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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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申报的“
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成功入选。（中国和蒙古国联
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
也成功入选）。 

木卡姆是一种以绿洲农业
为基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大型歌舞音乐文化，广泛流
行于亚洲的中部、西部、南部和非洲的北部。新疆是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更是著名的“歌舞之乡”。特
别是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兄弟以他们的聪明和智慧创
造出了民间音乐艺术的神话——十二木卡姆。

木卡姆是一种音乐舞蹈歌唱综合在一起的艺术形
式。木卡姆一词原为阿拉伯语，最迟在14世纪就已经
在西域广泛使用。它的词义比较复杂，原意思是“地
点”、“地位”、“最高的位置”、“法律”之意，
作为音乐术语，指成套的民间歌舞音乐（又有调式体
系、曲调模式之意）；十二，即指有十二套歌舞音
乐。

与其他阿拉伯地区和国家的木卡姆相比，我国维
吾尔族的木卡姆数量多，形式也完整，按地域可分为
喀什木卡姆、伊犁木卡姆、刀朗木卡姆、吐鲁番木卡
姆和哈密木卡姆。分别是：拉克、且比亚特、木夏乌
热克、恰尔尕、潘吉尕、乌扎勒、艾介姆、乌夏克、
巴雅特、纳瓦、西尕、依拉克十二套套曲。总计有
170多首歌曲与70多首器乐曲，全曲演唱一遍需20多

个小时。

每一套木卡姆一般都分为琼乃额曼、达斯坦、麦
西莱甫三个部分。琼乃额曼意为大曲，通常由5－10
首歌曲和2－6首器乐曲组成，比较苍劲深沉（按散
序、太孜、太孜间奏曲、奴斯赫……散板结束排列顺
序）；达斯坦由3－4首不同节奏与速度的叙事歌组
成，其间还要有间奏曲插入，音乐流畅抒情优美；麦
西莱甫原是古代一位诗人的名字，人们喜爱把他的诗
放在歌舞之中，遂成此名。麦西莱甫一般仅由2－7首
歌舞曲组成，载歌载舞，把演奏推向高潮。

木卡姆的较早记录与整理始见于公元16世纪。
这套喀什十二木卡姆是经吐尔地阿洪（1881－1956
）的录音整理才流传至今的。吐尔地阿洪出生在英
吉沙县一个世代以演唱木卡姆为生的家庭，他曾在
喀什、和田等地演唱木卡姆达50年之久。新中国成
立后，他立刻被邀请到喀什文工团任木卡姆专职演
员，国家及时地抢救下了这笔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  

    民间的木卡姆演出一般是2－6个人组成，先从演奏
萨它尔的主唱者开始，然后大家接着唱下面的段落，
这时手鼓进入节奏。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运用音乐、文
学、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表现丰富多彩的生
活和同样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优美而不乏质朴，热
烈而不失深沉。 

刀朗木卡姆《麦盖提巴希巴亚宛木卡姆》的第一
部分《木凯迪曼》歌词大意是：情人，你是来把我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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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音乐（15）

 中国的原生态民歌—新疆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孟维平

过年团年饭是过春节的重头戏，不但
丰富多彩，而且很讲究意头。吃团年饭前
先祭祖或拜神，香烛烧完才开饭。席上一
般有鸡(寓有计)、鱼(寓年年有余)、蚝豉
(寓好市)、生菜(寓生财)、腐竹(寓富足)
、蒜(寓会计算)等以求吉利。

那么过年吃什么菜寓意好呢？这里为
你分享几样过年有寓意的菜。

　　1、饺子：招财进宝

　　在中华民俗中的，除夕守岁吃“饺
子”，是任何山珍海味所无法替代的重
头大宴。“饺子”又名“交子”或者“娇
耳”，是新旧交替之意，也是秉承上苍之
意，是必须要吃的一道大宴美食。吃饺子
取“更岁交子”之意，“子”为“子时”
，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和“
吉祥如意”的意思。此外，饺子因为形似
元宝，过年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
宝”的吉祥含义。

　　饺子馅料的选择和寓意有着直接关
系，最常见的韭菜馅寓意着久财之意，
因为久即时间长、久远，谓之久财。冬季
典型的白菜肉馅即百财之意。香菇最有养
生功效，将其包进饺子馅里寓意着鼓财之
意，鼓即高起，凸出，香菇的形状如同向
上的箭头，或为股票大盘的走势，向上、
饱鼓之意，谓之鼓财。最后还有南京人爱
吃的酸菜，据说有算财之意。

　　2、鸡：有计

　　除夕一桌丰盛的团年饭桌上，自然少
不了鸡。除夕晚上吃年夜饭，在许多地方
开席时首先要吃的菜就是鸡，因为寓意吉
利。年菜必须有一只鸡在餐桌上，因为“
吃鸡起家”。广州本地客家人拜神还要用
鸡鹅做“头生”，都会选“走地鸡”，喻
求生生猛猛。

　　为了减少脂肪和卡路里的摄入，在烹
饪前还是烹饪后去皮。其实，在鸡皮和鸡
肉之间有一层薄膜，它在保持肉质水分的
同时也防止了脂肪的外溢。因此，如有必

要，应该在烹饪后才将鸡肉去皮，这样不
仅可减少脂肪摄入，还保证了鸡肉味道的
鲜美。

　　3、鱼：年年有余

　　因为中国传统有年年有余(鱼)的说
法，所以鱼是年夜饭必备的一道菜。除
夕夜吃鲤鱼，鲤同“礼”谐音，过年吃鲤
鱼大吉大利。除夕夜吃鲫鱼，鲫同“吉”
谐音，过年鲤鱼和鲫鱼一起吃就是大吉大
利。除夕夜吃鲢鱼，鲢同“连”谐音，过
年吃鲢鱼连年有余。

　　为了吃出连年有余的好意头，您可以
除夕两条鱼，年夜饭吃一条，大年初一吃
一条，就是连年有余。如果制作一条的
话，年夜饭吃终端，大年初一吃头尾，这
样就是连年有余，有头鱼尾。

　　4、蚝豉：好市

　　华南的年夜饭则多有鸡、烧肉、发
菜、蚝豉等，因为“发菜蚝豉”与“发财
好市”谐音。蚝豉，也称“蛎干”，牡蛎
(也称蚝)肉的干制品，是广东人民春节必
食的菜肴。蚝豉是补钙的最好食品，它含
磷很丰富，由于钙被体内吸收时需要磷的
帮助，所以有利于钙的吸收。

　　5、虾：哈哈笑

　　广州人喜欢吃海鲜，虾在过年都会是
一个吉祥菜式，白灼虾、炸虾等，因为虾
寓意着每天都哈哈笑，笑哈哈。过年一道
虾，每年笑哈哈，开开心心。

　　6、长年菜：长寿

　　台湾春节第一餐吃“长年菜”，是一
种长茎叶，有苦味的芥莱。有的还在菜里
加细长粉丝，意即“绵绵不断，长生不
老”。在除夕当天，人们切菜时，将蔬
菜切得比平时长，因而得名，寓意长长久
久，来年收益更多。而在除夕夜吃长年菜
表示有剩余留到第二年，代表了劳动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新年生活的期
待。

过年吃什么菜寓意好 ?

瞧？还是来为了把我炙烤？莫不是让熄灭的情火，又在我心田里熊
熊燃烧？

鉴赏提示

刀郎一词在维族语中是“群”的意思，刀郎人主要生活在塔克
拉玛干边缘以麦盖提、巴楚、阿瓦提三县为中心的地区，西距喀什
170公里。“巴亚宛”是荒漠的意思，刀郎人为了生存不得已要经
常走进茫茫荒漠；“巴希”指的是“头”，巴希巴亚宛可意为“
头一部巴亚宛”。刀郎人的木卡姆有自己的特点，都由五个部分组
成：木凯迪曼、且克脱曼、赛乃姆、赛勒克、色勒利玛。麦盖提巴
希巴亚宛木卡姆的第一部分木凯迪曼，是节奏自由的散板，在乐队
简短的引子之后，由领唱反复“安拉、安拉”的衬词开始进入歌
唱，伴唱随后。基本由同音反复而构成的平直但非常高亢的旋律，
大声的吼，大声的喊，抒发着一种发自心底的、发自肺腑的呼唤。
敬请读者观看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出品的三十八集高清系列记
录片《世界遗产在中国》之第四集：新疆维吾尔木卡姆。

原生态民歌是音乐创作的源泉。采集丰富多彩的民间原生态的
音乐素材，是作曲家们进行音乐创作的必由之路，无数经典的音乐
作品都验证了这个真理——向民间学习，向原生态艺术学习，那里
有一个民族最宝贵的音乐财富，那里有民族音乐传承的DNA。俄国
著名作曲家格林卡（1804－1857）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创造音
乐的是人民，作曲家不过是把它编成曲子而已”。

          （未完待续）

谱例:刀朗木卡姆《麦盖提巴希巴亚宛木卡姆》的第一部分《木凯迪
曼》

牙医保险
作者 陈剑 牙医   

牙病的防治
和口腔的年检
对每一个家庭来
说都是经常需要
考虑的事。而牙
科保险又给大家
带来不少疑惑。
美国的牙科保险
与医疗保险，汽
车保险，房屋保
险有很大不同。
它不属于大病保
险，一般牙科保

险患者都需要自己付一部分。从五十年
代至今，每年被保金额也一直停滞在最
多2000美元左右，许多学生的每年保额
会低到500美元。如此一来现今的牙科
保险就转变成一种辅助工具。除了每年
两次口腔检查，一次牙片检查和两次预
防性洗牙(Prophylaxis  Cleaning  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Prophy)，如您还有别的牙科
需求，就有可能需要支付一部分部分不
能报的金额，越来越现实的情况是您的
保险将不会满足您所有的牙科需求。
在过去的20多年，许多企业和学校

为了降低高昂的医疗保险福利，都会谨
慎的选择医疗保险计划，这样就出现了
医疗福利保额下降，限制和不报各项治
疗方案。许多保险的年额也从过去的没
有上限变成了低额保险（一般每年可报
金额在500美元到2000美元左右）。
大部分保险计划也从传统的Indemnity 
Insurance转变成PPO或者DMO。
许多患者误以为牙科保险会承担所

有牙科治疗的费用。这样就会产生“如
果保险不报的治疗，这个治疗就不必要
了”这样的想法。大家都知道保险公司
需要营利，需要对他们的股东负责，这
没有什么不对，只是我们应该明白这就
需要他们控制成本。这样，消费者就
不能仅仅认为如果保险公司不报的治疗
就是不需要的，以及以牙科保险的年额
来决定您和家人牙科护理的需求。事实
是除非您从出生以来就有非常健康的牙
齿，您都需要在看牙上有一定的消费。

美国的牙科保险制度大致可分下面这
几类：

Indemnity：也叫Fee-For-Service  保
险，是一类传统的牙科保险，患者可以
去任何牙医诊所看病，牙医按照自己的
收费标准向保险公司报销费用。这类保
险如今已经越来越少。

PPO (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
tion)：这种保险起始于八，九十年代，
保险公司制定收费标准，患者可以去in-
network 或out-network 的牙医，但前者
费用会优惠很多。这是目前最普遍的牙
科保险。

DMO (Dental Maintenance Organiza-
tion)：也是始于八，九十年代的保险，
保险公司有自己的收费标准，患者需要
去指定的诊所，如需看专科牙医，必须
需要家庭牙医的同意。一般是大的牙科
公司如Highland  Dental 或Aspen  Dental 
收此类保险，但往往患者没有固定的牙
医。

Discounted Fee Plan：一种特殊
的PPO保险，这种保险只给你优惠价，
但患者需要付全部费用。也需要去in-
network 的诊所。

Medicaid：美国政府提供给低收入的
老人，儿童，残疾人的一类保险，有指
定价，但必须去收Medicaid  保险的牙科
诊所。

每一个人对生活质量的理解都有侧重
面，我们会在那些觉得重要的事情上投
资，如买房子，装修，孩子的教育，旅
游，业余爱好，奢侈品消费等等，这种
选择并没有对错。而牙医的责任仅仅是
告诉患者检查结果，并提出完整的治疗
建议，尽可能帮助患者得到牙科保险所
带来的资助，但最后是患者决定是否采
纳这个计划。而对牙科保险有一个客观
的了解，将可能会对患者作出决定有一
定的帮助。
Jane J ChenJane J Chen DDS
4715 Statesmen Drive, Suite E
Indianapolis, IN 46250
317.578.9696
www.chenddspc.com

（来源 www.bendiba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