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11月25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宣布
了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
遗产代表作”，中国和蒙古
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
歌”成功入选（中国申报的“
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也同时入选）。 

长调在蒙古语里称“乌日
图道”，长歌之意。它的音乐特点是字少腔多，音域
宽广，高亢悠远、自由舒展的旋律可以在草原久久回
响。蒙古族长调民歌与大草原蒙古民族游牧生活方式
紧紧相连，是蒙古民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蒙古
民族性格的真实写照，更是草原游牧音乐文化的集中
体现。一曲曲动听的长调歌声就诞生在这美丽辽阔的
大草原上，它历史悠久，真可谓：草原上的风刮了多
久，这悠扬的歌声就在草原的天空里回荡了多久！长
调有着“草原音乐活化石”的美称。长调善于叙事和
抒情，歌词一般为上、下两个部分，内容多描写草原
和骏马、蓝天和白云、成群的牛羊、碧绿的湖水和真
挚的爱情等等。长调的唱法非常独特，带有鲜明的草
原文化特征，即歌唱时声带的振动经常带出各种近乎
自然发出的嘟噜声，那悠长嘹亮的乐声有着充沛的气
息来支撑。歌声中蕴涵着蒙古民族对悠久的历史、对
古老的文化、对生活、对自然的真切感悟。

 鉴赏提示 

《辽阔的草原》是诞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
上的一首深情动人的情歌，羽调式，音乐为上下两
句，一问一答，上句落在徵音，下句以调式主音羽音
结束。每句结尾处都有一个向下的八度大跳，节奏为
悠长的散板。羽调式是长调民歌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这首歌曲利用上句的后半句和下句的前半句中强调宫
徵两音的处理手法，突出了宫调式色彩，因而与两头
的旋律形成了在调性方面的对比，使歌曲色彩愈加丰
富，韵味无穷。被誉为“草原上的百灵”的蒙古族歌
唱家宝音德力格尔（1934－2013）演唱的《辽阔的
草原》，更使得这首歌曲传遍了辽阔的草原和神州大
地，1953年，她在19岁的时候就以出色的长调演唱
而获得了中国“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优秀
演员奖。两年之后的1955年，宝音德力格尔参加了

在波兰首都华沙举办的第五届国际青年联欢节，再度
以一曲《辽阔的草原》征服了世界，夺得了金质奖
章。 

中国蒙古族的长调民歌现已为世界各国所关注，
蒙古族长调音乐的无穷魅力，必将会象一杯醇香甘美
的奶酒一样，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带来美好而独
特的精神享受。

呼麦

2009年10月1日，蒙古族人民创造的一种一个人
同时唱出两个声部的神奇歌唱艺术——呼麦，也由中
国内蒙古自治区成功申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呼麦（蒙语意为“咽喉”），故又称喉音唱法，
因能发出双声，故又称双声唱法、多声唱法或浩林潮
尔（潮尔一词是蒙语马头琴chor的音译，也用于对蒙
古族多声部音乐概念的称谓，即泛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复音音乐形式）。呼麦又可以分为泛音呼麦、震音
呼麦、复合呼麦等。表演时由一个歌手纯粹用自己的
发声器官，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喉部发出一个持续低
音，有时声带振动，有时不振动，依靠腔体内的气量
产生共鸣，假声带也随之震动（声带基本频率最低的
限制是约65赫兹，假声带可达到约50赫兹的低音）
。演唱者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发出
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声部。在此基础上巧妙调节
口腔共鸣，强化和集中泛音，从而发出透明清亮的泛
音声部，两个声部间的音程距离多为4到5个八度，
有时甚至能达到6个八度。呼麦是蒙古族复音唱法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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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音乐（14）

 中国的原生态民歌——蒙古族长调和呼麦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孟维平

这次我们来介绍一下Parke County及
Tippecanoe County的环游路线，比起之前
介绍的各种州立公园，这样的路线上的景
点要独特的多，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独特的
体验。当然了，既然是环游路线，要一次
看完所有的景色就要多花些时间，计划在

外住宿了。

首先是被报道过的Parke County老监狱
旅馆，坐落在Rockville法庭广场，在1879
到1998年之间这里都是作为监狱使用的。
而现在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所由监狱改建成
旅馆的独特功能转换。非常独具匠心的转
换，所有的监室都被改建成了客房，虽然
家具装修是非常温馨美好的，房间的门还
保持着原状，也就是说都还是铁栅栏！
在这里还可以参观并了解一些知名罪犯。

就连餐厅也是之前的餐厅修改的！而地下
室，则是成瘾的犯人被关押的地方，如今
已经是酒窖了！特别一提，还可以在墙上
写字留念哟。隔壁就是监狱咖啡厅啦，据
说那里的三明治和咖啡值得一尝。

如果在二月末的时候来，一定要尝尝
Parke County枫糖浆节的感觉，绝对是甜
甜的啦，可以实地观察枫糖浆是如何制作
的，并且在温热的松饼上撒上现制的枫糖
浆品尝。

Parke County因为地理原因有很多棚桥
可以参观，还有棚桥节，可以顺路一观，
在参观了Parke County的桥梁之后，沿着
去Covington一路进入Tippecanoe County 
来到Lafayette。一定不能错过在Beef 

House吃一次晚餐的机会哟！

Beef House 是公认印第安纳最棒的牛
排店，以他们的特色晚餐包而出名，但是
牛排和选择多样的沙拉吧也是非常棒的。
这家店的窗子非常适合冬季观景，边吃边
欣赏会非常棒。而且这家店的晚餐剧场还
有多种娱乐节目，在特定的夜晚可以欣赏
到独特的节目。

来到Tippecanoe County绝对要去狼

公园（wolf Park）一游。狼公园是一个
研究和保护狼的公共设施。常年有许多教
育和娱乐的活动。周六晚上还有嚎叫之夜
（Howl Nights），参与者可以参加狼群的
嚎叫，感受一下自然的狂野。

我是说我就挺喜欢听哈士奇嚎叫的，
嗯，还会一起叫着玩，所以跟着真的狼一
起嚎肯定也很好玩啦。专业的养狼者会带
着狼们到参与者附近和大家比较亲密的接
触并且讲解群体嚎叫的意义。然后可以和
狼一起合唱，对唱。

西拉法耶特（West Lafayette）有室
外滑冰场，叫做河岸滑冰场（Riverside 
Skating Center）。即使不是寒冷结冰的
季节，也可以滑冰，并且有器具租赁服务
提供。

之后就可以踏上回家的路了，在这之
前，一定要光临一下Triple XXX Family 
Diner。这里是印第安纳最早的Drive-in餐
厅。这里的汉堡是美国前101的汉堡，务必
要尝尝呢。酒足饭饱才好踏上回家的路。

带我走进印第安纳
Take Me There：Indiana

  环游帕克和蒂珀卡努县·
Road Trip of Parke County and Tippecanoe County

文 赵乔   

旧时的监狱变成今日的旅馆

尔的高超演唱形式，是一种“喉音”艺术。内蒙古音协名誉主席莫
尔吉胡曾指出：“浩林潮尔音乐是人类最为古老的具有古代文物价
值的音乐遗产，是活的音乐化石，是至今发掘发现的一切人种、民
族的音乐遗产中最具有科学探索与认识价值的音乐遗产。”笔者于
1995年在呼和浩特首次聆听到这种神奇的不可思议的艺术，震惊之
余，深为蒙族人民在音乐上巨大的创造力所折服。诚如学界对呼麦
艺术的赞美之词：高如登苍穹之颠，低如下瀚海之底，宽如于大地
之边。

蒙古人认为，先民在劳作之中，大自然中的河汊分流，瀑布飞
泻，山鸣谷应，声闻数十里，动人心魄，便加以模仿，于是乎就逐
步产生了呼麦艺术。呼麦的曲目有咏唱自然风光的，如《阿尔泰山
颂》、《额布河流水》；有表现和模拟野生动物的，如《布谷鸟》
、《黑走熊》；有赞美骏马和草原的，如《四岁的海骝马》，等
等。

   （未完待续）

《辽阔的草原》谱例

儿童恒牙被完全撞掉时
应该怎么办？

作者 陈剑 牙医   

儿童恒牙容
易被撞落，常常
是应为摔倒，运
动中的碰撞，以
及车祸等等所造
成。由于儿童正
处在生长发育的
时 候 ， 所 以 较
成人更容易发生
这样的牙外伤。 
较常见的是发生
在前牙，这是应

为前牙得不到面部组织的保护，有些患儿
还有牙齿前突的情况，另外在剧烈的体育
运动时也没有带保护牙托的习惯。

牙齿完全撞落又称牙齿全脱位 (Avulsed 

Teeth)是指当外力较重，牙周膜完全断
裂，牙齿与牙槽骨完全分离。

当儿童有头面部急诊外伤伴牙齿完全
从牙槽窝脱出时，应该首先保持冷静，如
果有意识丧失，恶心呕吐，视觉模糊，口
齿不清等等症状时，必须立刻打911。如
果神志清醒，没有大碍时，应该立即给牙
医或急诊室打电话。

被撞出的恒牙能否长时间存活取决于
离开人体后的时间。如果撞落的恒牙没有
沾上尘土，应该立即把牙齿放回原位。如
果撞落的恒牙不能立即放回原位，应在家
里进行紧急处理，也将有可能存活。

1。立即找到牙齿，捡起（手捏牙齿
冠方，不要捏牙根部）

2。如果牙齿已污染，应将其用冷的
流动水冲洗10秒，放回牙齿原来的位置，
并用纱布咬住或固定。

3。如果不能立即放回原位，应放在
牛奶，Save-A-Tooth的Hank's 等渗盐水

中，或保存在嘴里（磨牙和颊部之间）
4。绝对不能浸泡在清水。

总之，当孩子因外伤造成恒牙全脱位
时，应该在30-60分钟内将牙齿放回原处
或立即前往牙医诊所进行急症处理，以避
免牙神经坏死，牙根吸收等并发症。

Jane J Chen DDS
4715 Statesmen Drive, Suite E
Indianapolis, IN 46250
317.578.9696
www.chenddspc.com

来这里住上一夜，体验一下坐牢的滋
味……别有一番风味

欢迎你到“狼窝”一游……

你别说，狼还真很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