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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京剧艺术，
读者们肯定都非常熟
悉，那可是咱们中国
的国粹，2010年11
月16日，在内罗毕举
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上，由24个成

员国共同审议，这个以中国的首都命名的一种
古老剧种——京剧，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京剧也成为继昆曲艺术
之后中国传统戏剧舞台又一个世界级的人类文
化遗产。之所以要把京剧提前至此来向读者们
介绍，就是因为同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杰出
代表，京剧二百年的辉煌直接传承延续的正是
古老昆曲艺术六百年的辉煌。
同样都是戏曲艺术，都是用音乐来演故

事，但在音乐方面昆与京剧有着一个最大差
异：前者为曲牌联缀体，后者则为板式变化
体。

所谓曲牌，也称为曲牌音乐，就是一首优
美曲调的名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独特乐
曲形式。文人则根据曲调旋律的特点要求把词
填进去，每个曲牌有多少字、多少句，以及每
个字的平仄声韵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即“选
词配乐”，曲牌的音乐结构和文学结构是高度
统一的。由于曲牌是由词发展而来，故又有“
词余”之称，而词也有“诗余”的称谓（当
然词还有近体乐府、长短句、曲子、曲词、乐
章、琴趣等多种名子），唐诗也是可以入乐
的，中国这一系列文学样式的发展，其实都是
受到了音乐发展的深刻影响。从汉魏乐府﹑唐
宋词调、金元剧曲散曲以及明清歌谣俚曲﹐不
同的时代曲调既有传承也有增殒，至乾隆十一
年（1746）编纂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
汇集南北曲曲牌2094种（同名异体共达4466
个）。又据戏曲理论家吴梅（1884-1939）
的统计，南曲曲牌达4000多个，北曲曲牌有
1000多，最常用的也有点将唇、端正好、新
水令、醉花荫、粉蝶儿、一枝花、步步娇、皂
罗袍（谱例见上期）等等200多个。中国当代

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音乐（2）

 京剧艺术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孟维平

著名音乐理论家冯光钰（1935-2011）有专著
《中国曲牌考》（2009），对100个曲牌的来
龙去脉，音乐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所谓曲牌的联缀体就是指以一个一个的曲

牌作为基本结构单位，将若干支不同的曲牌联
缀成套来构成一出戏或一折戏的音乐。经过北
杂剧、南戏的发展，曲牌的联缀形式至昆曲已
达到最为成熟完善的阶段。所谓板式变化体，
其特点是不依靠大量的曲牌作为音乐材料，而
主要是运用表现力强、旋律扩展能力大的个别
曲调，以对称的上下句作为唱腔的基本单位，
通过节奏变化的方法，衍变、派生出一系列不
同节奏的板式，以满足声腔的需要。皮黄腔、
梆子腔、秦腔等剧种都属于此类声腔。京剧音
乐就是板式变化体的杰出代表。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被

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之后陆续产生出了许
许多多剧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戏曲剧种
现在就约有360多种，其中多以板式变化体音
乐结构为主。传统剧目更是数以万计，其中仅
京剧的剧目就有5300个以上（《京剧剧目辞
典》，1989）。
京剧是以演唱西皮和二黄两种腔调即所

谓“皮黄腔”为主的、板式变化体音乐结构的
戏曲剧种。“皮”是指陕西的秦腔传入湖北襄
阳一带，与当地的楚腔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襄
阳腔，称为西皮腔，亦称“北路”。从西皮的
高亢激昂的音调特点中，仍可见秦腔的印迹。

二黄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源于安徽的
四平腔，一是认为源于江西的宜黄。总之，二
黄是受明代弋阳腔的影响，在安徽、江西、湖
北三省沿长江流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亦
称为“南路”。清朝中叶的京城是全国各地戏
班荟萃的地方，不但昆、弋争胜于剧坛，梆子
腔、秦腔、二黄调、吹腔、襄阳调等也已广为
流传。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为给乾隆皇
帝祝贺八十寿辰，北京的演出规模盛大空前，
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高粱桥，每隔数十步就设
一戏台，可谓集南腔北调、四方之乐，荟萃争
妍，众艺争胜。以安庆“三庆班”为首的徽戏
戏班率先进京并大获成功，其后又有四喜班、
和春班、春台班等徽班随之而来，这就是所谓
的“四大徽班进京”。徽班在北京的戏曲舞台
上一展风采的同时，通过与其他剧种的交流借
鉴，取长补短，在光绪（一说道光）年间，京
剧逐步完善成形，在19世纪末开始盛行全国，
成为继昆曲之后的影响全国的大剧种。不过“
京剧”一词可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普遍使
用（也一度称过“平剧”），在这之前也曾称
为“京皮簧”。

题图：《同光十三绝》此画作出自晚清民
间画师沈蓉圃之手，绘制于光绪年间，该画中
所展现的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徽调、昆腔的
徽班进京后扬名的13位著名京剧演员，都是技
艺非凡的表演艺术家。

带我走进印第安纳
Take Me There：Indiana 

   塞勒姆小镇和森林公园
·Salem and Jackson-Washington State Forest  

图/文 赵乔   

杰克逊华盛顿森林公园（Jackson-Washington 
State Forest）和塞勒姆小镇（Salem）比邻而
居，相距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十分适合一起拜
访，先去森林漫步再到小镇走一圈，吃点什么，会
是十分不错的安排。

杰克逊华盛顿森林公园是很典型的印第安纳地
形，有丘陵有水体，还有郁郁葱葱的森林。可以开
游艇，钓鱼，烧烤，远足，背上一个背包来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背包里放上瓶水，带点能量棒和零
食，别忘了纸巾和垃圾袋，准备充足的旅行才是幸
福的旅行。除了十条相对踏青路线可以选择，还有
长达八英里需要五小时以上充满挑战性的路线。除
此之外，更有合适山地自行车的路线。其实那怕只
是带张折叠椅坐在湖边看水看树看天空对于心情调
节也是极好的。

公园里有大大小小五个湖区，但是并不允许游

泳，如果自带游船游湖钓鱼的话是需要船证的。林
区是准许打猎的，除了打猎证如果想设陷阱还需要
许可。林区还有练习弓箭的设施，有各种距离和各
种条件的不同设置可以选择。除此之外，林区还可
以野餐，可以野餐的地方就毕竟多了，有很好的欣
赏景色的视野。不得不说，这个公园相对来说不
大，但是可以进行的活动很多。至于蓝天白云绿树
和崎岖的地形组成的美景，确实是让人难以忘怀
的。

西南不远就是塞勒姆小镇，虽然同样叫塞勒
姆，我们印第安纳的就没有马塞诸塞州那个恶名昭
彰的著名了。小镇充满了历史感，镇中心是登记在
册于国家史迹名录值得保留的地区。假如你听说过
卡耐基图书馆，这个由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发
起的慈善事业的话，塞勒姆小镇就有一座建于1904
年并且至今还在使用的。塞勒姆小镇的中心是座颇
有特色的建筑，这座华盛顿郡法庭俨然是小镇的地

标性建筑，而在建筑东南角有一个为纪念独立战争
因军事冲突而牺牲的老兵而立下碑刻。说到历史意
义，这座小镇还有着一个从1971年起就被设立成国
家史迹的地方，那就是海约翰（John Hay）的出生
地。这位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就是在这个小镇
出生的。也许你不太了解他的史迹，他曾任林肯总
统的私人秘书，还当过国务卿，并且在对华事物上
反对列强划分势力范围，避免了瓜分中国。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塞勒姆小镇地方虽小却充
满可以了解的知识，林区也能让人得到心灵升华的
机会，所以到小地方走走也是美好充满惊喜的。 

印第安纳的小镇充满了历史感，镇中心是登
记在册于国家史迹名录值得保留的地区。

肺癌是当今世界上对人类健康与
生命危害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死亡
率为恶性肿瘤之首位，在中国也已成
为城市人口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第一
位。吸烟是国际公认的致肺癌最重
要因素之一。今年5月17日中国温州
电视台公共频道《养生有道》邀请到
来自美国的专家、著名的放射肿瘤学
家、放射学院院士、美国首位中美放
射肿瘤学联合会主席孔凤鸣教授，和
大家聊聊肺癌和吸烟的关系，以及如
何治疗肺癌（节录）。

主持人（主）：孔教授，首先请
您介绍如何能早期发现肺癌？
孔教授（孔）：这是个非常好的

问题。在美国最近几年研究证明，用
CT检查是可以早期检测到肺癌的，它
比一般X光片检查可提高诊断率20%。
这已基本上成为美国的一项政策，即
几乎所有保险公司都为高危人群（即
每天抽烟1包达30年以上者）免费作
CT检查。中国也很需要这样做。
主：肺癌发病的原因是与吸烟有

关吧？
孔：肺癌是恶性肿瘤中死亡率之

首。肺癌发病的最大危险因素是吸
烟、吸烟、吸烟、吸烟⋯⋯，它占
90%。
主：所以有这一说法：发现烟草

就是发现恶魔！
孔：对！当然国内肺癌的发病还

有空气污染问题，但吸烟是第一位
的，比不吸烟的发病率要增加20倍。
主：吸烟多少年危险？
孔：每天吸烟1包达30年，但每抽

一支烟都是危险的。20年前如果能戒
烟5年危险性会降低，现在也许需要戒
20年才能减低。
主：那您是怎样劝人戒烟的呢？
孔：我劝人戒烟很不成功，我父

亲就吸烟，首先我劝我父亲，但是他
说：有人从来不吸烟也得了肺癌，而
有人吸很多烟也能活到80几岁咧。我
说这都是些个案，中国如果百万人中
有50-60人发生肺癌，其中40-50人是
与吸烟有关系的。总体来说，不吸烟
的肺癌发病率会少20倍，平均寿命会
增加20年，即抽烟会减少20年。
主：肺癌的死亡率很高，请问它

分 几 期 ？
应当如何治
疗？是否很
难治？
孔：得

了肺癌很多
人早期是没
有什么不舒
服，而等到
有症状时诊
断就比较晚
了。肺癌分
为两种，即
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
胞肺癌占80%。这里重点介绍非小细
胞肺癌。根据是否有转移及转移的程
度，非小细胞肺癌共分为4期：
一期即早期，没有转移。经手术

或精准放疗（三维定位），治愈率（
五年存活率）很高，可达到80-90%。
二、三期即中期，有不同程度的

淋巴转移。需要多学科即手术、放
疗、化疗等进行综合治疗，二期可50-
60%治愈，三期可30-40%治愈。中国
约20-30%。
四期即晚期，有远处如另一侧

肺、脑、肝、骨转移。难以治愈，治
愈率还不到1%。
目前精准放疗是一种新技术，对

于体质差不愿手术的病人，只要能躺
下，插上氧气管也能接受治疗。对
于一期的病人，与手术治疗的效果一
样，治愈率可达到80-90%。即使是晚
期患者，精准放疗对止血、止咳、止
痛、改善脑转移所致肢体瘫痪等方面
都有帮助，可达到改善症状，提高生
活质量，延长寿命的目的。现在是国
际研究的方向。
主：看来关键是让肺癌不要发

生，我也吸烟，听了您的报告我是得
马上戒烟了。
孔：你如果能就此戒烟，那我下

次回来请你吃饭。
主：我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我再

也不吸烟了。望大家都能告别烟草！
孔：这是我这次来中国听到的最

高兴的承诺！

（

孔凤鸣医生电视访谈

要烟还是要命？

始建于1888
年，华盛顿县法
院是印第安纳州
法院大楼中的宝
石之一。

杰克逊华盛顿森林公园：郁郁葱葱的森林，
宁静的湖面，是调节心情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