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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盛唐之音空前绝后,这与唐太宗李世民 悲悦在于人心, 非由乐也 的音乐审美思想有着直接的

关系。李世民的音乐审美思想是对魏晋时期嵇康 声无哀乐论 的继承和发展,其为盛唐音乐的开启作出了

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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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盛唐之音的出现, 堪称空前

绝后的艺术奇迹。以盛唐之音为杰出代表的唐代文

化艺术,博大清新、辉煌灿烂
[ 1]
。唐朝之所以有如此

兴盛的音乐文化, 与统治者的提倡与参与是密不可

分的。开国伊始,有人曾因 玉树后庭花 、伴侣曲

等系前朝之乐而视之为 亡国之音 , 要求唐太宗李

世民予以废除。而豁达的太宗皇帝李世民却认为,

音乐的情感体验, 很大程度上同听赏者自己内心原

有的情感有关, 而与音乐本身的表现并无必然联系,

正是李世民这种开明的文化政策和不拘于传统儒家

的 淫乐亡国 论,才开创了唐代音乐文化的新纪元。

一

李世民是一代有为之君。从公元 627年开始的

持续时间达 23 年之久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

辉煌也是历史学家最为称道的盛世、清明之治。在

初唐的政治、文化、美学环境中, 李世民的音乐思想

表现出特有的审美内涵, 并以其封建帝王之尊自上

而下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音乐发展。

李世民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文治武功兼

备的封建帝王, 其既不同于耽于声乐的陈后主, 也不

同于 不悦文艺 的隋炀帝,更不同于起于草莽、胸无

点墨的流寇英雄。在辉煌的战绩面前, 他并没有陶

醉,而是以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作为自己的思想出发

点和行为方式的前提。从 旧唐书 的不少记载中可

以看出, 李世民在繁忙的政务之暇, 尚有不少艺术方

面的活动。例如, 据 旧唐书 音乐志 记载,李世民

曾亲自绘制 秦王破阵乐图 , 该乐图 左圆右方, 先

偏后伍, 鱼丽鹅贯,萁张翼舒, 交错屈伸, 首尾回互,

以像战阵之形 。参加这个乐舞的有 20人, 都是 披

甲执锐 , 凡为三变, 每变为四阵, 有来往徐疾击刺

之,象, 以迎歌节 。其舞具有极强的震撼力, 观者

见其抑扬蹈厉, 莫不扼腕踊跃, 凛然震竦 。武臣们

都称 秦王破阵乐图 是李世民 百战百胜之形容 象

征。同时, 李世民还非常喜爱欣赏琵琶曲并能熟练

地演奏琵琶。除此之外, 他在音乐美学方面的见解

也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人, 而有着帝王的雄伟

气概以及为他的身份地位所赋予的帝王之气。李世

民一反音乐等同于政治的传统儒家学说, 提出 悲悦

在于人心,非由乐也 的音乐思想, 综观中国古代音

乐思想史,这一思想实际上已经触及到音乐审美的

主客体关系问题。据 贞观政要 礼乐 记载: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 礼乐之

作,是圣人缘物设教, 以为撙节。治政善恶, 岂此之

由? 御史大夫杜淹对曰: 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

亡也,为 玉树后庭花 ; 齐将亡也,而为 伴侣曲 , 行

路闻之,莫不悲泣, 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 实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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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乐。太宗曰: 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 欢者闻之

则悦,哀者听之则悲, 悲悦在于人心, 非由乐也。将

亡之政,其人心苦, 然苦心相感, 故闻之则悲耳。何

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 今 玉树 、伴侣 之曲其

声具存, 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

征进曰: 古人称, 礼云, 礼云, 玉帛云乎哉! 乐云,

乐云,钟鼓云乎哉! 乐在人和, 不由音调。太宗然

之。

这段话的大意是:太常少卿祖孝孙奏献所作新

乐。唐太宗李世民说: 礼乐的制作, 是圣人依据人

的情性施行教化, 对人们加以节制, 至于政治的好

坏,难道是由音乐决定的吗? 御史大夫杜淹回答道:

前代的兴亡确实是由于音乐。李世民说: 其实不

然。音声怎么能感动人心? 欢乐的人听了就喜悦,

哀愁的人听了就悲伤。悲伤、喜悦取决于人的心情,

而不是由于音乐。即将亡国的政事使人心痛苦, 痛

苦的心情受到感动, 所以听到这样的音乐就悲伤了。

难道乐声哀怨能使喜悦的人悲伤吗? 现在 玉树 、

伴侣 的曲调都还保存着,朕能为您弹奏出来, 可以

肯定您绝不会因此而悲伤。尚书右丞魏征走上前

说: 古人说, 礼啊, 礼啊, 说的是玉帛吗? 乐啊, 乐

啊,说的是钟鼓吗? 可见音乐的好坏取决于人心是

否和乐,而不取决于音声是否协调。李世民肯定了

这一说法。

以上论述涉及三个问题: 一是音乐能否 感人

心 ;二是音乐能否决定国家的兴亡、政治的好坏;三

是如何才能使音乐及人心和乐。君臣围绕这三个论

题展开激烈的辩论, 杜淹认为北齐、南陈和隋朝的兴

亡完全是统治者恣情音乐造成的, 杜淹受两汉之际

的谶纬神学音乐美学思想影响, 抬高了音乐的社会

功能以及音乐对政治的作用, 认为北齐 伴侣曲 、南

陈 玉树后庭花 是亡国之音, 昭示了两朝的灭亡,建

议李世民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家的建设上, 而不应

像前朝那样重视音乐, 因沉溺于靡靡之音而使社稷

走向衰亡。同时, 杜淹提出了 淫乐亡国 论。对杜

淹的反面意见李世民采取了以理服人的态度, 认为

悲悦在于人心, 非由乐也 。用较为正确的音乐思

想反驳了杜淹的论点, 从而否定了杜淹的 淫乐亡

国 论。李世民用了一个浅显易懂的比喻: 今 玉

树 、伴侣 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

悲耳。由此反驳了杜淹的论点,印证了其 悲悦在于

人心,非由乐也 论点的正确性。随后李世民分析了

齐、陈行将灭亡之前人们的心理状态: 将亡之政, 其

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国家即将灭亡

之时, 朝政混乱, 民不聊生, 则人民心中必然悲苦, 听

到 伴侣曲 、玉树后庭花 这样的 淫乐 必定会感

到伤痛; 而若国家兴旺, 朝纲清肃,百姓安居乐业, 人

们的心中必然愉悦, 听见音乐就会感到欢快。人心

的和乐与否取决于政治而非音乐; 音乐虽然能够对

社会风气、人类行为产生一定影响, 但绝不能决定人

们的思想和国家的兴亡; 音乐的社会作用只能属于

外在因素,而人们内心的悲悦才是触动人们感情的

决定因素。魏征最后引用古人的话: 礼云, 礼云, 玉

帛云乎哉! 乐云, 乐云, 钟鼓云乎哉! 并得出 乐在

人和,不由音调 的结论, 恰好映衬了李世民音乐思

想的正确性,其思想与李世民相通, 同样反对夸大音

乐的社会功能,反对将音乐 妖魔化 。

这段对话是典型而深刻的审美主体论, 即当主

体具备了某种审美心理后才能对应相同状态和结构

的对象客体。如果从发生心理学的角度考察, 则是

主体心理同化着对象, 即当心理是悲时, 则能感应悲

音;当心理是欢时, 则会感应喜音,这便是 欢者闻之

则悦,哀者听之则悲 。它不是声音作用于心理的决

定论。主体感应客体, 心理感应对象, 在这个意义

上, 悲悦 的审美反应 在于人心, 非由乐也 , 也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 音乐不能亡国, 也就无所谓亡国之

音。

中国古代,从 乐记 到 毛诗序 都认为 声有哀

乐 ,所谓 情动于中, 故形于声, 声成文谓之音。是

故治世之音安以乐, 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

乖;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 云云。直到三国时期,

魏国文学家、音乐家嵇康主张 声无哀乐 。已故著

名音乐学家杨荫浏在其所著的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一书中认为, 唐太宗并不承认音乐有一定的哀乐内

容,能直接反映政治。可以说,他的观点是与以前嵇

康的看法,有着共同之处。嵇康所著 声无哀乐论

是我国古代在儒道音乐美学思想之外另成独立体系

的音乐美学思想的代表著作。魏晋时期, 文人崇尚

玄学和思辩、崇尚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反传统思想,

在这一时代潮流影响下, 嵇康提出了 声无哀乐, 乐

在本身 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与儒家 物动心感 、

乐与政通 的命题直接对立, 是被现代美学家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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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论 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代表。

唐代对嵇康 心之于声, 明为二物 、心之于声,

不相经纬 观念继承较多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

民针对御史大夫杜淹所说的 前代兴亡,实由于乐 ,

反驳说: 不然, 夫音声岂能感人? 欢者闻之则悦,哀

者听之则悲。悲乐在于人心, 非由乐也。这种观念

是对嵇康 理弦高堂, 而欢戚并用 的音乐之 无常

特征的继承。即认为: 人自身具有感情,音乐只是将

这种感情诱发出来而已,同赏乐于高堂,不同的人因

自身的情感不同而对音乐有不同的反映, 因此, 音乐

本身是无哀乐的,哀乐在于赏乐人自己。

二

李世民在位期间曾宣称, 自己不但要以武功定

天下,而且要用文德来安天下。由此, 在文学上, 他

旗帜鲜明地反对以魏六朝以来的文艺浮华风气;在

音乐上,他公开提出要 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蔽;用

咸英之曲, 变烂漫之音 , 否定传统的儒家礼乐思想。

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持有这种观点, 必然会直接

或间接地对整个初唐社会的音乐发展方向产生重大

影响,其直接后果便是有利于各族人民发挥聪明才

智和艺术创造力,有利于形成乐坛群芳争艳的局面。

所以说,整个唐代音乐艺术的辉煌灿烂,植根于李世

民的音乐美学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文艺政策的土壤

中[ 2] ,李世民对盛唐音乐的重要贡献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

(一)奠定主流文化基调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国家音乐政策普遍奉行儒

家的礼乐思想, 强调 前代兴亡, 实由于乐 。礼乐决

定着国家的盛衰兴替, 因而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李

世民逼父夺位成功之后, 也十分重视礼乐制度的制

定之事,而且还曾在朝廷上对礼乐问题进行过十分

热烈的讨论。李世民主张 乐 以人们的喜爱之情

(民心和乐)为根本依据和前提, 只是调节与规范人

的这种喜乐之情的一种手段和形式。 礼乐之作 与

治政善恶 并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李世民在 政

要 中指出, 为政之本、为政之先并不在于 制礼作

乐 , 而在于 正身修德 、克己为政, 推施 仁政 。因

此,立乐之本, 不在于其形式, 而在于天下民心的和

乐与否;朝廷设乐本身并不足以影响或者改变天下

民心的苦乐。他主张 乐在人和、不由音调 。崇实

务本,乐在人和、人和则乐和, 也就是要将 百姓安

乐,金石自谐 视为立乐之本。尽管这也是出于其现

实的政治需要, 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奉行礼乐之教的

帝王中,像李世民这样具有类似 声无哀乐论 的开

明音乐思想的确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这就为盛

唐音乐风气的开启奠定了比较清新宽松、博大宏阔

的主流文化基调。

(二)积极振兴礼乐文化

朝廷立乐, 向为 经邦大典 。自西周初年周公

制礼作乐 以来, 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在建国以后无

不重修礼乐, 唐王朝也不例外。李世民在礼乐上的

声无哀乐论 主张, 并非将音乐放任自流发展, 实行

无为而治 ,而是坚持有为而治, 积极振兴礼乐。唐

王朝建国之初, 首要的任务是平定天下, 而来不及制

定新乐,因此, 在宫廷飨宴时沿用隋朝的 九部乐 。

太常少卿祖孝孙在唐高祖李渊当政时期, 多次进言

兴修礼乐, 只是由于 其时军国多务未遑改创 。故

唐初 乐府尚用隋氏旧文 。直到唐高祖武德九年

( 626年)天下已经平定,高祖才诏太常少卿祖孝孙等

更定雅乐, 为大唐制定新乐。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次

年六月方毕其事,其时号 大府雅乐 。其乐 凡八十

四调,三十一曲, 十二和 。整个李唐王朝制礼作乐

之事于贞观十一年( 637年)才全面告成。盛唐之初,

继承了隋代的九部乐,贞观十六年( 642年)又发展成

了十部乐。唐太宗时代, 皇家乐署进入了一个鼎盛

时期。

(三)心血凝结两部国乐

李世民对盛唐音乐的又一重要贡献是亲自主持

了唐代两大著名舞曲的创作和修订工程。唐初有文

武两大舞曲,文曲为 庆善乐 ,武曲为 破阵乐 。作

为初唐的两大代表性乐曲, 前者 广袖曳屐,以象文

德 , 后者 被甲持戟,以象战事 ,是李世民文治武功

的象征。而这两部大型舞曲的设计、创作和制定都

凝结着李世民的心血。武曲 破阵乐 的创作即能说

明这一事实。贞观元年( 627 年) , 李世民宴请群臣,

当时大府雅乐尚在制定,宴会上演奏民间流行的 秦

王破阵乐 。李世民听后十分高兴。 秦王破阵乐

是在原隋末唐初流行于民间的军歌 破阵乐 的基础

上填新词发展起来的, 以后多在凯旋庆功的大典上

演奏。李世民对这首歌非常喜爱。贞观七年(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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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李世民又亲自为这一乐舞绘制出了 破阵乐舞

图 。后来李世民又感到这一乐舞在宫中演出不文

雅,急令魏征、虞世南等一些文官修改歌词, 并把此

曲定为 七德舞 , 同时命当时精通乐律的大臣吕才

排练新编的 秦王破阵乐 。据说,此曲战阵军容,擂

大鼓, 杂以龟兹之乐, 音韵慷慨, 声震百里, 动荡山

谷,十分壮观。因此, 旧唐书 有言: 破阵乐 , 太

宗所造也。贞观元年, 太宗宴会群臣, 始演奏 秦王

破阵曲 。今人任半塘先生则认为, 破阵乐 乃唐代

之第一乐曲, 犹近世国家之国歌。如果说周代六大

乐舞之一的 大武 是表现周武王克商的乐舞的话,

那么,唐代的 秦王破阵乐 则是表现李世民平定天

下的武舞。唐初另一文曲乐舞的问世也与李世民关

系密切。史书记载,在贞观七年( 633 年) , 李世民行

幸庆善宫, 宴请从臣于渭水之滨, 赋诗十韵。 于是

起居郎吕才以御制诗等于乐府, 被之管弦, 名为 功

成庆善乐 之曲, 令童儿八佾, 皆进德冠、紫跨习, 为

九功之舞。故 旧唐书 曰: 庆善乐 ,太宗所造也。

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功,既贵, 宴宫中,赋诗, 被以管

弦。舞者 64人,衣紫大袖裙襦 以象文德洽而天

下安乐也。这两部歌功颂德式的大型乐舞, 不仅可

以使唐太宗李世民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与满足, 而且

有助于其巩固和安定天下。

李世民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对魏晋时期嵇康 声

无哀乐论 的发展和升华, 他否定了自西汉以来的谶

纬神学的音乐美学观点, 批判了 淫乐亡国 论, 施行

了较为开明的政策, 积极融合了外来音乐的有益成

分,发展了汉民族音乐文化, 促进了初唐音乐文化的

蓬勃发展, 充分体现了一代明君的政治自信心。李

世民纠正了杜淹关于音乐的错误认识, 使初唐的音

乐文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的音乐思想对唐、

宋两代的音乐思想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使唐代音

乐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不过, 站在当代立

场看,李世民完全否定音乐对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影

响,认为 音声岂能感人 、悲悦在于人心, 非由乐

也 也是失之片面的。而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 李

世民至少可以被视为当代音乐界关于 主体与客体

讨论的先驱, 是他把音乐从神坛、政坛上解放开来,

从此乐禁大开。唐代的音乐特别是对周边民族音乐

的吸收, 犹如海纳百川,西域乐舞、朝鲜乐、土番乐、

姜族乐等都一齐涌入中原, 中华乐舞从唐代开始又

一次走向了大融合、大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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