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 着 “ 中 国 古 代 音 乐 活 化
石”的西安鼓乐，在2009年9月
30日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

西 安 一 带 （ 古 称 长 安 ） 是
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极为深厚的

地区，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莽、西晋、前赵、前
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3个王朝建都在此，
作为帝都的历史就长达千年之久，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兴教寺塔、大雁塔、小雁塔、
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等珍贵历史文化遗产都已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同样有着千年之久的西安鼓乐的成功申
报，从物质文化遗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更加全面
立体地向世界展现出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历史风貌。

西安鼓乐（也称长安古乐），是以打击乐和吹奏乐混
合演奏的一种大型传统民间鼓吹乐乐种，关于西安鼓乐
的名称，学术前辈李石根先生说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由现
代的音乐工作者给起的名字，在此之前就是叫鼓乐社与

铜器社。当代著名音乐学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
研究所所长的项阳先生曾撰文：“关于乐社，在民间有
两种，一是‘会社’，一是‘班社’。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我们所认识的‘西安鼓乐’，应该是指会社。所谓
会社，即是在历史上属于奏乐不收钱、一般以某种宗教
或民间信仰所凝聚、具有一定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
的音乐社团组织。所谓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即是指
音乐形式用于诸如祭祀、供养、禳灾祈福等场所。一般
讲来，这些音乐在历史上很少仅仅是供人们娱乐、欣赏
者，而是在一些祭祀等仪式中、与仪式中的程序相辅相
成地进行演奏，因此就有为神奏乐、‘以悦神听’、‘

以悦神欢’，或称是‘人神共享’的理念存在。这样，
在有强烈宗教理念的前提下，音乐与仪式相结合，一般
不允许随便增删，否则就意味着对神灵的不敬，使得所
进行的仪式失去其应有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
下，作为流动的音乐才能够近乎不变地传承下来”（《
拓展“西安鼓乐”研究领域的一点思考》）。起源于隋
唐，历经宋、元、明、清仍存活在当下的西安鼓乐，至
今仍然保持着相当完整的曲目、谱式、结构、乐器及演
奏形式：保留着大量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阶段
的各种大型套曲就有《套词》、《北词》、《南词》等
400余套，曲牌上千首；可以独立演奏的鼓谱有《浪头
子》、《三股鞭》等百余首。现今各长安鼓乐社使用的
乐谱，依然是手抄传本古代的半字谱，有的谱字与敦煌

莫高窟发现的唐乐谱（公元933年的手抄本）相同，与
宋代姜夔（1154-1221）17首自度曲所用的俗字乐谱基
本相同。

西安鼓乐以竹笛为主奏乐器，分为“坐乐”和“行
乐”两种演奏形式，“坐乐”是室内乐，吹奏乐器有
笛、笙、管，击奏乐器则有坐鼓、战鼓、乐鼓、独鼓、
及大铙、小铙、大钹、小钹、大锣、马锣、引锣、铰
子、大梆子、手梆子、云锣等击奏乐器。“行乐”，即
在行进中演奏，多拌以彩旗、令旗、社旗、万民伞、高
照斗子等，乐器用高把鼓、单面鼓、小吊锣、铰子、供
锣、手梆子、方匣子等打击乐器和笛、管、笙若干，行
乐有时还有与祈雨有关的“歌章”，多用于街道行进和
庙会的群众场合。西安鼓乐多在每年夏秋之际（农历五
月底至七月底），为了庆贺丰收在各地举行的乡会、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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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音乐（16）

 中国的原生态民歌—西安鼓乐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孟维平

会上演奏。

西安鼓乐分僧、道、俗三个流派，有着不同的风格，其
中最为著名的要算是城隍庙鼓乐社的鼓乐大师安来绪（1895
～1977）。

安来绪1911年在西安城隍庙出家作道士，从师学习鼓乐，
并长期主持西安城隍庙鼓乐社。安来绪能演奏笛、笙等多种乐
器，尤擅长击鼓和双云锣（十音20面锣）。他熟谙鼓乐曲牌及
锣鼓经，运用自如。在他的主持下，城隍庙鼓乐社继承了道派
鼓乐的主要传统。由他手抄的 150多首乐曲编辑而成的《安来
绪鼓乐曲集》，为西安鼓乐的重要传谱。被誉为“西安鼓乐”
保护神的民族音乐学家，中国音乐史学家，陕西省音乐家协会
研究员李石根(1919—2010)，则是为西安古乐的发掘、研究与
整理付出了全部心血。他倾注半个多世纪心血、历时数十年编
纂的五卷本《西安鼓乐全书》（约400万字，其中包括731首(
套)鼓乐曲，70多万字的研究论文，数百帧极富历史价值的照片
和古谱影印件）是研究这份极其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的权威之
作。可喜的是2009年9月西安古乐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10月，《西安鼓乐全书》由文化艺术出版
社出版发行，李石根老人在他有生之年看到了他所为之奋斗一
生的西安鼓乐终于矗立于世界民族音乐之林。

发生在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763)的“安史之乱”
，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使得宫廷乐师大量流落民
间，唐代的宫廷燕乐也随之流传民间，西安鼓乐即脱胎于唐代
的宫廷燕乐，很多曲目的音乐风格大气、庄重、高雅，具备宫
廷音乐的特征。曾任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陕西省艺术
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的雷达先生是李石根的老朋友，他为西安
鼓乐的研究、保护与传承同样做出了突出贡献，下面我们就来
欣赏雷达先生从唐代刘禹锡的九首《浪淘沙》（《浪淘沙》是
唐代教坊曲名，教坊是唐代设置的掌管俗乐的乐舞机构）中选
择了两首，配上西安鼓乐中同名曲牌合成的词乐，体味一下中
华古老的乐风。  

     （未完待续）

安来绪道长（中坐击鼓者）指挥鼓乐排练

酸蚀病因与预防
作者 陈剑 牙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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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
蛀牙的危害性，
但 许 多 朋 友 对
牙酸蚀(Denta l 
Erosion)还缺乏
一定的了解。牙
酸蚀是非蛀牙类
的牙齿损伤，当
口腔内的酸碱度
在5 以下时（中
性是7），牙齿
持续受到酸的侵

蚀牙体所产生的变化。牙酸蚀的病因比较
复杂。有全身性因素引起的，如妊娠性呕
吐或神经性暴食症呕吐(Bulimia), 反酸症 
(Acid Reflex, GERD),使用治疗哮喘病的喷
雾器，而绝大部分的患者是因为食用过
量的水果，尤其是橙橘类，过量饮用柠檬
水，碳酸饮料，食用醋，果汁等等。

牙酸蚀的特点是牙齿表面失去光泽，
珐琅质变薄，牙齿颜色呈现透明状，出现
杯状型的小坑，往往发生在不易长蛀牙的
牙面上。临床表现还伴有牙齿对冷的敏
感，严重时牙齿会出现磨损，变形，断裂
最终导致牙神经的损伤和牙齿缺失，当伴
有磨牙症时也会加重病情。

治疗和预防因病因而定。如有全身疾
病，应该及时就医，控制病情。多喝水，
控制饮用酸性高的饮料，减少食用橙类的
水果，早期也可用含氟的牙膏和漱口水，
如果缺损较大，就需要用复合树脂修复甚
至用烤瓷牙冠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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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是一些水
果，饮料和食物的
酸碱度 (水的PH为
7)。

李石根先生与他的著作

提到位于印第安纳州北部的南本德，
（South Bend，Indiana，也有人翻译为南
湾）是印第安纳州第四大城市。她有很棒
的建筑,还有不少博物馆,是个富有丰富历
史的地方，这种地方最适合放松身心游玩
了。

提到南本德,人们立刻会想到著名的圣
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这
所校名与巴黎圣母院有着奇妙的联系的大
学，有一个非常美的校园。在印第安纳这
个美丽的地方，并不仅仅只有布鲁明顿的
印第安纳大学有美丽的校园。这所大学有
着深厚人文气息和历史底蕴的。

坐落在圣母大学校园内的古典教堂
Basilica of the Sacred Heart，一定要
用中文表达应该叫圣心教堂，有着令人惊
叹的彩色玻璃教堂，和管风琴。这种传统
古典的建筑风格在印第安纳州似乎是比较
少的，印第安纳更常见的似乎是比较现代
的建筑风格的教堂。如果一定要说出这个

地方的风格的话，也许应该叫爱尔兰风
情？和美国比较常见的教堂建筑相比，这
里更有点古典华丽，但比起欧洲的那些古
老的教堂似乎又少了历史长久堆砌的繁复
深沉。在这上面，我不是权威，事实上，
我觉得很难表达出那种感官，所以除了一
些相对中肯的描述，我把评价这个地方的
资格留给亲自参观的您，不论是喜欢什么
样的风格，去感受一下人文的氛围，庄严
肃穆又不失华丽的建筑，还有安静祥和的
气氛总是没错的。

除了圣心教堂还有一处也是不容错
过的，那里叫做Grotto of Our Lady 
Lourdes，可以简称此景点石窟，应该说这
里是一个很巨大的石窟，是个相当奇妙的
建筑，看上去是个超大的披萨炉？好吧，
这个描述不是很正经，但是比较形象，这
种空间会给人奇妙的感觉，具体吗，应该
是一种通透的压迫感？亲身去感受一下肯
定没错。

那么最后，我得介绍一下这里的博物
馆，Studebaker National Museum，我介绍
过很多博物馆，但是没给大家介绍过老爷
车博物馆吧。是的，这个博物馆的展品都
是那些油漆鲜亮的古董老爷车，我说的是
二十世纪初那些，看上去有着时代特色的
老家伙，肯定有人感兴趣对不对。

那么至此，南本德我粗略的介绍了一
遍，如果想去细细品味，还请不要局限于
我的介绍，毕竟探索一个地方，找到一些
小的新的惊喜才是无穷的乐趣所在。

带我走进印第安纳
Take Me There：Indiana

  南本德·South Bend
文 赵乔   

石窟(Grotto of Our Lady Lourdes)的外
景。/图片来源 www.nd.edu

圣心教堂(Basilica of the Sacred Heart)内
景。/摄影 赵乔

黄昏中的南本德市中心。/图片来源 www.eatdrinkdts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