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京劇形成於十九世紀，並開始向外傳播，此一傳播風潮至二十世紀初臻於極盛。與

此同時，新興的錄音科技也於十九世紀末抵達中國。本文所探討者，即為新興科技與新

興表演藝術，彼此推助抵銷，其間交互錯雜的消長關係。隨著唱片產業的世界格局逐漸

成形，京劇成為中國市場最重要的文化商品，唱片推動了京劇的流行，京劇也推動了唱

片的流行，中國進而成為跨國公司在東亞最大的唱片製造基地。1950年代以後，海峽

兩岸分別取得唱片自製的能力，並在後續的視聽科技媒體製造業，如錄音帶、光碟，佔

有一席之地。相反地，京劇在 1950年代以後持續衰退，京劇唱片市場隨之萎縮，縱使

樣板戲風潮的「八億人民八個戲」，一度使京劇獨霸大陸地區的視聽媒體，但是仍然無

法挽回頹勢，至 2000年京劇已從流行文化，變為驚呼「戲曲危機」的古典文化代表。

透過一個世紀的紀錄，視聽媒介保留了一個戲曲劇種由流行而經典的過程。最後指出，

對於戲曲研究而言，視聽媒介資料具備前所未有的意義，擁有書面文字所無法傳達的豐

富內容，如京劇視聽媒介的演變、物質文明對京劇藝術的影響、視聽媒介對京劇典範建

立的關鍵作用、視聽媒介跨越政治對京劇「新經典」傳播所起的效用等面向，亟宜分析

探討，以加強吾人認識「科技與文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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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京劇視聽媒介的演進

本文為「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相遇—以京劇為例」系列研究之一，（註 1）

擬探討京劇與視聽媒介的關係。從唱片、錄音帶、錄影帶、CD、VCD到 DVD，

京劇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可以發現視聽媒介參與其中的作用與影響。然而科技

物質文明一路演進，京劇卻歷經了從大眾流行文化退至小眾古典藝術的過程。本

文以京劇視聽媒介之演進為主軸，兼論物質演進與京劇此一非物質文化發展之間

的交互關係。

京劇在十九世紀時形成於北京，隨著太平天國以及捻亂的結束，於十九世紀

中葉以後向外傳播，上海逐漸成為京劇的另一重心，接著向瀋陽、福建、四川、

雲南擴散。二十世紀初，京劇從北京城的地方劇種，變為全國性，甚至跨出大清

帝國，距離京劇形成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北至黑龍江，南達新加坡，都有京劇戲

班出現。京劇快速發展的原因眾多，然基本而無法排除之因素乃在新的傳播技術

進入中國。析論京劇逐步傳播之歷程，並非僅止於建構單一劇種傳播史，京劇做

為西方科技進入中國時最流行的表演藝術，其與科技之間的相生相成，足可視為

「戲曲」透過「科技」傳播，而產生與前科技時代截然不同的發展模式之重要個案，

對於近代戲曲史而言，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意義。

論及科技物質文明對京劇的影響，首先是輪船與鐵路的出現。在此之前，名

角如京劇前三傑程長庚（1811–1879）、余三勝（1802–1866）、張二奎（1814–

1860），成名後所知移動範圍僅限於直隸；十九世紀末輪船鐵路出現後，活躍於

此時的後三傑譚鑫培（1847–1917）、孫菊仙（1841–1931）、汪桂芬（1860–1906）

皆屢次搭乘輪船至上海演出。透過便捷的海陸交通，跑碼頭可以無遠弗屆，北京

的演員去上海，上海的演員到臺灣與新加坡都是常見的。時序進入二十世紀後，

甚至不必移動演員的身體，只要移動表演的影像與聲音，這便是電影與唱片的功

用。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之間京劇快速傳播，與科技的變遷息息相關。

1. 筆者與王安祈同宣讀於 2009年「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研究的新視野」國際論壇裡之〈唱片、錄音錄影、

光碟、音配像—京劇視聽資料與典範建立的物質文化角度討論〉一文為本系列研究之初步架構，而後

王安祈撰寫〈京劇名伶灌唱片心態探析〉，筆者則撰成本文，感謝《清華學報》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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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文明帶給京劇的眾多影響之中，最值得注意的乃在聲音的傳播。此項技

術恰與京劇自身以「曲」為表演重心的悠久傳統相應，如前、後三傑均以唱工自

成一派而出名，表演者如此，觀賞者亦然，北京觀眾夙有「聽戲」的傳統，在一

定程度上忽視外貌，欣賞表演，這種品味有利於延續演員的舞台生命，就算是演

員已經成了糟老頭子，只要唱工持續精進，仍是大受歡迎，例如旦角陳德霖

（1862–1930），京劇評論家張聊公說得幽默：「石頭唱腔誠美，而吾人但能閉目細

聽，偶一張目見此皺額攢眉之老人，則美之感覺瞬為銳減。」（註 2）往後，在文

字記錄上震撼人心的聲音，至此可以穿越時空的阻隔，為科技的使用者所親聆，

並且一再重複。只要出現適當的錄音科技與聽戲文化結合，即能為戲曲的物質文

化開創新局。就京劇史而言，此一適當的科技在 1877年問世，二十年後抵達大

清帝國。新式科技文明為傳播利器，然戲曲文化的另一個面向卻與之相衝突，這

一衝突，無疑記錄了科技與文化兩者關係之多元性與複雜性，雙方仍然存在抗

力。對於自己賴以維生的本事，演員抱持著相當戒慎恐懼的心態，表現在諺語上

如同：「教會徒弟，餓死師傅」、「傳外不傳內」、「寧給三畝地，不教一齣戲」等，

說的都是本事流傳出去的危險性，更何況流傳的是表演的重心：唱段；流傳方式

又是全無把握的新科技：唱片。落實於各個不同演員的身上，在面對未知的新科

技時，便產生不同的態度，不同的態度即反映在「個人掛名」的唱片上，如孫菊

仙掛名的唱片之真偽爭論。京劇唱片可說是文化與科技碰撞的例證，本文擬論述

從唱片、錄音帶、錄影帶、CD、VCD到 DVD，一個世紀以來京劇與視聽媒介

的相互關係，作為「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相遇—以京劇為例」系列研究之基

礎發端。

二、從蠟筒到唱片

1877年愛迪生發明留聲機，1890年代技術成熟，成為市場的新寵，全人類

的聽覺文化傳統即將改變。早期留聲機保存錄音的物質媒介為圓筒狀（習稱蠟

2. 張聊公，〈評陳德霖的表演〉，收於陳志明編，《陳德霖評傳》（北京：文津出版社，1998），頁 62。石頭，
為青衣陳德霖的小名。張聊公（1895–1955）名厚載，字豂子，為著名京劇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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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目前所熟知的圓盤狀唱片則是稍後的發明。蠟筒留聲機可以錄音及播放，

將蠟筒套在機器的軸承上操作即可，如愛迪生的錄音、布拉姆斯的演奏、巴爾札

克所收集的東歐民謠，都是倚靠蠟筒留聲機保存。然而無論是蠟筒或是唱盤，由

於初期錄音技術的限制，可錄音的頻寬只有三個八度，正好適合人類發聲的音

域；（註 3）錄製時間受限於二至三分鐘，無法錄製一個完整的樂章，只能容納錄

製一首歌的長度。

1897年，英國的謀德利公司（Gramophone Company）最先將蠟筒留聲機

和圓柱形蠟筒引進上海。後續的留聲機、蠟筒、唱片業務分別由謀得利公司、羅

辦臣琴行（代理歌林唱片）發行，引發清末社會社交活動的新風潮，眾人對於透

過錄音聽見自己的聲音極度好奇，而這一普遍現象在熱中京劇藝術的社群中，則

表現為錄製京劇唱段。如愛好京劇的北京同仁堂樂家，即保有京劇老生演員後三

傑之一的汪桂芬演唱的蠟筒《硃砂痣》、《捉放曹》唱段。蠟筒留聲機的效果如羅

亮生所回憶，「蠟筒放音雖低，但還清晰，仍能保持汪調真味，其咬字行腔之精

妙，使同聽的人無一不心悅誠服，並一致認為聲調品格之高，令人幾乎會產生無

從學起之感。」（註 4）這是聽見錄音的第一代人，他們認識到，錄音可以保留一

代歌唱的極則，感動千山萬水之外、千年萬載之後的知音。令人遺憾的是，現存

掛名汪桂芬《捉放曹》唱段錄音，聲音效果極為模糊。因為蠟筒的缺陷是材料容

易霉爛、變形變質，不利長期保存，難以大量生產，也不利於重複播放，播放時

音溝又容易偏斜，因此不久即被唱片取代。

1901年美國勝利留聲機公司（The 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首先

全面採用唱片，成為今日唱片界的先驅。相對於蠟筒，唱片具有的優勢是：易於

大量生產，播放簡便，重複播放次數更多，形狀扁平易於保存運送。唱片迅速成

為記錄聲音資料的主流載體，直到便利性更高的錄音帶、CD出現之後，唱片因

其勝於前者的音質音色、仍有固定的支持者，至今亦不難取得。然而唱片的質地

脆弱，稍不留神就會斷裂破損，在民國期間發行的百代唱片封套，即加以註明

3. 明譯，〈唱片錄音史：從錫箔圓筒到視聽唱片，九十五年來的回顧〉，《音樂與音響》，1（臺北：1973），
頁 109。

4. 羅亮生著、李名正整理，〈戲曲唱片史話〉，收入《中國戲曲志・上海卷》編輯部編，《上海戲曲史料薈萃》
（上海：上海市藝術研究所，1986），第 1集，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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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常年回收破損唱片，多者登門取貨」，（註 5）證實了唱片材料容易破損。

關於規格與播放方式，早期唱片有 8、10、12、16英吋等規格，收錄時間從

二到四分多鐘不等，每分鐘 78轉，稱之為「粗紋唱片」；有別於二次大戰之後

流行的「密紋唱片」，每分鐘 33.5轉，收錄時間約為之前一般粗紋唱片的四倍以

上。粗紋唱片一開始只有單面，動力來自於手搖發條，每聽兩面就要重新上緊發

條。唱針旋轉方向首先由圓心往圓周轉，稍後改成由圓周往圓心旋轉，如早期百

代鑽針唱片、片心印有「此片唱針，由外轉內」八個字。由於圓筒和圓片的形狀

有所差異，安裝蠟筒的軸承無法安裝唱片，反之亦然，說明了播放蠟筒與唱片的

留聲機是不能通用的。不過無論蠟筒或唱片，都是使用當時鐘錶所用的手搖發條

原理播放，也都是通過留聲機的唱針傳導聲音，蠟筒的「音溝」或是粗紋唱片的

「紋」，原理是讓針頭劃過溝槽，隨著針頭移動變換成電氣信號，重現聲音。也因

此，經過唱針的多次摩擦，溝槽逐漸變形，音質會逐漸失真，所以唱片是有一定

壽命的。早期唱針使用鑽針，唱片的噪音較大，且每聽一回便要更換一根唱針，

重複使用會磨損唱片。1910年代百代公司推出「金剛鑽針」，號稱不需更換，但

唱片播放時仍有沙沙聲。1920年代改用鋼針，唱片的聲音較為嘹亮清晰，噪音明

顯變小，代價是回到勤於更換鋼針。例如臺灣古倫美亞唱針每盒有 200支唱針，

售價五角。（註 6）

如前所述，新的視聽媒介迅速走進家庭的社交宴會。1989年的《忘山廬聆

曲日記》有絕句詠留音器：「舊聞聲是無常物，氣浪搖空過不停。誰遣伶倫造奇

器，封藏萬籟鬥乾靈。」（註 7）對錄音功能表示好奇與驚訝。1906年出版的《滬

江商業市景詞・留聲機器行》也吟詠：「買得傳聲器具來，良宵無事快爭開；邀

朋共聽笙歌奏，一曲終了換一回。」揆其文意，明顯是私人聚會，詞中的「傳聲

器具」看不出來是蠟筒或是唱片，也無從得知「笙歌奏」是戲曲或是西洋音樂，

只是一首接著一首播放。另一首為：「伶人歌唱可留聲，轉動機頭萬籟生；社會

宴賓堪代戲，笙簫鑼鼓一齊鳴。」（註 8）其中「伶人」、「笙簫鑼鼓」可以指為戲曲，

5. 張永來，〈收藏別忘了舊雜誌〉，《中國藝術報・中國收藏》（北京），2001年 3月 2日。網址：http://www.
china.com.cn/firbry/2001–04–6/2001–4–6–9.htm

6. 葉龍彥，《臺灣唱片思想起》（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頁 224。
7. 孫寶瑄，〈忘山廬聆曲日記〉正月初二條，收於蔣錫武編，《藝壇》（上海：上海書店，2007），卷 5，頁 201。
8. 俞冰，《書海蟫踪》（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百代鑽針唱片存目及考釋〉，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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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借指為西洋音樂；而「留聲」可以指預先錄製的錄音，也可以指現場錄製

蠟筒並播放的樂趣可以替代原有的堂會表演，北京同仁堂樂家保留的汪桂芬唱段

蠟筒即可佐證。

除了社交宴會，新視聽媒介另有公開播放的用途。二十世紀初，法國人樂濱

生（E- labansat，一譯樂班薩）即在上海西藏路沿街設攤播放〈洋人大笑〉唱片

謀生，聽一次一毛錢，聽了不笑的人退錢，大受市場歡迎。（註 9）羅亮生也指出，

蠟筒出現之後，聽留聲機即成為上海城隍廟及天后宮攤位的熱門生意，留聲機配

合塞入耳朵收聽的橡皮軟長管，聽一次八文錢。攤位並陳列京劇名角灌錄的蠟

筒，並在紙殼的標籤上寫明演員和唱段，人們都知道是其他的演員冒名錄音，但

是出於好奇也不在乎，（註 10）說明已經有了專為中國市場錄製的戲曲錄音。如壽

小鈞收藏的蠟筒京劇《黃鶴樓》、《教子》。其中《黃鶴樓》高 10.5釐米，直徑 5.5

釐米，顏色為米黃色。唱片有一個外包裝，是一個深藍色的圓柱形筒，上面用毛

筆書寫「黃鶴樓」三個大字，掛名為清末名角許蔭棠（1852–1918）；《教子》掛

名為孟小如。「蠟筒唱片和蠟筒留聲機，早在上世紀 30年代已被先進的圓形唱片

及手搖式留聲機所取代。因此，像蠟筒唱片這些百年前的物品，存世量極少。」

（註 11）演唱者真假尚待考證，單就蠟筒而言，即是稀有的珍貴文物。

三、粗紋唱片時代

二十世紀初，隨著唱片為萬國所通行，唱片公司開始嘗試讓唱片市場世界

化，並量產唱片以供銷售全世界。1902年英國謀得利公司的代表蓋斯伯格（F. W. 

Gaisberg）從英國乘坐輪船，展開為期兩年的「亞洲錄音之旅」。他在 1903年三

月到上海十天，錄製音樂戲曲 325張；四月到香港四天，錄製廣東音樂戲曲 145

 9. Andrew F. Jones著，宋偉航譯《留聲中國：摩登音樂文化的形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頁
79。

10. 羅亮生著、李名正整理，〈戲曲唱片史話〉，收入《中國戲曲志・上海卷》編輯部編，《上海戲曲史料薈
萃》，頁 99。

11. 壽小鈞、方炳楚，〈蠟筒唱片餘聲繚繞〉《收藏拍賣導報》（http://www.chinalp.net/article/2007525163606.
htm），2005年 3月 31日下載。標題的「蠟筒唱片」就是指上文所說的「蠟筒」，壽小鈞試圖藉由唱片
的概念，向不知道蠟筒為何物的讀者介紹蠟筒，故而出現了「蠟筒加上唱片」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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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註 12）這是吾人所知最早試圖有系統大量錄製華人音樂的開始。蓋斯伯格的

旅行不是學術研究，而是唱片公司的商業行為。到 1910年以前，他在遠東、印

度的分支機構總共錄製了上萬張唱片，等於是在二十世紀初對東方音樂完成重要

的取樣。藉由輪船與錄音器材的便利，空前的亞洲錄音之旅得以在兩年之內完

成，這在二十世紀之前是不可想像的，再次證明了科技進步與文化發展之間親密

而隱晦的關係。當時唱片的灌錄不受限於特定的地點，只要尋一個安靜的密閉空

間，如飯店，即可架設機器錄製，因此唱片的灌錄可於國際各大城市之間移動，

不過大量壓製仍須回到歐洲的工廠進行，然後再運回亞洲市場銷售。蓋斯伯格替

公司在大清帝國錄製銷售的這批唱片上刻有「謀得利」字樣，令人意外的是，竟

以「大量以假冒真的贗品唱片」知名。（註 13）經理人找小演員冒名灌片，當然比

起找名角本人灌錄來得便宜，謀得利公司的華人經理徐乾麟認為只要雇些「打唱

班」的人，一樣可以熱賣，因為「人們對這新出現的玩意兒，不免帶些好奇的心

理。」（註 14）惟不知此種以假冒真、降低成本的作法是謀得利公司的既定政策，

抑或是在地經理個人之舉。（本文引言中提及「孫菊仙掛名的唱片之真偽爭論」

即是此時期錄製的唱片，真偽爭論的問題仍然延續到今日的京劇研究。）（註 15）由

於國際唱片公司的合併與分化，1907年以後，英國謀得利公司與美國勝利公司

決議區分市場，由勝利公司佔有美洲、中國、日本、菲律賓市場，謀得利公司佔

有其餘部分。（註 16）所以謀得利的這批唱片改稱 Victor的音譯「物克多」，下頁

圖一即為物克多唱片，（註 17）標誌是大喇叭留聲機，後又改用意譯稱為「勝利」。

此時新興唱片公司大舉進軍世界，中國先後有外商歌林（Columbia，一譯哥倫

比亞、克倫便，下頁圖二即為 Columbia唱片，可以看見早期唱片商標概用原

12. 容世誠，《粵韻留聲—唱片工業與廣東曲藝（1903–1953）》（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6），頁
43、44。

13. 吳小如，《吳小如戲曲文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羅亮生先生遺作〈戲曲唱片史話〉訂補〉，
頁 801。

14. 羅亮生著、李名正整理，〈戲曲唱片史話〉，收入《中國戲曲志・上海卷》編輯部編，《上海戲曲史料薈
萃》，頁 99。

15. 關於孫菊仙唱片真假問題，筆者與王安祈同宣讀於 2009年「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研究的新視野」國

際論壇的論文中曾提及，詳見本書王安祈，〈京劇名伶灌唱片心態探析—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相遇

（以京劇為例之二）〉，頁 198–201。
16. Andrew F. Jones著，宋偉航譯，《留聲中國：摩登音樂文化的形成》，頁 89。
17. 引用唱片片心圖片皆取自「源清堂：戲曲老唱片收藏賞析」網站，謹此致謝，網址：http://zengzhao6814.

blog.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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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亭（Odeon，一譯奧迪恩，圖三即為 Odeon唱片，圖片中人物為清裝造

型，髮型是薙髮，明顯是中式的畫風，當是中國市場專用）、孔雀（Peacock）、

蓓開（Beka，一譯璧架，圖四即為 Beka唱片）、開明（Brunswick，圖五即為

開明唱片，它進入中國市場的時間較晚，商標的設計風格比其他商標更為和諧美

觀）等公司發行京劇唱片。

1908年，利用留聲機設攤而大發利市的樂濱生在上海南陽橋附近租房成立

自己的公司，起名柏德洋行，後改名為東方百代（Pathe）唱片公司，成為法國

百代公司的子公司之一。樂濱生請來華人經理張長福與北京京劇著名譚派票友喬

藎臣（？–1926）、王雨田協助，在 1909年、1913年兩次至北京聘請名角錄音，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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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京劇大王」譚鑫培、「關戲泰斗」王鴻壽（1850–1925）以及劉鴻聲（1876–

1921）、王鳳卿（1883–1956）、金秀山（1855–1915）、龔雲甫（1862–1932）、楊

小樓（1877–1938）、姜妙香（1890–1972）等人的唱片。至 1910年代，百代錄製

了京劇各個行當名角的流派代表作數十種。還錄製了元元紅、十三旦的梆子和劉

寶全（1869–1942）的京韻大鼓等—這是第一批在北京錄製的唱片—而後運

回巴黎壓製，圖六即為上海百代公司錄製的大鼓唱片。這批貨真價實的名角唱片

大為熱賣，壓倒其他前述在華唱片公司，最有名的是譚鑫培的「七張半」唱片，

直到 1921年都穩居百代熱門唱片榜首，（註 18）其中《賣馬》、《洪羊洞》迄今仍

是經典，欲學此二唱段者，這兩張唱片是必然的學習典範。百代公司的誠實政

策，導致後來的京劇名角想要錄製唱片，首先想到的也是百代公司，例如譚鑫培

的徒弟余叔岩（1890–1943）。與此同時，百代公司又推出金剛鑽針與雙面唱片，

唱片的軟體與硬體同步突破。當時一張唱片售價大洋二元，一架唱機售價要十八

元，（註 19）佣人的月薪則是六元，可見唱片屬於相當昂貴的娛樂。

然而 1910年代初期，環遊世界錄音，再運回母國製造銷售的方式已無法應

付市場的需求，尤其是銷路極好的百代公司。在 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18. 譚鑫培的「七張半」唱片使用的媒介是雙面粗紋唱片，一共錄製十五面，總計七張半。譚鑫培錄製唱片
凡兩次，第一次錄製時請來著名琴師梅雨田伴奏，風評最佳。有關譚鑫培錄製唱片經過，請詳見本書王

安祈，〈京劇名伶灌唱片心態探析—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相遇（以京劇為例之二）〉，頁 208。
19. 葛濤，〈「百代」浮沉—近代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盛衰紀〉，《史林》，108（上海：2008），頁 27–28。

圖五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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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窮於應付戰爭需求的歐洲無法負擔全球唱片壓製業務。1917年百代公司

的上海廠開始運作，這是中國第一間唱片工廠，最高年產量可達二百七十萬張，

有三百名員工與二十四具自動化唱片壓製機器，除了中國市場，還能滿足東南亞

市場的訂單，相較之下，勝利公司上海廠的產能僅及其半。（註 20）至此，雖然國

際唱片公司的併購轉移持續進行，但是透過京劇打入中國市場的百代公司與勝利

公司的招牌不變，定期邀請京劇名角灌錄唱片。如 1923年 10月 17日的《申報》

新聞〈名伶唱片又出多種〉：「近年留聲機器事業，發展甚速，其中尤以百代鑽針

唱片為佳。近又在南京路勞合路口之寶芳號內分設經售所，以謀購片者之便利。

聞上月又收制……」底下列出三位演員錄製的七種劇目，以及申曲唱片六張。

「現定陰曆十一月十五日先出售……」底下列出四位演員的八張唱片，另有申曲

唱片若干。（註 21）可見百代公司的盛況。「收錄」、「收制」是指最近的錄音，尚

未進入量產者；「出售」是指上一批錄音已經量產上市者。至 1949年為止所出版

的唱片皆為粗紋唱片，Andrew F. Jones指出百代公司在 1949年以前留下八萬多

張唱片，佔同時期唱片數量的四分之三，其中包括七十種以上的地方戲曲與歌

謠，可說是瞭解此一時代最重要的聲音資料。可惜擁有這批唱片的上海中國唱片

公司指出：由於長年保存不當，這批唱片已受損到無法復原的地步。（註 22）葛濤

指出中國唱片廠庫存的舊唱片模版約為 34,300面，編入目錄的有 11,752面—

其餘模版因為缺乏原始登記資料等原因無法編入。目錄中由百代公司發行的唱片

共計 6,357面，其中有戲曲劇種 38種，曲藝曲種 18種，還有各種歌曲和樂曲，

時間從 1908到 1949年，共計四十一年。（註 23）俞冰指出，中國藝術研究院收藏

各種唱片八萬餘張，時間跨度從清末到 1980年代，（註 24）約 80年，無進一步分

類。由於計算方式不同，導致以上三個說法有些出入，進一步的研究，尚有待於

上海中唱、中國唱片廠、藝術研究院三個單位公布完整蒐藏唱片目錄。

在 1920年代，中國出現「皮包公司」（意指皮包中只裝有合約與母片，即可

20. Andrew F. Jones著，宋偉航譯，《留聲中國：摩登音樂文化的形成》，頁 91。
21. 〈名伶唱片又出多種〉，收於蔡世成等編，《申報京劇資料選編》（上海：上海京劇志編輯部等，1994），
頁 250。

22. Andrew F. Jones著，宋偉航譯《留聲中國：摩登音樂文化的形成》，頁 19。
23. 葛濤，〈「百代」浮沉—近代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盛衰紀〉，《史林》，頁 40。
24. 俞冰，〈京劇老唱片版本研究初探〉，《書海蟫踪》，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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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公司），只經營錄音的版權問題，唱片的大量壓製則委由百代、勝利之類的

大廠。皮包公司的誕生是由於國際唱片公司無法深入認識當地文化，於是當地人

士在唱片科技之外，發現了以「在地優勢」及「創意」獲利的空間，前者如廣東

的新月留聲機唱片公司，即是由錢廣仁在 1926年創立。他在 1925年擔任大中華

公司（第一家中日合資的唱片公司）南方總經理，借重他在粵樂圈的人脈，約請

廣東演員到上海錄製唱片。此一經驗使他發現有更多的「在地優勢」可以發展，

於是另外成立公司，自兼創辦人與總經理，錄製方向則以粵樂為主。（註 25）由當

地內行人士負責經營的皮包公司，雖然沒有唱片工廠的雄厚資本，卻常能做出外

商無法想像的「創意」。如由天津名票葉庸方擔任經理的長城公司，即以京劇為

主打，初期的代表作噱頭十足，如梅蘭芳（1894–1961）、楊小樓《霸王別姬》十

二面（1931），完整收錄全劇，至今仍是經典錄音，圖七即為這套唱片的第十二

段，最後一張；《四五花洞》二面（1932），四大名旦梅蘭芳、尚小雲（1900–

1976）、荀慧生（1900–1968）、程豔秋（1905–1958）一人一句〔西皮慢板〕，現

在仍是《盜魂鈴》、《兄妹串戲》、《戲迷家庭》之類以模仿取勝的劇目學唱四大名

旦的樣本。圖八的片心設計奇特，是專門為四大名旦合作設計的，用意在於不分

先後，避免發生排名次序上的爭議。相較於百代、勝利等大廠灌錄的唱片類型豐

富，皮包公司有區塊分化的現象，如前述廣東新月留聲機公司，專力粵樂，唱片

25. 容世誠，《粵韻留聲—唱片工業與廣東曲藝（1903–1953）》，頁 156–163。

圖七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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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的目標市場為粵語群，長城公司則以錄製京劇為主。分化的動力則來自於創

意和管道，能夠掌握表演藝術與科技人脈者，便能善用戲曲唱片，開發更大的市

場。如同從大中華公司到新月公司，由世界而中國，由中國而廣東。這些有創意

又有噱頭的新產品是賣給內行的，而非只是對錄音好奇的消費者。他們知道四大

名旦各有千秋，知道梅蘭芳、楊小樓《霸王別姬》是這齣戲最完美的組合。從謀

得利的贗品唱片，到百代公司的正牌名家唱片，再到長城公司的名家合作唱片。

唱片公司需要的資產越來越少，對產品設計的創意則越來越講究。

1930年，蘇少卿（1890–1971）主編的《唱片劇詞匯編》，專門收錄京劇唱

片之唱詞，共收錄一百多名京劇演員，其中《珠簾寨》、《捉放曹》、《玉堂春》等

熱門劇目的唱詞都是可以前後銜接，藉由不同演員所唱的不同段落，組織一個全

劇的百衲本唱詞。由此可見自 1903年首次出現京劇唱片之後的十七年間，京劇

唱片出版盛況。六年之後，根據《大戲考全集》（1936），光是京劇已經出版了一

千五百多個唱段，（註 26）有的唱段不只一面唱片，如《四五花洞》、《霸王別姬》。

有的熱門唱段被不同演員多次翻唱，如拙作《京劇老生旦行流派之形成與分化轉

型研究》第四章、第五章所舉例的《玉堂春》唱片十三種、《烏盆記》唱片十種。

這還只是侷限四大名旦、三大賢、四大老生所錄製的範圍，而非所有的《玉堂

春》、《烏盆記》唱片。根據 1947年的《大戲考》十八版（這個版本是流行唱片

選集），光是京劇就佔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二，剩下的各類佔有三分之一，包括流

行歌曲。（註 27）上述現象說明了京劇是 1950年代之前的重要娛樂形式，京劇唱

片是唱片業的大宗。

京劇藝術與唱片科技的交會，亦發生於臺灣。京劇於 1890年代抵達臺灣，

目前可見最早的紀錄為清光緒十七年，臺灣布政使司唐景崧為母做壽，特招上海

京班來臺演出。（註 28）不同於中國唱片市場由外資與皮包公司競爭分割，臺灣的

唱片工業及市場則由日資壟斷。日本蓄音機公司（簡稱「日蓄」）1910年在臺北

設立「出張所」，是臺灣販賣留聲機與唱片的開始，同時有零星販賣進口唱片如

26.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等，《中國京劇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中卷，頁 165。
27. 李元皓，《京劇老生旦行流派之形成與分化轉型研究》（臺北：國家出版社，2008），頁 376–390、515–

523。「三大賢」指余叔岩、言菊朋（1890–1942）、高慶奎（1890–1943）三位老生演員，「四大老生」指
馬連良（1901–1966）、譚富英（1906–1977）、楊寶森（1909–1958）、奚嘯伯（1910–1977）四位演員。

28. 徐亞湘，《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臺灣》（臺北：南天書局，2000），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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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樂、京劇、梆子等。1914年日蓄開始關注臺灣唱片市場，邀請臺灣演員

到東京灌錄唱片 38枚，內容有北管《大五對》、《緊通》、《盤茶頭》、《補硼》，客

家音樂《海堂山歌對》、《八角日落》，Formosa Song《山伯英台》（當時「歌仔戲」

的名稱尚未確定）等粗紋唱片，顯見是以臺灣戲曲、曲藝為主。到了 1930年代，

隨著臺灣經濟的繁榮，休閒娛樂的消費日益增加，唱片事業進入了興盛期。不過

當時唱片仍屬於奢侈品，每張售價一圓陸拾錢，留聲機售價幾十圓，在鄉村通常

只有一兩部留聲機。隨著抗戰爆發以後皇民化運動的推行，以及戰爭日益擴大，

物資日益缺乏的影響之下，臺灣唱片市場走到了低谷。（註 29）

從臺灣演員走入錄音間的 1914年算起，直到 1945的三十一年當中，北管、

京劇佔有一定的市場。在《聽到臺灣歷史的聲音—1910~1945臺灣戲曲唱片原

音重現》收錄了一百張唱片，北管、正音佔了三十張。京劇共有十七齣二十六個

唱段，其中十二齣戲的十八個唱段是臺灣演員自己演唱的，一共九張；另外五齣

戲的八個唱段是翻錄梅蘭芳、李多奎等名角唱片，一共四張。也就是說京劇所佔

的比例是 13％，而且大多數都是臺灣演員自行錄製的，展現了臺灣觀眾對於二

黃系統的「北管－京劇」的接受程度頗高。底下將《聽到臺灣歷史的聲音—

1910~1945臺灣戲曲唱片原音重現》收錄的三份臺灣唱片目錄當中的京劇唱片數

量列表比較：

表一：臺灣唱片目錄中的京劇唱片

目　錄　來　源 臺灣演員灌錄京劇 翻製中國京劇唱片

古倫美亞發行臺灣戲曲音樂唱片目錄 53齣 100個唱段 9齣 18個唱段

日治時期臺灣發行之中國戲曲音樂唱片目錄 7齣 12個唱段

《聽到臺灣歷史的聲音》唱片目錄 12齣 18個唱段 5齣 8個唱段

參考： 李元皓，〈《聽到臺灣歷史的聲音—1910~1945臺灣戲曲唱片原音重現》中「京劇」部分的
討論〉，《民俗曲藝》，140（臺北：2003），頁 213–243。

到了 1930年代，無線電收音機開始普及，影響唱片業的成長，同時經濟大

蕭條來臨，導致唱片業陷入低迷，直到 1950年第二次大戰結束，海峽兩岸對立

29. 葉龍彥，《臺灣唱片思想起》，頁 36、44、58、66、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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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確立。

四、密紋唱片、錄音帶與視聽媒介的快速變化

哥倫比亞公司在 1948年推出了 33.5轉的新式唱片，稱為 LP（Long Play-

ing，之後依照中文習慣稱為密紋唱片，另有 45轉等格式），採用軟塑膠為材料，

使得密紋唱片的重量減輕而不易破裂。一開始每面可以錄製 16分鐘，稍後改良

為 22分鐘。（註 30）與此同時電動唱機取代了手搖發條唱機，新式唱針的使用壽

命號稱是傳統鋼針的一千倍，一般家庭幾乎不需更換唱針，新式唱片與唱機的組

合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迅速取代了老唱片，手搖發條的大喇叭唱機也成為了古

董。但是新式唱片唱機仍是昂貴的消費，例如在 1956年的臺灣，一部唱機的價

格為三個月的薪水，一張唱片的價格為十元新臺幣。（註 31）

從1949年開始，就戲曲唱片而言，兩岸同步擺脫外商唱片公司的經營管理。 

大陸接收所有的外資合資唱片公司自行灌錄壓片，如中國唱片即在 1952年接收

百代公司，開始錄製京劇唱片，設立「人民唱片」、「紅唱片」、「中華唱片」等品

牌。這些唱片包括：老藝術家代表劇目、著名唱段，如譚鑫培老唱片選段《賣

馬》、《洪羊洞》，以及新創作的京劇作品，這是此時期中國京劇唱片出版的主

流，如人民唱片的《三打祝家莊》二十二面，新編歷史劇《楊門女將》、《白蛇傳》、

《野豬林》，以及 1964年的現代戲《黛諾》等。

根據中國唱片總公司的庫存統計，從 1949到 1964年之間出版的粗紋唱片約

一千一百多面、密紋唱片約五百多面，但是有的唱片在文革中遭受破壞，確切數

量無法統計。從數量上可以看出，此一時期密紋唱片已逐步取代粗紋唱片。1966

年以後，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關係，唱片出版僅限於樣板戲，中國唱片廠

多次為樣板戲灌錄主要唱段，全劇唱片和錄音，（註 32）這批唱片以密紋唱片為主

流，此種特定劇目壟斷發行的現象在唱片史上至為罕見。

在臺灣，國際唱片公司對傳統戲曲市場失去興趣，臺灣則發展自有的唱片工

30. 伍牧，〈音響史上的革命事件：為音樂與音響五週年而作〉，《音樂與音響》，61（臺北：1978），頁 104。
31. 鄭文輝，〈聆賞音樂在鄉下〉，《音樂與音響》，133（臺北：1984），頁 96。文中說的是古典音樂唱片。
32.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等，《中國京劇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下卷，頁 335、33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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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1951年家庭式的小型唱片工廠出現；1952年另一家中國唱片公司在三重設

立唱片製造工廠，三重成為唱片製造的重心，同時出現梅蘭芳翻版唱片；1950

年臺灣出版第一張完全自製的唱片〈國歌〉，1956年成功自製 33.5轉的唱片。
（註 33）京劇唱片公司則以鳴鳳、女王公司為代表，出版的主流是翻錄老唱片，在

1950年代的中央日報廣告上，有著梅蘭芳、余叔岩等京劇名伶的翻錄唱片，可

以看得出來是密紋唱片一統天下的局面，因為每張唱片可以收錄四張老唱片。除

了翻錄老唱片之外，另一個不能明言的伏流是翻錄中國的新創作—這段期間是

大陸京劇的鼎盛時代，大師仍活躍於舞台上，並有新作推出—香港則是取得大

陸錄音的窗口，從密紋唱片直到錄音帶、錄影帶時期，直到解除戒嚴才告結束。

在大陸京劇新灌錄的唱片當中，臺灣並不翻製現代戲，只翻製新編、改編歷

史劇與傳統戲，如杜近芳、葉盛蘭（1914–1978）的《白蛇傳》唱片，程硯秋、

楊寶森的《武家坡》唱片等，出版的時候還要使用障眼法，冠上杜派青衣、葉派

小生、程派青衣、楊派老生等字眼，以免在戒嚴時期被指為「出版匪戲、為匪張

目」，官方就睜一眼閉一眼的放行。不過女王唱片公司的老闆也因此一度遭到監

禁，形成冷戰時代的獨特歷史現象。這批有聲音無影像的唱片，促使臺灣京劇演

員根據聲音發揮創意，進行「局部創作」加上身段，而排出新戲，此一「偷渡伏

流」的過程是藝術史上僅見的傳播方式。（註 34）此外有少量的臺灣灌錄之作，如

胡少安（1925–2001）的《白蟒台》、《哭秦庭》唱片，周正榮（1927–2000）的《李

陵碑》、《捉放宿店》唱片等，最獨特的是程派著名票友高華的《鎖麟囊》、《文姬

歸漢》，除唱段唱片，又出版了「說戲唱片」、「胡琴空拉唱片」以便利戲迷學習。

（註 35）1960年代是臺灣製造 33.5轉唱片的全盛時期，臺灣從此成為東亞主要的

唱片生產地之一，以盜版最為知名。只是京劇唱片顯然已經小眾化、邊緣化，不

復成為流行文化的一員。在科技的新一輪發展之下，流行文化的風向改變，國臺

語流行歌曲、西洋熱門音樂逐步成為臺灣的唱片生產重心，古典音樂則成為品味

的象徵。戲曲方面，只有以《梁祝》為代表的黃梅調風行一時，竟似戲曲流行的

33. 葉龍彥，《臺灣唱片思想起》，頁 230。
34. 王安祈，《為京劇表演體系發聲》，〈兩岸藝文正式交流前的「偷渡」與「伏流」—以京劇演唱為例〉（臺

北：國家出版社，2006），頁 351–412。
35. 王安祈，《臺灣京劇五十年》（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2），頁 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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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光反照。

錄音機錄音帶系統在二次大戰之時已由德國使用，原理是藉由磁頭讀取磁帶

上的信號以重現聲音。錄音帶系統在戰後不斷推出改良，但是仍然無法與盛況空

前的密紋唱片競爭，直到1964年荷蘭菲利浦公司推出平價的輕便型卡式錄音機，

該產品的熱銷對廠商形成一股來自消費者對產品更高性能的要求，迫使廠商不斷

進行改良，並在 1970年代在一般聽眾之間逐步取代了唱片。（註 36）到了 1980年

代，臺灣唱片行販賣的大宗是錄音帶而非唱片，所有流行音樂發行的重點也是錄

音帶。錄音帶的音質不如唱片，一般電台播放音樂仍然以唱片優先。1982年，

被譽為愛迪生發明留聲機以來，唱片業最大的革命—雷射唱片（CD）出現在

臺灣市場，每張售價新臺幣 850元。（註 37）原理是藉由半導體雷射光射入圓盤上

的槽，將反射出來的光轉換成電氣信號以重現聲音。VCD、DVD則是重現聲音

與影像。到了 1980年代末，CD開始取代錄音帶，到了 2000年，臺灣唱片行販

賣的大宗是 CD。

在這股變化當中，1980年代的京劇錄音只是把唱片轉錄為錄音帶販賣，發

行公司只有女王一家，而且販賣的唱片行越來越少，說明銷路持續在衰退。只有

郭小莊「雅音小集」的新戲錄音帶以 HI-FI高科技為宣傳，但是一般購買雅音小

集錄音的觀眾，很少是為了想要聽到京劇的 HI-FI音效如何而掏錢的。對於戲迷

而言，錄音帶此種新式媒材最大的意義，不在於由廠商灌錄唱段、商業化販賣，

戲迷喜愛的是購買空白帶，在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現場，或是廣播電台甚至是電視

轉播，錄製自己想要保存的錄音。（註 38）1990年以後，皇龍文化事業公司、辜

公亮文教基金會曾出版京劇 CD。最近的京劇唱片為國光劇團一級演員魏海敏的

《芳華現》，由風潮音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出品，上承程派名票高華「胡琴空拉唱

片」的作法，只是已改稱「伴奏 CD」，四張梅派旦角唱段 CD搭配上四張同唱

段的伴奏 CD，出版於 2007年，隔年獲得第十九屆「金曲獎」。只是此時的京劇

和大眾流行娛樂已經全然無關，歸入「最佳傳統音樂詮釋獎」。

回到大陸的狀況，1964–1980年文革前後的時期，對非樣板戲的京劇唱片錄

36. 伍牧，〈音響史上的革命事件：為音樂與音響五週年而作〉，《音樂與音響》，61，頁 108–109。
37. 葉龍彥，《臺灣唱片思想起》，頁 168。
38. 王安祈，《臺灣京劇五十年》，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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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一概視為「封資修黑貨」，是破四舊運動亟欲摧陷廓清的對象，是京劇傳統

資料的莫大浩劫，也造成了戲迷亟欲聽到樣板戲之外京劇的動力，直接推動

1980年以後京劇音像出版品的大量發行，恰與臺灣形成此榮彼枯的對比。其中

最大宗的是錄音帶（盒帶），以北京為例，到 1995年為止就有六個單位發行三百

六十餘種，各省市也有大量出版。具體數量連《中國京劇史》也承認「無法一一

統計，只好從略。」錄音帶的內容包含：

㈠翻錄粗紋唱片。

㈡1950到 70年代電台、電視台的錄音。

㈢中國唱片公司等單位的歷年出版品。

㈣特邀名演員新錄製的唱段。

㈤特邀名演員介紹京劇行當：如北京普教音像出版社《名角說戲》七種等。

㈥ 伴奏，如中國戲劇出版社《中國戲曲卡拉 OK伴唱帶（京劇部分）》1–2等六

十一種。（至 1995年為止，下同）

㈦ 器樂，如《京劇曲牌》1–2、《京胡嗩吶曲牌》、《京劇嗩吶鑼鼓》、《京崑乾牌子

46式》、《中國京劇鑼鼓大全》等十三種。

除了聲音資料，1980年代大陸開始將影像資源轉為錄影帶（錄像帶）格式，

如中央電視台對外部的《哭祖廟》等 165種。與此同時，大陸海外演出錄影帶已

可輾轉傳回臺灣觀賞。隨著解嚴，許多臺灣戲迷終於在這個年代看到久聞其聲、

未見其人的大陸演員。（註 39）1990年代大陸開始出版雷射唱片（激光唱盤），如

中國唱片總公司《陳三兩爬堂》等 23種。由於大陸市場的獨特運作模式，一批

錄音錄影產品售罄之後，即很難在市場上買到，只能透過自行複製的方式流通。

1990年代中，大陸開始出版京劇 VCD、DVD（激光影碟），（註 40）它是目前京

劇音像製品的主流，數量繁多，在大陸音像製品販賣店很容易看到。

1980年代是家用錄影機、錄影帶普及臺灣的時代，除了聲音之外，影像的錄

放也進入一般家庭。如同使用空白錄音帶，戲迷使用空白錄影帶從電視上錄製大

39. 王安祈，《為京劇表演體系發聲》，頁 392。
40.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等，《中國京劇史》下卷，頁 79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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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的京劇，同時翻拷大陸錄影，並且在臺北成立多家戲曲錄影帶販賣店，規模比

大陸更見完善。例如 1983、84年間成立的「陽春錄影公司」即在老闆朱順官奔

走之下，橫跨錄影帶時期直到 VCD、DVD時期，成為大陸戲曲資料在臺北的大

本營，（註 41）到 2005年為止，其規模超過筆者所見的任何一間大陸書店，連大

陸店面的絕版出版品，大陸演員透過內部關係也找不到的錄音錄影，都可以在

「陽春」找到。可惜隨著朱順官老病纏身，無力經營，這批完整的資料已為國立

臺灣戲曲學院收購，由於版權問題不能解決，因而無法繼續在市場上流通。

約莫七百年前，崑山腔僅是南曲的地方性聲腔之一，兩百年後崑山腔踏上了

如同十九世紀末京劇走過的道路，成為明代中葉至清代中葉影響最大的聲腔劇

種。崑山腔的流行傳播仰賴於種種特定的歷史條件，（註 42）而又豈止崑山腔？所

有的戲曲劇種，都是在特殊的時空條件之下傳播。京劇的傳播即是處於科技變動

開始加速的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回顧二十世紀，可以看到科技呈現「加速度變

遷」。以視聽媒介為例至為明顯：1901年粗紋唱片出現，五十年後粗紋唱片才被

密紋唱片取代，而錄音帶取代密紋唱片卻只用了三十年，接下來的三十年，視聽

媒介的變遷更加快速，錄影帶、CD、VCD、DVD相繼出現。視聽媒介的快速變

遷，讓 1950年代出生的戲迷擁有一個共同的經驗，唱片、錄音帶與 CD三種錄

音形式，伴隨著他們對京劇藝術的欣賞過程，並有家藏唱片而無唱機，有錄音帶

而無錄放音機的普遍現象。與熱門音樂、古典音樂愛好者對音響等技術的要求

（如高忠實度 FFRR，Full Frequency Range Recording、立體聲、四聲道等）相

較，今日的戲迷唯一關心的技術問題在於「轉錄」，如何將聲音由一種形式的媒

介轉錄至另一形式的媒介，如唱片轉錄為錄音帶，再轉錄為 CD，再轉錄為MP3

等。京劇發展的百年之間，前五十年因科技進入中國得以快速流播，後五十年卻

必須在各種急速變遷的視聽媒介當中不斷流轉。縱觀唱片年代，大師輩出，流派

41. 王安祈，《臺灣京劇五十年》，頁 183。「陽春」老闆朱順官的戲曲傳播之功曾獲文復會頒獎表揚肯定，
中央研究院研討會也曾邀請朱順官擔任主講人，1997年 7月 15日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之「文藝
理論與通俗文化：四○－六○年代」第三次研討會，即邀朱順官發表〈由京劇梅派中“醉酒”的變貌探

討京劇的變革與發展〉演講。朱順官原非學界人士，但他豐富的錄影帶「店藏」廣受戲曲界注意，中研

院演講內容即是以他翻拷梅葆玖《醉酒》錄影為核心內容。

42. 如崑山、太倉地區在元代南北海運開通的節點位置，以及在元末動亂的相對和平。後又成為鄭和下西洋
的出海口，商路通於戲路，對於崑山腔的傳播實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見張庚、郭漢臣編，《中國戲曲

通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頁 46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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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一時層巒疊嶂，千巖競秀；唱片年代之後，京劇只剩下流派傳人。對戲迷而

言，無論流派傳人的錄音再真實再立體，喇叭的音色再完美再具穿透力，也無法

取代宗師原唱，也就是老唱片所傳出的沙嘎之聲。京劇的黃金年代凝結於唱片年

代，不管科技如何發展，在下一個黃金年代到來以前，唱片中那一縷悠悠的千古

絕響，始終是戲迷們永遠追尋的聲音。

五、餘論

如同所有的戲迷，筆者對於京劇老唱片有著一份難以抹滅的豐厚情感。拙作

《京劇老生旦行流派之形成與分化轉型研究》即使用大批劇目相同、行當相同、

唱段相同的老唱片進行分析比較，指出唱腔的流派化風格，從 1900年代到 1950

年代之間的變遷關係。也曾於 2008年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從老唱片

看譚派票友在京劇藝術發展的角色〉，透過 1912年之前老唱片唱段與劇目的討

論，可以看到譚派老生唱腔逐步發展的軌跡，以及票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單就京劇範圍而言，以上的研究成果只是一個起步，視聽媒介的議題可以發

展成為一系列的研究。本文處理的是「京劇視聽媒介的演變」，以錄音科技為主

軸，相關的京劇電影、京劇電視都擁有獨立研究的重要性，將另寫論文，不在本

文處理範圍之列。〈從老唱片看譚派票友在京劇藝術發展的角色〉，以譚派票友老

唱片為例，處理了「視聽媒介對典範建立的關鍵作用」。此外，尚有許多議題值

得注意，如王安祈〈兩岸藝文正式交流前的「偷渡」與「伏流」—以京劇演唱

為例〉以 1950到 1970年代的臺灣京劇唱片出版狀況為例，處理「視聽媒介跨越

政治對京劇『新經典』傳播的所起的效用」。王安祈〈音配像保存傳統的盲點〉

以「音配像」為例，處理「物質文明對京劇藝術的影響」。筆者也與王安祈教授

同在 2009年「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的研究新視野國際論壇」裡宣讀〈唱片、

錄音錄影、光碟、音配像—京劇視聽資料與典範建立的物質文化角度討論〉一

文，為本系列研究初步理出架構。上述一系列議題對於戲曲研究與物質文化研究

而言，蘊藏著豐厚的潛力，亟待學界投入開發。

至於更全面的研究，則寄望於更完整的資料蒐集整理，臺灣戲曲如《聽到臺

灣歷史的聲音—1910~1945臺灣戲曲唱片原音重現》所收的〈古倫美亞發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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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戲曲音樂唱片目錄〉；廣東音樂如容世誠在〈光緒年間的粵樂唱片：「謀得利」

和「愛迪生」唱片公司的灌錄製作〉對與兩家公司灌錄粵樂唱片目錄的介紹，以

及〈清末民初的粵樂唱片業與廣東曲藝（1903–1913）〉對英美圖書館所藏四種粵

樂唱片目錄的討論；百代唱片如俞冰的〈百代鑽針唱片存目及考釋〉，都是至為

重要的基礎工作。如相關單位能賡續公布〈上海中國唱片公司所藏老唱片目錄〉、

〈中國唱片廠庫存舊唱片模版目錄〉、〈中國藝術研究院收藏老唱片目錄〉，甚或能

統合成為〈現存戲曲曲藝老唱片總目〉，涵蓋所有戲曲曲藝。行有餘力，可在版

權法的限制之外，將這一批音樂資料數位化，則此一研究的價值將不止於學術，

而在於替流行音樂頻道上消失的戲曲，建立一個寶庫，替每一代應運而生的戲曲

知音保留一扇門戶，通往歷史的彼端。在那裡，一代歌唱的極則，將永遠等待著

千山萬水之外、千年萬載之後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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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Peking Opera’s Audio-Visual Media: 
The Encounter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Non-material Culture 

(A Peking Opera Perspective, Part 1)

Lee, Yuan-how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Peking Opera originated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spread to a wider audi-
ence as part of a craze, and reached its peak by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t was 
also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at modern recording technology arrived in 
China.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hich developed be-
tween the technology and the art. As the recording industry began to take shape 
worldwide, Peking Opera recordings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product 
in China. Recordings boosted the popularity of Peking Opera and, in turn, the pop-
ularity of Peking Opera boosted the circulation of recordings. This made China the 
largest record-making center in East Asia f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1950s, as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began producing records of their own, both 
sides gradually gained a footing in the manufacture of audio-visual technology, pro-
ducing products such as audio tapes and discs. However, Peking Opera lost its 
popularity after the 1950s, resulting in a shrinking market for these records. Even 
though the later fad of “model drama,” promoted as “eight dramas for eight hun-
dred million people,” was successful in monopolizing China’s audio-visual media, 
Peking Opera still failed to make a comeback. By 2000, Peking Opera, once a part 
of pop culture, had become an icon for traditional art.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audio-visual media record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king Opera from pop culture 
to classic art form. For Chinese opera studies, audio-visual media provide abundant 
detail of this change that written language cannot possibly offer. They are especial-
ly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used for Peking Opera; the 
impact of material culture on Peking Opera; the role of audio-visual media in estab-
lishing Peking Opera paragons; and the effect of audio-visual media on promoting 
Peking Opera as a “new classic” that transcended political divisions. All of thes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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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ts can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ul-
ture.

Key words:  material culture, audio-visual media, Peking Opera, phonograph (wax) 
cylinder, records,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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