如《舜

子至孝變文》是 749 年寫本，若稍晚，也許改稱《舜子至孝話》，《廬山遠

公話》是 972 年寫本，若稍早，也許就題為《廬山遠公變》了，為什麼在

名稱上可以這樣的轉化？因為在 972 年的時候，有說有唱的變文已經衰

微，……

這種由變文「化為話本」的情形，與林聰明所謂「文體流變」基本同義。

（二）附屬說

有些學者則特別將敦煌寫本中的散說的話本、韻文的詞文等與變文的文體作

區隔，否定它們之間有承襲演化的過程，僅只借用變文之名而已。如孫楷弟在《俗

講、說話與白話小說》中認為《敦煌變文集》中有些作品並非變文而是話本，卻

「附屬」於變文：

31 參閱《敦煌變文集》第二編《舜子變》，現存兩卷，一為斯 4654 號前題「舜子變」、一為伯 2721
號尾題「舜子至孝變文」。第一編《捉季布傳文》一卷，尾題「大漢三年季布罵陣詞文一卷」。
第七編有以「押座文」為名者七首、《左街僧錄大師壓座文》一首。收錄楊家駱主編《中國俗文
學叢刊》第一集第二冊，1977 年 11 月世界書局印行。

32 參閱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四目「變文的體製」，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
助委員會 1984 年 6 月出版。

33 見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第二章第一節。
34 見倪鍾之《中國曲藝史》第三章 92 頁引文王重民〈敦煌變文研究〉文，收錄《中華文史論叢》

1998 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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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轉變風氣盛，故以說話附屬於轉變，凡是講故事不背經文的本子一律

稱為變文。

此種說法顯然把變文當作這一類文體的總稱，例如《舜子至孝變文》與擬題

《董永變文》35，雖名為「變文」，但前者類似話本，散文為主，後者實為詞文，

只唱不說，孫楷弟將它們一律視之為變文的「附屬」。

（三）片段說

《敦煌變文集》中的詞文多為七言韻文，至於《董永變文》的文體與長篇敘

事詩極為接近，也與詞文同為只唱不說的「韻唱體」，這種純韻文的作品王重民為

《敦煌變文集》校記云：

文義多有前後不相銜接處，疑原本有白有唱，此則只存唱詞，而未錄說

白。……

金岡照光《敦煌的文學》也曾推論純散文或純韻文的作品為「講唱的一部分

或變型」，其中「講唱的一部分」，即與王重民的說法相合：

即使同為變文，既有講唱的形式，亦有全以散文為主者，後者因僅注重書

寫對白部份，……因此，我們不能依現在的常識判斷，而遽下結論云：「因

為殘存的寫本為散文體，故這些作品為當時的讀物。」但我們可斷定其為

講唱的一部分或變型，此點適用於下節所敘述的韻文。

綜上所述，可知變文的韻散結合文體，早在唐代就出現「變體」現象。筆者

以為，「變文」並非「文體」的名稱，而是因佛經轉變而來的「文學類型」，所以，

因應當時俗講內容需要，不論「流變說」、「附屬說」與「片段說」三種看法孰是

孰非，都不能否定變文作品中確實有韻散結合文體以外的「韻唱體」與「散說體」

這兩種變體。

二、由「長篇」到「摘唱」

前述說唱文學除了韻散相間的「有說有唱」之外，早已在唐宋出現純韻文的

「只唱不說」與純散文的「只說不唱」了，而且在兩宋普遍應用，不過僅只曇花

一現，元明時期，唯有「韻散體」的諸宮調、詞話以及「散說體」的說話延續下

來，而貨郎兒、唱賺等小型韻唱形式，偶而被戲曲吸收36，原本隸屬說唱的獨立表

演形式則暫告沉寂。

宋代說唱繁榮景象到了清代以後才再度活躍。如：許多長篇說唱分化出以唱

為主的小型「段兒書」37，各類大鼓書就是『摘唱』長篇鼓詞或濃縮編成的，多為

35《敦煌變文集》中有些作品原無題名，由後人依故事內容而擬題。
36 元雜劇《風雨像生貨郎旦》劇中第四折插入〔貨郎兒〕表演形式，又如元雜劇《楊氏女殺狗勸

夫》與《臨江驛瀟湘夜雨》都把〔貨郎兒〕曲牌列入「正宮」演唱。另葉德均《宋元明講唱文
學》說：「賺詞的重要性，不在於它的歷史長短，而是對金元諸宮調和元代南北曲的重大影響。」

37 見葉德均《宋元明講唱文學》第五「詩贊系講唱文學」：「詞話一系在明清之際的北方改稱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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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文，以說唱音樂優美的旋律和特殊的演唱技藝來吸引觀眾；而彈詞系列的南方

說唱，仍保留韻散相間的文體，源自於唐宋「說話」的各地說書，以散文為主、

只說不唱，取材自明代俗曲或牌子曲的說唱形式，則以韻文為主、唱多說少。於

是，全國各地說唱曲種可因「韻」、「散」文體的調整，而產生「唱」與「說」的

各種組合，分為「有說有唱」、「只唱不說」、「只說不唱」三種，也就是韻散結合

的「講唱體」（如蘇州彈詞、台灣唸歌、福州呎唱、福州評話）、韻文為主的「韻唱體」（如

各類鼓曲、琴書、道情、時調）、散文為主的「散說體」（如北方評書、揚州評話、台灣講古）。

其中，「只唱不說」若依演唱特色，又可分為「夾說夾唱」、「似吟似唱」與「有韻

無曲」，「夾說夾唱」可見於多種鼓書、單弦牌子曲等，「似吟似唱」則有蓮花落、

太平歌詞等，「有韻無曲」則為有押韻卻無旋律的節奏說唱，如數來寶、山東快書、

快板書等，戴宏森在〈曲藝文學論〉38中將數來寶、山東快書、快板書、蓮花落、

太平歌詞等韻誦類說唱，一律歸之為「數唱系曲藝文學」，筆者以為無此必要，因

為「數唱」或「韻誦」都是在表演形式上與「韻唱體」說唱表演有所區別，在文

學體裁上仍然同屬「只唱不說」類，如蓮花落曲調源於唐初的〔落花〕曲子、唐

五代的〔散花樂〕與宋代的〔乞食蓮花落〕，因此，葉德均將之列在樂曲系說唱文

學，另，如數來寶的六七句式，亦可見於變文中的「七言夾雜三言」句式，當為

詩讚系說唱文學的演變。

伍、「說唱文學」文體流變的因素

「說唱文學」文體原以「韻散相間」的講唱體為主，偶有「韻唱」與「散說」

兩種變體，然而，這種變體在唐代僅為特例，到了宋代，開始發展得較為蓬勃，

清代以後居然變成「常態」，其因素可歸納為「經濟因素」、「人為因素」與「時代

因素」：

一、經濟因素

由於兩宋經濟的復甦，促成都市遊藝的繁華景象，不僅朝廷君主貴族奢侈享

樂，汴京、成都、揚州、杭州等大都市更出現不可勝數的遊藝場所，瓦舍、勾欄、

茶肆、酒樓、妓院、寺廟林立，百姓夜夜笙歌，為因應如此龐大的需求，表演技

藝形式必須多樣化，於是，原本在唐代偶而出現的「散說」與「韻唱」表演，此

時更廣泛的被應用成多采多姿的技藝，宋徽宗時代，出現前所未有的盛況，孟元

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耐得翁《都城紀勝》等記載的遊藝表演，名

目繁多，其中「韻」、「散」比例也開始改變，除了有「韻散相間」的鼓子詞、諸

宮調、陶真之外，「散說為主」的小說、鐵騎兒、講經、講史等說話家數、以及「韻

唱為主」的小唱、嘌唱、唱耍令、唱撥不斷、貨郎兒等，都占有極大份量，尤其

詞，又產生了小型的有唱無說的『段兒書』。」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8 年 5 月出版。
38 見姜昆、戴宏森主編《中國曲藝概論》第二編第一章，該書由戴宏森、馮光鈺、盧昌五、倪鍾

之分別撰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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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散說為主的「說話」，已躍升為說唱文學的主流，與鼓子詞、諸宮調等韻散結

合的說唱代表，並駕齊驅。

清代以後，由於交通發達、商業掛帥，於是，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猶如宋代

的汴京，各類說唱節目同台呈現，受時間限制必須刪短，因此，「摘唱」、「段兒書」、

彈詞「開篇」或「選段」，都成為必然的產品，加之子弟書、牌子曲、琴書、時調

等流行於城市的說唱表演，多是韻文為主的短篇唱段。至於只說不唱的長篇評書，

則在鄉鎮持續發展，反倒是韻散相間的說唱文體漸趨式微。

二、人為因素

讓「韻唱體」與「散說體」普遍發展的另一個因素，即「藝人專長」，唐代俗

講變文是由「都講」與「法師」兩位高僧合作，兩人一唱一說、各司其職、各顯

其才，但這種文體到了藝人口中，通常由一人表演，舉凡鼓子詞、諸宮調、陶真

等「韻散體」說唱形式，表演人都必須能說會唱，然而，並非每位藝人都兼具說

話的功力與優美的歌喉，於是，擅長講史、說公案等說話伎藝者，如《東京夢華

錄》記載的霍四究、尹常賣、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怒、李孝詳等知名說書

人，造成了宋代說書業的興盛，而擅於唱曲的歌伎，則紛紛以小唱、嘌唱、唱耍

令、唱撥不斷等各種雜曲技藝，帶動了兩宋說唱的繁榮。

至於清代說唱由於大都市藝人雲集，藝人相互較勁，更須展現專長、少曝其

短，因此，擅唱者「只唱不說」、擅說者「只說不唱」，如：西河大鼓原本多為長

篇大書、說唱並重，自從馬增芬以流利的口齒、花俏的唱腔表現「短段」而取勝

之後，長篇西河大鼓漸趨式微；唯有說書類的各地書場，仍保留長篇大論，近年

除了南方的福州評話、台灣唸歌之外，大多「只說不唱」了。

三、時代因素

文學、音樂、戲劇都會因為時代的脈動而有所變更，正如顧炎武《日知錄》

所云：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

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者，勢也。

文學流變是時代的必然產物，隨著時代趨勢，說唱文體產生變化，在所難免，

因此，在前述說唱「變體」產生的三種說法中，第一種「流變說」，林聰明《敦煌

俗文學研究》認為唐代變文「有時僅有散說或韻語，此正文體流變的必然趨勢。」

在說唱剛剛成熟的唐代，文體就出現部分變更，更遑論後代。

清代至民初，是說唱的「轉變期」，尤其是「文本由長而短」，在印刷術逐漸

發達、戲曲成熟蓬勃的時代，許多長篇故事情節可以透過小說或戲曲來呈現，不

必長篇大套的說唱，隨著社會型態的變遷，人們大多缺少昔日農暇的聽書時間，

再因西洋文化逐漸滲入，電視與廣播媒體呈現的文學、音樂、戲劇，必須節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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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傳統說唱幾乎瀕臨絕跡，長篇說唱生存困難，自然出現許多應景或抒情的小

段，不論題材與文體，都與說唱文學最原始的本質，大相逕庭。

陸、結語

說唱文學是說唱藝術、說唱音樂的藍本與主幹，有此主幹，方能生枝開花結

果，出現各類說唱表演藝術，反觀之，說唱文學屬於口頭文學，它真正的對象並

非「讀者」，而是「觀眾」（或聽眾），所以，它的呈現也必須伴隨著表演藝術，換

句話說，平面的說唱文學與立體的說唱音樂、說唱藝術彼此相輔相成。

由於說唱文學是因「韻散結合」的特殊文體而得名，因此，說唱並重應為說

唱表演的主流，即使歷代說唱文學體裁有「韻唱」與「散說」等變體出現，仍然

不宜喧賓奪主，在「韻散體」、「韻唱體」與「散說體」同時進行的情形下，說唱

演員往往將「說」與「唱」的技巧穿插應用，除了「講唱體」的大段說與大段唱

交叉表演之外，曾經占著重要地位的「散說體」說話藝術，至今仍有保留韻散交

叉的表演，如福州評話一直是在大段說白之後，再以敲擊鐃鈸與玉斑指作為韻唱

的伴奏樂器，至於相聲、滑稽等諧趣類的散說體說唱文學，以說學逗唱為基本功，

少不了插入「唱」的技藝，以博取觀眾的激賞。至於「韻唱體」說唱音樂經常插

入小段唸白或以「夾說夾唱」、「似吟似唱」與「有韻無曲」的方式表演，呈現與

歌曲或戲曲不同的唱腔特質。

總之，若非說唱文學這種韻散結合的特殊文體結構，就不會出現多樣風貌的

說唱音樂與表演藝術，可惜，「說唱」在中國文學史上僅佔極小篇幅，在民族音樂

的學術領域中亦非主流，一般人甚至將說唱與戲曲相互混淆，因此，本文以釐清

「說唱文學」的命義與文體特質作為拋磚石，期能引起學術界之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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