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9月28日在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第四次会议上，我国西南少数民
族地区的原生态民歌侗族大歌成功
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

我 们 国 家 是 一 个 拥 有 5 6 个 民
族、960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
历史悠久，有着极为丰富的民歌资

源：西北高原的信天游、爬山调、花儿，北方大草原蒙古族的
牧歌、长调与呼麦（潮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苗族的飞歌、
侗族的大歌，江南水乡的秧歌、小调，东南沿海地区的渔歌
等等，数不胜数。在介绍侗族大歌之前，先来了解一个形容民
间音乐的新词——原生态。所谓“原生态”，原为自然环境科
学中的概念，指未受人类影响而遭到破坏的原始的、自然的状
态。然而，随着世界工业化的进程、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快
的步伐，所带来的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甚至是破坏、生物多
样化的减少甚至是灭绝的现实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人们
发现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人类赖以创造出的、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民歌也正在发生着改变：人们逐步认识到越是在世界工业、经
济趋于一体化的今天，越是要保护文化的本土化，而原生态民
族民间文化就是维系民族存在的生命底线，是民族发展的本、

源、根。原生态文化的丧失就意味着自觉放弃了民族的立身之
本。近年来，重新认识这些宝贵音乐遗产的价值并对之进行有
效的抢救和保护，保护文化生态物种的多样性已形成全社会的
普遍共识，“原生态”一词也由此被引用到人类学研究之中，
引用到民间音乐的研究之中。

原生态民歌的美，体现为极其淳朴、自然、原始的美，是天
人合一的美，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无拘无束的旋律，
信口唱来的歌词，自然状态下的歌唱方法，构成了一种与生俱
来的天然之美。它与专业的音乐创作与表演的所谓技术规范有
着鲜明的差别，它即兴、随意，不裁不剪，是一种真情实感的
直接宣泄。它生动、自然，是自然与文化最完美的结合，是最
鲜活的音乐，这种音乐是对生命的直接诠释，是人类音乐文化
中最为甘纯的艺术琼浆。原生态民歌不是都市化的艺术，更非

商业性，它生存在广大的农村、偏远的山区、未被现代社会文
化所浸染的地域。它有着与民族一样悠久的历史，它是人类口
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著名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中央文
史馆馆员田青先生曾反复强调：总有人在争论学院和民间孰高
孰低的问题,我要高声呼吁民间艺术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土壤和
母亲。古往今来的大艺术家没有不对草根艺术保持一个尊敬的
心态的，只有半吊子艺术家才会对民间艺术采取鄙视的态度。
再如民间艺人华彦钧（即瞎子阿炳）的二胡曲《二泉映月》
，现在，这首民间乐曲早已走出国门，成为了影响最大、最有
代表性的中国传统音乐作品。著名音乐文学家乔羽先生在第四
届“金唱片奖”的颁奖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觉得将
来应该把我们所有的唱的最好的，我们最好的歌最好的音乐
作品都能够得金唱片奖。现在得的大部分都是那些专业的艺术
家，我倒觉得将来还可以考虑我们的纯粹的民歌，又是真正的
民歌手唱的。这些民歌手都是在深山老林里头，他们有
的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深山老林。我是接触过很多这样
的歌手。我接触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七、八十岁了，
老头老太太了，唱起来充满感情。在技术上来说的话
我也认为是成就很高的。一次，我听呼和浩特的一个老
人，男的，七十多岁，唱《走西口》，我就认为比我们
所有演员唱的《走西口》都好。哎呀！他唱的时候他自
己都声泪俱下，你听起来也是觉得太有分量了，太过瘾
了，太值得欣赏了，而且是我们声乐里最宝贵的东西。
所以说，对金唱片奖的将来我有什么希望的话，就是希
望唱的好的都得，唱的好的不仅仅是我们现在一些专业
的演员，唱的特别好的很多反而是农民们”。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和欣赏一下荣获世界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殊荣的中国少数民族农民们创造的音乐奇迹——
多声部的侗族大歌。 

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相邻的地区，人
口有大约142.5万。侗族大歌的流传地区则主要流传于贵
州省的黎平、凯里、从江、榕江，广西的三江、榕水和
紧靠从江的一些村寨里。侗族的祖先是秦汉时期骆越部
族的一支，唐宋时期有峒民、侗人的称谓，后沿用称为
侗族。侗族大歌是侗族民间合唱多声部歌的统称，侗语
称侗族大歌为“嘎老”（gallaox 或gal mags），“嘎”
是歌的意思，“老”是大、长、古老的意思。传统大歌
均为同声合唱，按照音色分为男声大歌、女声大歌、童
声大歌。以二声部为主（有时出现三个声部），上声部
叫“所滂”（高音）或“所赛”（雄声），下声部叫“
所吞姆”（低音）或“所梅”（雌声）。上声部一般由
两位歌手轮流领唱，叫“赛嘎”（唱雄声，歌首之意）
，众人则唱低声部。侗族的各种民俗活动大都以集体的
形式为主，如集体做客、集体对歌等，这些不但充分体
现了侗族人民的友谊、团结、爱美和群体意识强的文化
精神，也为自然和谐的侗族大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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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音乐（13）

 中国的原生态民歌--侗族大歌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孟维平

为什么你觉得看牙这么贵？

因为你错过了这些机会
作者 徐海峰 牙医   

为 什 么 看 牙 这
么贵？因为你错过
了这些机会呀。

第 一 次 机 会 - -
几块钱搞定的日常
护理：一支软毛牙
刷 ， 一 管 含 氟 牙
膏，一卷牙线，日
常牙齿护理的必备
品。早晚刷牙，每
次至少两分钟，每

天至少一次用牙线。只要做好口腔护理，定
期的口腔检查和洗牙，牙齿的发病率一定是
不高的。 定期的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洗牙保险
都是全包的。

第二次机会--涂氟：通过定期把氟化物涂
在牙齿表面，帮助提高牙齿矿化度、抗龋能
力。尤其对儿童和青少年至关重要。 一般保
险都是全包的，即使没有保险也是十几元就
可以了。

第三次机会--窝沟封闭：在牙齿刚长出，
龋齿未发生的时候，甚至非常浅的小龋齿，
做了窝沟封闭可以一定程度的预防咬合面龋
齿。对儿童和青少年建议做。这一步只需要
几十元左右就行了，一般保险也都是全包
的。

第四次机会--人工补牙：如果你没有抓住
上面两次机会，牙齿开始龋坏了，把龋坏的
部分去除补上人工材料就可以了。对于浅龋
齿和中龋齿来说，这个阶段并没有症状，但
是在定期检查或照牙片的时候可以发现。补
牙只需要几百元，但至少可以挺几年，平均
每天不过一两毛钱。一般保险是50%-80%包
的。

第五次机会--牙冠：由于没有抓住第四次
机会，牙齿的龋坏加深、涉及的牙面多了，
单纯的补牙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这个时
候就需要做牙冠（俗称烤瓷牙）才能把坏的

部分修补好。这要大几百到上千元左右，也
许还在可接受的范围。 一般保险是50%包
的。

第六次机会--根管治疗：龋坏部分越来越
深，向深层的牙神经侵袭，牙痛难以忍受，
这个时候就得赶紧做根管治疗保留自己的牙
齿，根管治疗后的牙齿没有了牙神经，失去
了营养供给，会变得非常脆弱，需要做一个
牙冠保护起来。 根管治疗和牙冠这一套都下
来花费就上去了。还好一般保险是50%-80%
包的。虽然牙齿已经病的很严重了，还不用
拔除就是好的。这是自己的牙齿能存在的最
后的机会，一定要抓住。

拔出再镶牙：如果牙已经疼起来不要命
了，你还要死扛着，任其发展，这时候牙齿
已经龋坏的只剩一个烂牙根了，没救了，只
能拔除。 但是，拔牙便宜镶牙贵。目前比
较好的镶牙方式主要是种植牙或牙桥，一般
要几千元，大部分保险还不包或包很少一部
分。 这个价格不便宜，但没办法，因为错过
了前几次机会。当然不排除有些人说，镶牙
太贵，我挺着。结果是牙齿拔除后，变得东
倒西歪，两边的牙齿向缺牙的方向倾倒，对
应的咬合面上的牙齿伸长了。缺牙附近前后
左右的牙齿都塞牙，长期塞牙会导致龋坏，
新一轮的恶性循环，日后的治疗可不是一颗
牙的治疗费用了！

看来，看牙之所以贵，是对口腔疾病的
姑息和拖延导致更严重的口腔问题，仅前期
预防和治疗的费用是很低的，所以请大家重
视口腔的日常护理和定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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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大歌是无指挥、无伴奏的多声部民间合唱音乐。乐声和谐、
细腻、祥和，犹如亘古的天籁之音。侗家人有一句谚语：“饭养
身，歌养心”。侗家人从小就跟着学唱，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手拢
着耳朵寻找那多声部协和的音响效果，十一、二岁时还要找专门
的歌师学习，他们在自然祥和的音乐声中长大。侗族大歌传承的
是侗族民族的历史，诠释的是侗族民族的生命内涵，浓缩的是侗
族民族文化的精髓。侗族大歌根据内容和形式一般又分为三类：
反映劳动、社会生活的普通大歌；主要表现歌队声音为主的声音
大歌；描述传说中侗族爱情生活的长篇叙事性的叙事大歌。 

    通过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是侗族大歌这种别具一格的民间
多声部音乐产生的原因，侗族大歌中的曲名，常常以自然界中有
响声的自然物或动物来命名。如《嘎吉吆》（蝉虫歌）、（著名
的“金蝉歌”，侗语称为嘎哈海），基本旋律和衬音都是直接模
仿蝉鸣“吉吆”“吉吆”和各种自然声响而创造出来的。久而久
之，这种模仿也就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曲调流传开来。由此可知，
侗族大歌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它特定的生态环境决定的。

1986年10月，贵州省黔东南州民间侗族大歌合唱团参加了
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艺术节，引起轰动。“在东方一个仅百余万人
的少数民族能够创造和流传这种古老纯正、如此闪光的艺术，在
世界极为少见，它不仅受到法国观众的喜爱，就是全世界人民也
都会喜欢的”。 艺术节执行主席马格尔维特在观看完演出后激
动地说。

   （未完待续）

《嘎吉吆》谱例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
发布的一份《感冒白皮书》，为我们揭露
了有关感冒的三个真相。

第一：感冒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上呼吸
道感染“综合征”，有超过100种以上的病
毒可能诱发感冒；

第二：一般来说，感冒的症状会持续一
星期，不论服药与否；

第三：感冒的起点，应该是出现症状的
一天前，此时病毒已经在你的体内驻扎。

更确切地说，感冒病毒会在体内潜伏
18—48个小时，然后突然爆发。最早出现
的症状主要包括咽喉肿痛、打喷嚏、鼻塞
流涕、身体疲倦。

在英文中，由于“感冒”和“寒冷”
为同一词，很多人都觉得感冒是“冻出来
的”。事实并非如此。不管你是衣服穿得
太少、光脚走在地上还是头发没吹干就出
门，都不会导致你感冒--但是会导致抵抗
力下降，让病毒们有机可乘。相比之下，
干燥更容易带来感冒，因为身体黏膜的抗
病毒能力会因为缺水而下降。

感冒攻击每个人的次数也不一样。根据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儿童每年
会感冒8—10次，上学的孩子会达到12次之
多，这不是因为他们抵抗力差，而是因为
孩子们关系更亲密，病毒传播的几率大。

相比来说，“冷漠”的成人们每年得感
冒2—4次，女性多于男性，30岁左右的女
性最易中招，因为她们是照顾孩子的主力
军。年过60以后，感冒次数会减少，平均
每年1次。

乱吃药不如休息好
《感冒白皮书》同时指出，很多人并不

知道，感冒其实没得治。有些人会服用抗
生素，其实抗生素根本不能消灭病毒，胡
乱吃药可能会加重病情。

感冒药的主要功效是缓解症状，让你
感觉好受点、休息好点，但并不能缩短病
程。那么，究竟哪些事情是感冒后必须做
的？美国“健康播报网”认为，以下9件事
必不可少。

感冒必做的9件事
第一步：找一张床。
感冒后，最好给自己找张舒服点的床躺

下来。不要想着去上班，也不要强忍着出
去聚会、玩乐或者运动。睡觉就是“最好
的感冒药”，每天一定要保证8小时睡眠。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请假在家休息1—2
天，这样可以少将疾病传染给他人。

第二步：补点维生素
不管是服用维生素C补充剂，还是吃点

富含维C的水果，比如枣、橙子、猕猴桃、
橘子、柚子等，都能起到缓解感冒症状的
作用。一般来说，酸味重的水果维C含量都
不少。喝橙汁在补维C的同时，还能消除口
腔中的不适感。此外，维生素D3，复合B也

有调节免疫的作用，帮助身体自身的免疫
系统战胜入侵的病毒

第三步：吃块黑巧克力。
它能补充抗氧化剂，英国伦敦大学的

研究还显示，其中所含的可可碱有止咳功
效。

第四步：打开加湿器。
秋冬季节干燥的空气会让呼吸道感到不

适，在床边或沙发边放置加湿器，可以让
你呼吸更顺畅。使用前，最好彻底清洗一
下，以免病毒通过其散播。

第五步：吃流质食物。
热汤和热粥都是不错的选择。几百年来

都流传着鸡汤治感冒的说法，英国学者发
现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鸡汤中的某些成分
可以抗病毒，减少咳嗽，而且热汤和热粥
的蒸汽也有助于缓解鼻塞。

第六步：换个大水杯。
保证每天喝2000毫升水，其中有一部分

最好是电解质饮料。
第七步：限制乳制品。
奶酪等较难消化的奶制品，感冒时最好

别吃，但是可以适当喝些牛奶。如果胃口
不好，可以喝些酸奶。

第八步：服用非处方药。
Tylenol Cold & Sinus，DayQuil,NyQuil

或止咳糖浆等非处方药都能减轻感冒的症
状。虽然这些药不能抗病毒，但能让你感
觉好受些。

第九步：耐心等它过去。
你的感冒需要7天左右才会自行消失。

但如果症状一直持续或急剧恶化，最好去
医院请医生诊断。

对付感冒三件宝
感冒虽然不是大病，但持续不断的症

状却很影响生活质量。对此，《感冒白皮
书》针对喉痛、咳嗽、鼻塞三大症状，给
出了缓解的小窍门。

喉痛：淡盐水。
将7.5克盐溶解在250毫升温水中，缓慢

漱口可以缓解咽喉肿痛，每隔6—8小时漱
口一次。不要使用刺激性的漱口水，它们
可能会加剧呼吸道干燥。还可以吃一些含
片。

咳嗽：止咳糖浆。
咳嗽是身体清除外源性物质的一种手

段，但剧烈的咳嗽会影响睡眠或导致胸
痛。最好的办法是，在咳嗽剧烈的时候喝
点止咳糖浆。

鼻涕：热蒸汽。
擤鼻涕的时候最好使用软纸巾，这样可

以防止鼻子被蹭破。擤鼻涕切忌太用力，
程度的标准是以耳朵听不到嗡嗡声为宜，
以免对耳膜造成损害。如果鼻涕难以擤
出，可以“闻闻”热蒸汽或薄荷油，或使
用滴鼻液感冒。

 （来源 《人民日报》）

《感冒白皮书》 
和 感冒后必做的9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