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研究福建南音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 王耀华、
刘春曙合著《福建南音初探》的

综
论
福
建
南
音
学
术
研
究

动
态
及
方
法
和
特
点

正式出版算 起, 迄今已近 十载, 在此十 年之
中, 王耀华和刘春曙、孙星群、
周畅的研究颇
具规模和特色, 这十年堪称福建南音研究学
术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他们从不同角度
和侧面, 用不同方法和手段对福建南音进行
了深入研究,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王耀华、
刘春曙《
福建南音初探》
( 90
年代初期) 一书的研究方法和特点
研究南音的学问, 古已有之, 被称为“弦
管 学”
, 该书在“绪论”
部分, 对南音研究的历
史发展线索作了概括性地梳理, 提出了“
古代

周
显
宝

弦 管 学 ( 1840 年 之 前) ”
、“近 现 代 弦 管 学
( 1840～1949 年) ”
、“当代弦管学( 1949 年以
后) ”三个历史分期, 并对各时期研究方法与
特点作了简述。然而真正以专著形式将文字
资料、音乐曲谱、
图片表格等集于一书, 不仅
有史, 而且有论, 此书堪称是第一部具有现代

当代音乐学家们对“中华传统音乐的活

意义的南音学术著作。她是现代福建南音研
究系统化、
规模化、
学术化、科学化的基石。
两

化石”——福建南音的研究, 见诸正式出版的

位学者长期合作,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撰写,

专著、刊载的论文, 主要有王耀华、
刘春曙合
著《福建南音初探》
( 1989 年 12 月 福建人民

几经修改, 几易其稿, 辛勤耕耘, 潜心治学, 终
于使《
福建南音初探》
这一具有开创意义和奠

出 版社第 1 版) 、孙星群著《福建南音探究》

基作用的著作得以出版问世。

( 1996 年 9 月海峡文艺出版社第 1 版) , 周畅

( 一) 纵横交错——立足于南音艺术本体
的乐学、
律学及风格流派的研究

相继发表于《音乐研究》
论述南音“
谱”
系列论
文《
南 音“
谱”二题》( 载于 1990 年 第 3 期) 、
《
论“
梅花操”》
( 载于 1992 年第 3 期) 、
《
论“走
马”
、“
四时景”和“百鸟归巢”
》
( 载于 1994 年
第 4 期) 和《
论“
三面金钱经”
、
“五操金钱经”
和“
八面金钱经”
》
( 载于 1998 年第 3 期) , 其

《
福建 南音初探》一书, 全书分 为“艺术
论”、
“
考辨”
两大部分, 其中, 从乐学、律学的
角度, 对南音艺术本体的研究, 引人瞩目。对
于 南音的科学研究, 无论我们 称之为“弦管

他学者, 诸如大陆的黄翔鹏、
何昌林、陈应时、

学”
或“南音学”
, 其本体论的建立无疑是最重
要的。“
艺术论”中, 第一、
二、
三、
四章分别对

陈枚生、
王爱群、
吴世忠等, 台湾的许常惠、吕

南音的音乐分类、
组成结构、
唱腔、
旋法、
音阶

炳川、吕锤宽、
沈冬、
陈美娥等和海外的一些
学人, 分别从史学、律学、乐学、美学等多 方

律制、
旋宫转调等分别作了深入的探讨, 从中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许多不同于西方传统音乐

面, 对南音作了研究探讨。

理论的 特点。尤其在第 五章, 对“韵”及“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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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
的概括与界定, 具有独特的中国民族音乐
理论特色, 第六章简述了南音的独特记谱法,

( 节拍) 、
腔韵( 主旋律) 、
调式相似的曲牌归纳
为一类。曲牌, 俗称牌子, 是元明以来, 南北

第七章论述福建南音演唱及风格流派。前七

曲、
小曲、
时调等各种曲调名称的俗称。曲牌

章由表及里, 由点到面, 纵横交错地研究了旋
法、
拍法、
歌法、
奏法、
宫调、管色、
乐曲、
乐谱、

大多来自民间, 一部分由词发展而来, 南音曲
牌的名称与词牌名及古词牌、
古曲名相同。
南

乐律等诸项南音音乐要素。从前七章中, 我们

音曲牌有两类: 一是纳入“
滚门”的曲牌; 一是

不仅了解到不同于西方的乐理术语、概念, 同
时也深深体味出中国音乐的独特精神、
气质、

不纳入“
滚门”
的曲牌。南音的曲名往往以曲
首唱词的前几个字为曲名, 若是以“
慢头”( 散

内容及形态。许多音乐理论界悬而未决、
争论

板) 开始的曲子, 就往往将“落拍”
词的几个字

不休的问题, 甚至有些令一代或几代乐人皓

定为曲名。

首穷经的音 乐之谜, 许多 中西之争、乐 学之
争、
律学之争, 都应回到南音中来寻求历史依

在南音唱腔旋法中, 四个管门中都有多
重大三度并置。1. 五空管中, 有四重大三度

据, 探索解决办法。

并置; 2. 四空管、五空四

福 建南 音 由指、谱、曲 三 大部 分 组成。
“指”的音乐组织, 由两首以上的单曲联缀而

重大三度并置。
其中, 不仅各单一大三度内部
旋法有其自己的特征, 多重大三度并置之间

成, 最多可达七首, 因为以琵琶指法为乐曲节

的连接旋法也有其特殊规律。多重大三度并

奏、
技法的标志, 故称之为“
指”
, 是有词、
谱、
琵琶演奏指法的套曲, 但很少有演唱, 一般用

置继承了历史上乐律学的成果和经验: 首先
是曾侯乙钟的“ ——曾”
体系, 其次是隋代

“
四管”或“
十音”
( 即四种乐器或十种乐器) 合

“应声”
, 宋代“
勾”
字, 福建建瓯出土的音盏,

奏, 有四种曲体结构形式: “
谱”
, 主要是器乐
曲, 无唱词及琵琶弹奏指法, 仅供乐器演奏的

均是三度关系的乐律学理论在后世音乐实践
中运用的具体见证。
福建南音所用音阶, 从记

套曲, 每套由三至十节组成, 谱以标题性音乐

谱谱字看, 三种音阶并用, 并非只用古音阶,

为主, 现有谱十七套, 其中, 十三套为传统曲
目, 称“内套”, 四套新增的, 又称“
外套”
, 传统

而且该书作者将南音音阶与新的乐律学理论
研究成果“
同均三宫”
理论相映证, 使我们更

十三套中的“四时景”、
“梅花操”
、“
八骏马”
、

进一步认识到“
同均三宫”
理论的实践意义。

“百鸟归巢”
为福建南音中的四大名谱, 俗称
“
四”
、
“梅”
、
“走”
、“
归”。
谱的曲体结构一般也

福建南音“
腔韵”
是其又一突出的音乐特
点, 所谓南音的“韵”
就是乐曲中最具代表性,

有四种: “
曲”
, 主要是散曲, 唱词内容十分广

最为典型, 最富特性的音调, 在曲调的反复循

泛, 以滚门、
曲牌名称和曲名作为标志。曲的
数量繁多, 近千首, 其结构形式以“
主韵循环

环中, 在一定的结构地位中保持不变或基本
不变。福建南音借鉴了我国古典诗词的创作

体”
为主, 以一个特性音调作各种循环变奏。

经验, 继承了我国传统的作曲手法, 在腔韵的

指、
谱、曲的曲体结构及所有音乐形态的特征
产生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土壤之中, 符合

运用方面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与腔韵类
似的音乐创作手法在我国民间音乐和戏曲音

闽南人特有的审美习惯及心理需求。

乐中也同样存在, 作者特别强调指出, 对这一

在福建南音理论中, 有许多独特而古老
的概念、术语及释义, 如滚门、曲牌、曲名等,

音乐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 有助于探
求我国宋以来词曲音乐、
戏曲音乐的某些创

“滚门”
就 是将管门、调门( 调性) 、撩拍板眼

作特征及其规律。

管、
倍思管, 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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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南音的记谱法俗称“
指骨”
,“
指”是
琵琶弹奏的左、
右手指法, “骨”
是骨干音。
“指

联的“
发音标准、运音清顺、收音无痕”
的演唱
标准。
南音演唱的风格形成与流派形成, 就艺

骨”
是谱字标示琵琶奏法、
记录旋律骨干音的

术家个人而言, 首先是语言, 尽管都用闽南方

乐谱。
南音的基本谱字及其高低八度、
升降音
临时记号有着自己独特的符号系统, 就连琵

言, 但在较小区域内发音、
咬字上仍有差异,
而且还有各自不同的师承关系, 即使师承同

琶演奏的不同弦序与音位也有其独特的记号

脉, 由于个人经历、
修养、素质、性格不同, 也

标识。南音的调门调性以洞箫按孔吹奏方式
为基准, 叫“
管门”或“
空门”或“
腔门”, 南音的

会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从区域性文化特征
来看, 国内有闽南、
台湾、
港澳等之分, 国外有

拍子记号, 称“
撩拍”
, “拍”
相似于西方记谱法

新加坡、
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以及缅甸、
泰

中的强拍, 中国戏曲音乐的“
板”; “
撩”
相似于

国等之分。
就闽南地区来看, 南音文化分为泉

西方记谱法中的弱拍, 中国戏曲音乐的“
眼”
,
南音撩拍有: 七撩拍、三撩拍、一二拍、叠拍。

州与厦门两大流派。泉派与厦派在艺术表现
上的风格特色, 主要从贯字与插字、收音、归

七撩拍是一拍七撩, 与中国戏曲音乐加赠板

韵、
歇气、叫音等方面形成各自鲜明的特点,

的一板三眼相似, 其速度很慢, 相当于西方节
拍的 8/ 2 拍, 这在西方音乐中极为少见。三撩

有时同一作品, 其中一句或几句或全曲都会
不尽相同。作者评价认为: 泉派古朴幽雅, 厦

拍, 一拍三撩, 相当于中国戏曲音乐的一板三

派细腻华丽。而且两大流派的南音艺术家当

眼, 西方音乐的四拍子 4/ 2 拍或 4/ 4 拍。一二
拍, 一拍一撩, 与中国戏曲音乐的一板一眼,

中, 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鲜明艺术特色, 他们
铸就了一个五光十色、
五彩缤纷的南音艺术

西方音乐的二拍子 2/ 2 拍或 2/ 4 拍相似。叠

世界。

拍, 有拍无撩, 与中国戏曲音乐的流水板, 西
方音乐的 1/ 2、2/ 4 或 1/ 4 拍相近。南音的琵

( 二) 史论结合——置身于华夏音乐整体
结构和历史长河之中的美学特点与相关艺术

琶指法, 既代表弹奏指法, 又表示音符的时值

的研究

长短, 是奏法与节奏的二合一。
传统的南音的
谱式亦保持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像古文

作者在第八章开头指出: “
福建南音作为
汉民族传统音乐的活化石, 包容着民族音乐

章与传统排版一样, 采用直排式, 从右向左,

多层次的历史积淀, 以其古朴幽雅而深沉内

从上向下的纵向排列, 从右向左依次为撩拍、
指法、谱字的三合一记谱, 若有唱词, 词先谱

在的悲剧性特点,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
貌和审美心理。
”而后进一步讨论福建南音所

后, 可对照而歌。

体现的美学观为: 情与理的交融, 虚与实的结

南音的 演唱还形成了不 同的风格与 流
派, 演唱在南音中叫“
度曲”, 由于南音度曲多

合, 繁与简的统一。作者强调: 中国音乐的传
统美学观不仅注重情感的表达, 而且十分重

以“
闲词”
、
“
情词”为主要内容, 往往多表现为

视“情”
与“理”的相互统一, 这种美学标准同

“腔多曲缓, 须于静处见长”
的清雅细腻的风
格特点, 演唱场合大多是堂会, 音乐属于轻柔

样成为福建南音所追求的审美理想之一, 只
是在具体的表现形态上有其自身的特点。首

婉约的室内音乐。经过历代南音艺人的艰辛

先, 作为审美对象来看, 南音中不同的作品、

探索, 不断总结, 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独特的南
音唱法。
比如“
弦管状元”
陈武定的“
十字诀”
、

曲目对情与理这两个方面的取舍各有侧重,
正是由于南音的情感表现长期被伦理道德观

陈天波的“
五音”
、林文淑的“
六平”
唱法、
庄步

念所束缚、
制约。因此, 南音的音乐风格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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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含蓄内在、
缠绵悱恻的鲜明特点。其次,
从审美主体——欣赏者来看, 不同阶级、
阶层

谱中, 仅记载了琵琶的谱字和演奏符号, 但却
给洞箫、
二弦和演唱者留下了自由发挥、
添奏

对南音曲目的喜好、
取舍也各有不同。文人、

华彩的空间。

士大夫阶层对南音的欣赏、喜爱, 一方面是为
了娱乐和情感寄托, 另一方面则追求在情感

作者在第九章对福建南音与闽南的地方
戏曲、曲艺、器乐、舞蹈等的横向联系作了深

熏陶中受到伦理道德的教化, 因此, 他们欣赏

入细致的历史梳理。在闽南戏曲史上, 梨园

南音曲目是有选择的。广大庶民百姓则在丰
富多彩的南音曲目中寻找到了真情实感的抒

戏、
高甲戏、木偶戏、
竹马戏等与南音有直接
联系。
台湾歌仔戏又称芗剧, 也直接或间接地

发和美好希望的寄托, 正是他们把南音带到

受到南音的影响。
福建曲艺品种繁多, 其中与

了乡村城镇、
田头里巷, 带到红白喜庆、民俗

南音关系密切者有锦歌、
四锦班和盲人走唱

风情之中, 使南音艺术真正扎根于民间艺术
的沃土之中。

等。
闽南的民间器乐演奏一般为吹打乐、
丝竹
乐、
加 上唱, 与南音有 关的器乐演奏有 龙虎

虚与实的结合是福建南音的又一美学特

斗、
小唱、
肖霞十番、
笼吹、
闹厅和十音等。南

点, 它主要反映在音乐创作的过程当中。
在中
国传统艺术美学中, 十分重视“
虚拟”
这一美

音与闽南民间舞蹈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闽南民间舞蹈多采用南音伴舞, 其表演特点

学范畴。生活为实, 艺术为虚, 艺术创作的过

为载歌载舞。

程就是“
由实生虚”的过程, 用虚来表现实的
过程。提出“以实为本, 以虚为用, 虚由实生,

作者在第十章中, 为了揭示南音的独特
个性、
与其它乐种的共性, 进而揭示汉民族音

实仗虚行”
。
并进一步阐释“以实为本”
、
“
虚由

乐结构层次的特点, 将南音这一在中国传统

实生”
的积极意义在于: 南音的发展, 仍须坚
持以现实生活为唯一创作源泉, “
以虚为用”

音乐中最具典 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乐种 层次
化、
结构化, 并借鉴生物学、语言学的方法、
概

“实仗虚行”
的积极意义在于: 南音的发展既

念, 与欧洲民族音乐结构相比较, 建立了一整

要保持传统音乐艺术的规范, 又要创造出适
宜时代的新的形式, 达到“
实”
与“虚”的完美

套汉民族音乐结构层次学说。
对南音的音腔、
腔格、腔韵、腔句、腔调、
腔套、
腔系等诸层次

结合。

进行分析研究, 并与其他诸乐种比较对照。
还

福建南音还有一美学特点是繁与简的统
一, 一方面南音弦管注重用最简炼的手法来

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这些音乐结构层次的各种
因素。诸如: 语言因素, 音乐结构层次与语言

表现最丰富而又深邃的意境; 另一方面, 唱腔

结构层次具有对应关系。
首先, 反映在声乐作

与曲谱的关系是“
腔”繁“谱”
简, “实”繁“
形”
简, 腔谱之间是繁与简的统一。自《周易》以

品中的对应 关系有: 腔调 与字调, 腔韵 与词
韵, 腔句与词句, 腔格与词格等; 其次, 在器乐

来, 我国传统艺术美学一向提倡 “
立象 以尽

中, 依然受到语言的深刻影响。
一是声乐伴奏

意”
。
“
象”
是手段, “
意”是目的, “立象”
是为了
“
尽意”。
这在国画、
书法、
戏曲、
诗歌中表现十

多用无品无键乐器, 便于滑指、
揉弦、吟音、
擞
音、
前后增加装饰音, 这与声乐中“
带腔的音”

分突出。
福建南音在艺术实践中, 琵琶只演奏

同汉语语调、
语势相对应的关系是一样的; 二

曲中的骨干音, 故南音谱称为“
骨谱”, 而唱腔
却 可 以有许 多润 饰, 丰富多 变, 被称为 “肉

是吹歌、卡戏中, 器乐对声乐的模仿, 语言特
征对其影响更加明显、深刻; 三是古琴、
琴歌,

腔”
, 骨谱与肉腔之间也是简与繁的统一; 记

更能体现语言对器乐的影响; 四是一些外来
199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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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 诸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 由于受汉民
族音乐影响, 改造之后, 最终也适应了汉民族

的按孔有关, 亦与筚粟的按孔音位有关, 南音
的调门一方面以筚粟管口为名, 一方面以筚

音乐的音体系。
除语言因素之外, 还受到了历

粟为定律之器, 由此看出了福建南音对唐宋

史、
地域、情感、审美等因素微妙而综合的多
方面影响, 形成了汉民族音乐的鲜明特点, 以

传统的继承和保留。与乐器演奏相关的另一
问题是南音的记谱法——谱字问题, 作者通

区别于世界其它民族音乐结构层次的风格。

过研究考证, 认为福建南音的谱字在历史上

( 三) 源流考辨——依赖于古代音乐文献
和现代考古成就, 对福建南音的音乐历史与

曾经历过一次“
移律、
存谱、异名、
失字、
替字”
的发展演变过程, 之所以会发生以上变化, 主

民俗文化的研究

要与宋代“五正”、
“二变”音阶理论对南音谱

南音作 为福建闽南地区 的独特文化 现

字变易的影响有关, 作者并不限于从理论上

象, 它由多种特质构成, 其中音乐、
文学、
戏曲
特 质最为重要, 南音中有 48 套“
指”和 1000

考证, 更关注当时南音表演实践中的实际情
况。
尽管各管门记谱法的基本谱字中, 只有五

多首散曲, 其文学内容—— 曲目本事经过整

声音阶骨干音, 但实践中的唱、奏, 却经常有

理、
归类后大致可以归纳在 71 个故事之中,
浩如烟海的南音曲目本事、闲词几乎囊括了

变宫、
变徵出现, 这便形成了“
骨谱细腔、
谱简
声繁”
的现象,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南音中,

当时人们生活的全部, 并以其丰富多彩的内

而且在其他古老的民间乐种中亦存在, 南音

涵、
深入浅出的哲理、细腻深沉的情感、明朗
通俗的语言而常青不衰。通过对曲目本事的

继承了我国古代音乐中腔、谱关系的传统。
记
谱法中的节拍符号, 也是不断发展、
日趋完善

考辨, 不仅给我们勾勒出了一条南音发展的

的。南音撩拍记号——眼的弱拍位置标记与

轮廓, 而且给我们理清了南音文化各构成特
质, 诸如戏曲、
曲艺之间的相互关系。

《
敦煌曲谱》、
唐代的“
打撩”等有一定关系, 并
在历史的发展中得到逐步完善。

福建南音音乐特质的构成又是由多种元

福建南音的继承、发展, 与闽南地方至今

素构成的, 乐器、
管门、谱字、
撩拍等。作者首
先对福建南音的各种乐器的渊源演变进行了

犹存的古老民俗、
生活风尚, 以及闽南人的审
美情趣、
情感意识密不可分, 南音渗透到了闽

深入详尽的 考证, 南音所 用的主要乐器, 琵

南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那里几乎不可一

琶、
洞箫、二弦、三弦及几件打击乐器与其它
一般音乐中所用的同类乐器均不相同, 不仅

日无南音, 独特的闽南民情风俗是南音生根
发芽、
开花结果、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
因此,

形制规格, 而且演奏姿势、
方法都保持了古代

作者怀着深厚的感情、诚挚的热忱, 着力探讨

原样, 形成了福建南音独特的乐器演奏方式,
以迥异于其它地方特色的鲜明个性, 体现了

了福建南音与民俗的关系, 以及南音的社会
功能。
南音伴随了闽南人的一生, 不仅从出生

南音历史的源远流长, 歌唱所用语言是我国

到谢世始终与南音相伴随, 即使去世了, 其亲

宋代的官方语言——现代的“
闽南方言”
。从
南音所用乐器的考证中看到了南音艺术在民

朋弦友也还要年年举行“祀先贤”
, 悠悠南音
表达了生者对死者缅怀之情, 似乎也飘进了

族音乐文化发展的长河中, 在民族民间相关

幽幽冥间, 为亡灵捎去了乡音和问候。

艺术中, 广收博取, 茁壮成长的历程。与乐器
演奏相关的“调性”在南音中, 有自己独特的

一年四季的节气活动是福建南音表演的
繁盛季节, 诸如春节、
元宵、中秋节、
春秋两季

称谓“
管门”
, 南音“
管门”
( 调门、调性) 与洞箫

“祭郎君先师”
及其它各种祭祀礼仪场合,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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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演唱从来都是主角。南音还与闽南的佛教、
道教等宗教活动紧密相连。南音在继承发展

进行多学科、
系统性的综合研究, 多方面、立
体地认识中国古代音乐, 建立中国民族音乐

过程中不仅吸收了佛曲因素, 还参与佛诞纪

体系, 都有其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作者直接

念活动, 每逢农历二十九日、
六月十九日、九
月十九日的观音菩萨生辰日、
成道日、
涅 日

或间接地指出, 对南音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借
鉴音乐社会学、
音乐民俗学、
音乐心理学、音

等, 南音都要在庙会上进行表演。
与中国传统

乐医疗学的成果, 拓宽对南音研究的思路和

民间宗教—— 道教相关的农历九月初九, 既
是闽南风俗中的“
仙公生日”( 相传八仙中的

方法, 形成自己的特点。
二、孙星群《福建南音探究》( 90 年代中

吕洞宾、铁拐李都出生于这一天) , 又是中国

期) 一书的研究方法和特点

传统的登高重阳节。南音艺人用南音纪念道

借鉴、利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

教仙祖。此外, 春节期间的“
天香”
, 七月十五
的“普渡”
, 以及其他民间巫术、
道场, 都离不

究的先进成果、
经验和方法, 多视野、多角度、
时空地、立体地观察、研究音乐活动和现象,

开南音的演唱、
演奏。

往往能解决一些音乐本体解决不了的问题。

南音曾被誉为“
清音雅调”, 它之所以被
古今人民所钟爱, 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艺

孙星群在他的专著《
福建南音探究》
一书中对
福建南音的深入研究, 正是这种探索的一个

术魅力和功能, 南音在闽南成为群众普遍自

可喜成果。

娱娱人的高尚享受, 也是人们社交、联络、沟
通感情的渠道之一, 同时, 在其营造的音乐艺

( 一) 音乐本体研究、乐种研究与文化背
景研究、
南音文化区研究相结合

术气氛中, 潜移默化地对人的精神、
情操给以

作者从乐种学的角度研究了音乐本体的

陶冶熏染, 净化人的心灵、
塑造人的品格, 起
到了意想不到的音乐教育作用。福建南音艺

诸项内容, 同时与文化背景——文化区布局
与形成的研究紧密结合。该著对福建南音的

术, 满足了闽南人的审美心理需求, 闽南人很

性质、价值、记谱法及称谓演变作了简述; 分

早就将南音广泛地应用于疗养身心健康、抚
慰精神情绪的实践之中, 南音具有出神入化

别对南音指、
谱、曲的曲体结构及其特征进行
分析与归纳; 对福建南音与新加坡南音中的

的功能。因此, 南音艺人中长寿者比比皆是。

“
曲”
的结构、
福建南音与唐代《
大曲》, 分别进

闽南人在运用南音使身体、心理与社会达到
完美结合的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

行了交叉研究; 对南音中重要乐器琵琶的抱
持演奏方法和其它乐器的形成、发展、
演变等

时, 闽南在近现代成为华侨之乡, 海外华侨遍

分别做了详细的考察; 对南音形成历史进行

及东南亚及欧美各地。他们在这国际迁徙中,
也将南音带到了新的地方, 使南音这一中国

了梳理和归纳。
对福建南音文化区的布局、
文
化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周密详尽的分析, 为

古老传统艺术在异国他乡生根开花。许多侨

南音产生的文化基础和营养来源作了深入的

胞在海外组成了南音团体或学会, 南音成了
华侨与祖国家乡的情感纽带。
近年来, 中国大

挖掘。
从以上对南音乐种本体的探究中可以看

陆、
港澳南乐团还走出国门, 远赴重洋演出,

出, 南音做为一个文化种类、
文化现象, 随着

担起了国际文化交流的重担。
作者以 上对福建南音的 深入浅出的 探

文化区的变化、
发展, 诸多文化因素的交互影
响、
互相涵化的过程来看, 她具有一定的阶段

讨, 为后来对福建南音的悠久历史、
文化内涵

性 和 地 域 性, 即时 间 性 和 空 间 性; 对 南 音
199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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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
“谱”
、
“曲”
的曲体结构的规范、归纳, 又
具有相对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 结构形式也在

门的探讨。
第一章首先比较分析了南音“
指”
与散曲

变化, 因此, 南音的形式又有一定的有限性,

南北套结构的异同: 研究了“指”的六种结构

而内容与形式的相互促进、不断演化, 则它的
发展又具有无限性。

形式, 研究了引子、
正曲、尾声本身的多种结
构, 从而得出“
福建南音‘
指’
存在着与宋代诸

这种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 运用了音乐

宫调、
散套、缠令类同的结构形态”
的结论。
第

形态学和艺术文 化学的一些研究方法 和手
段, 使两门学科在实际操作中巧妙结合, 相互

二章, 总结了南音“
谱”的七种曲体结构类型,
并概括出南音“
谱”
旋律发展的六种重复方法

渗透。艺术文化学强调: 以人为中心, 主体艺

和结构特点。
第三章, 总结了四种“
曲”
的牌名

术包容存在于文化之中, 所谓文化“
是一种动

联接法, 五种“
曲”
的合头形态, 概括了“
曲”
的

荡广远而又包涵广大的整体性的精神存在”
。
“它意蕴丰富、复杂, 歧义很多, 且相互关联、

八种曲体结构型及其特点。从以上论析中可
以看出, 作者并没有囿于西方曲式学的概念,

相互渗透, 因而需要悉心辨正、
审慎理顺。这

并没有完全以 西方曲式学理论框架为 参照

是艺术认识与理解的前提, 也是艺术文化学
由以建构的基础。
”( 丁亚平《艺术文化学》第

系, 而是在借鉴西方曲式理论的同时, 完全从
中国民族音乐实践出发, 深入、细致地研究、

30 页,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在肯定人的文化的

总结出了南音曲体结构的自身规律。可贵的

同时, 也把人理解为一种实在, 让“
人”
这一概
念置于世界之中、社会之中、
文化之中, 同时,

是作者把曲式结构形态提高到美学思想的高
度来认识研究, 这就赋予了相对静止的南音

关注到艺术与历史、社会、公众、科学、宗教、

曲体结构形态以一种活性的、高屋建瓴的理

性别等的关系。而历史悠久、
柔美典雅, 具有
一定地域性特征的南音, 在作者的研究中, 也

论层次与哲学依据。
第八章, 作者提出“
散——慢—— 中——

做为一种以人为主体的精神产品加以定位。

快—— 散”
是我国民族音乐的一种传统结构,

从音乐形态 的角度, 把南 音特有的唱词、曲
牌、
旋律、
曲式、
律制、
乐器等诸项音乐要素的

也是福建南音“
指”
所广泛采用的一种结构原
则, 这种结构原则有其浓厚的哲学基础和美

研究置于历史、宗教、社会、感情等诸项文化

学意义: 1. 是中国传统哲学“
循环往复”
思想

关系之中, 结合其在闽南、
台湾、
港澳及东南
亚地区所具有的不同地方特色, 加以探究。

的体现, 作者提出“
在我国哲学史上辩证法的
发展有两大系统, 一是尚柔、
主静、
贵无, 这是

( 二) 南音曲体结构研究与南音美学思想

由老子哲学开创的; 一是尚刚、
主动、贵有, 这

研究相结合
就音乐本体而言, 在音乐形态诸要素中,

是儒家哲学中独立一派的《易传》
开创的。”
这
两大系统在我国哲学史的发展中都有很大的

音乐作品的曲式 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因 素之

影响, 它们都从哲学的高度对“
循环往复”的

一, 作者认为: “
音乐作品的结构是表现音乐
内容的一种外在形式, 每一件音乐作品都要

运动规律做了详尽的阐述。两千多年来, 这种
哲学思想始终贯穿、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意识

通过结构形式来完成, 离开了结构的依托, 再

之中, 南音“散—— 慢—— 中—— 快—— 散”

深邃的思想、
再丰富的内容、
再高超的技巧,
都是无法表现的”。
因此, 作者从乐种学角度,

的结构与大自然的循环规律一样, 不是机械
的重复, 而是内容、
情感的完满终结。2. 是中

对南音“
指”
、“
谱”、
“
曲”
的曲体结构进行了专

国传统美学“
大团圆”
思想的体现。
恶有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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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有善终、
悲欢离合的大团圆结局, 在我国民
族审美心理活动中历来就是一种重要模式,

这种曲体结构与美学思想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 即注重具体的音乐实践, 又注重美学思

不仅在戏曲、
文学、诗歌等文化作品中如此,

想的概括, 是一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

在音乐中也是如此。
有头有尾的故事情节、有
头有尾的完整结构、
有头有尾的情感发展, 把

方法。
它应是我们遵循的原则, 也是科学研究
的优良传统之一。

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完全寄托于艺术作

( 三) 南音历史研究与南音比较研究相结

品、
音乐作品之中, 这种“
起承转合”的结构、
“大团圆”
的结局模式, 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审

合

美习惯、
思维逻辑之一, 南音的这种结构正体

其他乐种共存于一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常

现了一种完整性, 而人的情感与音乐形式又

青不衰的共生共荣的文化系统之中。因此, 作

是一种通质同构的关系, 这种结构框架正符
合我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理想和标准。3. 是

者在研究中, 较注重纵向历史观与横向比较
观的结合、
渗透, 把福建南音文化事象, 作为

对中国传统音乐结构规律的总结, 在我国传

一种时空的、
立体的文化系统来看待, 从而更

统器乐曲、歌舞、戏曲、
说唱音乐中, “散——
慢—— 中——快——散”
的结构广泛存在。例

有的放矢地去剖析、
探求。
作者不仅把这种方
法与观点运用于某个问题、某个方面的研究

如古琴音 乐的“散起—— 入调—— 入 慢( 复

之中, 还贯穿于许多章节、甚至整部著 作之

起) —— 尾声( 入散) ”结构, 唐宋大 曲的“散
序、中序、
颠、破、歇指”
, 戏曲 音乐中的曲 牌

中。
尤其在第四章, 从六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传
统的福建南音和新加坡南音新创作“曲”
的异

体: “
散板曲——三眼板曲——一眼板曲——

同: “
曲”
的牌名联接方式; “
曲”
的合头形态;

流水板曲—— 散板曲”
, 板腔体的“导板——
回龙——原板( 快、
中、慢) ——流水、快板、散

“
曲”
的曲体结构; “
曲”的新因素; “
曲”
的命名
方法; “曲”
的创作原则等。在第六章, 比较研

板( 摇板、
滚板、
吟板、哭板) ”
等, 我国佛教音

究了唐代《
大曲》与福建南音的结构, 标题的

乐中的京音乐也是曲牌联缀结构, 这些结构
尽管所用名称不同, 但基本都符合“
散—— 慢

排列方式, 表演形式、歌词结构、
旋律调式以
及一些作品的异同。
这两章的比较研究, 作者

——中——快——散”的结构规律, 这种结构

都是在历史与联系、传播与继承的关系中进

规律正是大自然“
始卒若环”规律的反映, 是
中国人“
大团圆”
审美理想的寄托, 是“
循环往

行的, 因而十分有说服力。
在第十一章对福建南音形成年代的历史

复”
、
“
有始有终”
情感发展的形式化、具体化。

探讨中, 作者首先考察南音与汉晋音乐的联

作者认为, 一个民族的音乐之所以具有
特殊的形态、独特的韵味和别具一格的风格,

系, 因为“
联系”
本身就是一种先后承续, 古今
相比较而存在的一种历史过程, 作者比较了

就是因为它受本民族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

古代与今天的语言、南音与汉《
相和歌》
相近

受一定的审美标准的约定。而福建南音正是
如此。
作者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 从南音的

的演唱形式、
南音与汉《
相和歌》相近的尾句,
提出: “
从上面的对比中, 虽然难以断定福建

形式楔入, 探求板式运腔的和谐适度之美;

南音就是一线相传于《
相和歌》
, 但从它们演

从南音的表演楔入, 探求取音下指的恬澹寂
静之美; 从语音声调、
鼻韵、
调值、
复元音的

唱使用的乐器和风格来看, 乃何其相似也。
”
其次, 提出“南音肇基于五代”
的观点, 从“缓、

角度楔入, 探求收声归韵的柔缓婉约之美。

急、
缓”的板式联接规律, “
合头”结构、
调式调

作为一种文化, 福建南音又与其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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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撩拍、
主要乐器“琵琶”的角度, 探索它们
之间的继承关系。再次, 提出“
南音形成于宋

事物、
把握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目的。
综上所
述, 作者对福建南音的探究是一种立体的、
多

代”
的论点: 1. 内容方面, 将福建南音“指”的

维的思路和方法。1. 将音乐本体、南音乐种

名称与梨园戏剧目进行对照; 2. 结构方面,
南音“
指”
“曲”的结构与宋代缠令、
诸宫调的

的研究与文化背景、南音文化区的研究相结
合, 构成南音音乐文化研究的内外双向视野;

对 比联系; “谱”的结构与 歌舞音乐、说 唱音

2. 南音曲体结构的研究与南音美学思想的

乐、
戏曲音乐的对比联系; 3. 乐器方面, 南音
使用的琵琶、
洞箫、二弦、三弦、拍板等与汉、

研究相结合, 构成南音音乐文化研究的微观
与宏观的多角度透视; 3. 南音发展的历史研

唐、
五代、
宋代乐器的比较; 4. 曲牌方面, 将

究与不同地区、
不同时代南音的比较研究相

南音曲牌与唐代崔令钦《教坊记》
、
宋代郭茂

结合, 构成南音音乐文化研究的时空框架、
系

倩《
乐府杂录》
中的曲牌进行对照。
在第十二章对福建南音形成年代的进一

统网络。
从人类思维的历史发展规律来看, 人
们对宇宙世界、
客观事物的认识, 从来就是一

步探讨中, 首先, 将南音与宋代杂剧、傀儡戏、

个从简单到复杂、
从低级到高级、
从表面到本

影戏、歌舞戏、
鼓子词、
宋大曲、唱赚、诸宫调
等进行比照; 其次, 与南北曲, 包括曲体结构、

质; 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进步过
程。对音乐现象的科学研究同样脱离不了这

调性布局和唱词结构进行比照; 最后, 作者又

条轨迹和规律, 音乐学研究发展到能够多角

探讨了南音与宋戏元曲的异同。通过以上的
比较研究, 力图证明他的立论“
福建南音形成

度、
多视野、时空地、
立体地、
发展地、辩证地
看待问题、
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应该是人们

于宋代”
的观点。作者在全书的所有章节, 都

认识事物、
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方法的进步。
作

注重以历史的眼 光和比较的眼光来看 待问
题、
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比如, 第八章, 将中

者在对福建南音进行梳理探究时, 力图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认识

国传统哲学“循环往复”
思想的探讨和中国传

问题、
研究问题, 正如赵

统美学“
大团圆”
思想的探讨, 既追踪溯源, 又
进行横向的哲学流派儒家和道家、
不同的艺

所说的那样, “判断历史的功绩, 不是根据活
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 而是根

术门类戏曲和文学的比较和对照。
第十章, 对

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

福建南音文化区布局的探讨和福建南音文化
区形成因素的探讨, 既有历史因素的分析、研

三、周畅关于南音“
谱”系列论文( 90 年
代全期) 的研究方法和特点

究, 又有共时的不同地区闽南、
台湾、港澳、东

如果说《
初探》
《
探究》
二著全面、系统、
宏

南亚, 不同因素历史、
宗教、社会、
感情等诸因
素的对比研究。

先生引用列宁语录

观地研究了福建南音的历史源流、
发展规律、
乐 学律 学特点 等, 那么周 畅先 生关 于南 音

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绝对运动与

“谱”研究的系列论文, 则从音乐作品本体出

相对静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历史是绝对向
前发展的、
运动的, 而比较只能是对事物相对

发, 侧重于音乐形态及其表意性、
表情性的具
体的微观的研究, 同时关注南音艺术审美价

静止状态的有联系的比较, 某个阶段、
某个时

值及人文精神的抽象的、
宏观的研究。

刻、
某种相对稳定态势的比较。
只有将纵向历
史的研究方法与 横向联系的比较方法 有机

( 一) 立足于音乐作品本体的研究
音乐, 通过作品的展演, 可以实现表演者

地、
辩证地结合起来, 才有可能逐步达到认识

与欣赏者之间的双向沟通, 作品展演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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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载体, 作者的每一篇论文都以研究南音
“谱”作品为出发点, 这种以音乐本体为中心

《
走马》最突出的成就, 作者认为, 骏马鲜
明 主 题 是 “一 项 独 特 的 创 造”
, 1. 紧 叠 拍

展开的理论 探讨, 看似音 乐欣赏, 或南 音赏

( 1/ 4) 的运用, 紧凑; 2. 四度音程的运 用, 跳

析, 实是将音乐理论、
美学思想扎实地建立在
音乐的根基之上, 作者在《
南音“
谱”二题》中

动; 3. 频繁切分的运用, 动力; 4. 尾部连续属
音, 动感; 5. 独特的强弱规律, 生动。《走马》

指出: “谱”
的标题有两大类: 一是对自然景物

还有几段十分活跃的主题, 用以表现骏马奔

的赞赏, 另一是对太平逸乐的颂扬。
四大名谱
《
四时景》
《
梅花操》
《
八骏马》
《
百鸟归巢》
属第

驰的多种神态, 多主题竞相交替, 错落有致,
构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 塑造了骏马的

一类; 《四边静》
《三台令》《
五湖游》
《八展舞》

“
丰满的形象”
。
作者对《
走马》
的研究之深, 入

属第二类。《论〈
梅花操〉
》
一文, 总结了《
梅花

木三分, 他认为该作品的成功除了以上两点

操》
的几大特色为“
朴而美”、
“
素而彩”
、
“
静而
动”
, 无不建立在作者对作品《梅花操》的感

之外, 还与琵琶、
三弦的奏音特点、
音色等有
关, 其颗粒性适宜表现骏马奔腾跳跃, 高音的

知、
相识、欣赏、喜欢、挚爱、探讨研究这一认

清脆明亮适宜表现骏马的机警, 中低音的饱

识基础之上。作者之所以提出《梅花操》
朴而
美, 首先是它的演奏形式仅有一支洞箫, 一把

满圆润适宜表现骏马奔驰的气势与力量。大、
小木鱼敲击加 强了节奏的伸缩和强弱 的律

二弦、一面琵琶、
一杆三弦, 与现代音乐演奏

动, 增添了马蹄踏踏的生动实感。
在乐句半句

形式相比, 并不华丽、铺张; 其次是它的旋律
风格古朴、
幽静, 音乐手段比较单纯、简单, 却

或一句收结之后, 于下半句或下一句起始之
时, 琵琶演奏“
急撵指”技法的运用, 有效地加

能以少胜多、
以朴胜华; 素而彩, 一是指音乐

强了音乐的连贯一气和波澜起伏的效果。

的朴实无华, 天成自然, 华彩不失纯朴, 雕琢
不失自然, 既雕既琢, 复归于朴。二是指简单

作者在《
百鸟归巢》的研究中, 首先提到
有两句旋律极重要, 它是《
百鸟归巢》
的基本

的旋律, 通过不同乐器的不同音区和不同演

主题, 贯穿于二、三、
四、
五、六段之首, 或把结

奏技法, 整体上形成了一种古色古香、
丰富多
彩的迷人情调; 静而动, 既是说《梅花操》
的全

音提到更高的音级上, 或把调性移到上方五
度的属调上。
这个主题起到了“
提挈全曲的主

曲以静为主、动静结合、
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

题”
的作用。它的素质高雅、形神兼备, 发人深

动静别致、
动静得宜; 又是说, 《
梅花操》
五段,
每 一段前慢中快 后慢, 形成一 种“慢—— 快

思, 包含着比较精深的思维。其次, 另一主题
采用了“
一种变奏”的方法, 这个主题首次呈

—— 慢”的速度变化和松—— 紧—— 松的动

述于第二乐段, 在该段结尾又以低四级音模

静律。各段 相连, 又会形 成一种 “
慢—— 快
—— 慢—— 更快—— 慢”的速度 变化 和“松

仿, 在第三、五乐段中该主题又被提高三级音
模仿, 在第五乐段结尾及全曲结束, 又各重复

——紧——松——更紧——松”的动静律。

一次。
这个主题, 是以一个四音动机逐次成倍

《
走马》
中“
一项独特的创造”
、
“
丰满的形
象”
、
“
其它不容忽视的因素”
的总结。《
百鸟归

加密节奏组成, 通过多次重复、模仿, 这个逐
次成倍加密节奏成为“一种变奏的方法”
。作

巢 》中“提挈 全曲 的主 题”、“
一 种变 奏的 方

者还特别将此方法与中外的其它变奏方法进

法”
、
“
别有一番姿态”
的概括。
《
四时景》
中, 春
泉、
喜雨、神韵的描绘分析, 无不是作者对作

行了比较研究, 既有别于我国民族乐曲中上
下加花的变奏手法, 又不同于欧洲巴洛克时

品精深理解、深邃体悟的结晶。

期帕萨卡里亚和恰空舞曲所用的变奏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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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百鸟归巢》从第二段至第六乐段, 开头
都在中、高音区, 然后走向高音区, 再回到中

别为《
三面金钱经》《
五操金钱经》《
八面金钱
经》
, 三、五、八均就其 所包含的曲牌数 而言

高音区, 又走向中音区, 最后都在低音 区的

的, 它们均在套首演奏《
金钱经》曲牌。《
金钱

“
腔韵”乐句结束。一个乐段完成后, 又开始另
一乐段的循环, 而且, 旋律进行在一句之内,

经》
原为佛曲, 但后来并未局限于佛家祭祀,
而是佛俗皆用。
三套同宗, 是《
金钱经》
孕育了

强调级进或小跳; 在一段之内音区音色变化

《
三面》《
五面》
《
八面》
, 此所谓: “三曲同宗、
宗

大都遵循渐变的规律。《
百鸟归巢》
的“
别有一
番姿态”
的“
角”调式段落, 在形式上, 它是从

曲不凡”
, 理清了三套音乐的来源和彼此曲牌
的变换交替。《
三面》
《五面》
《
八面》
的音乐材

中高音区通向低音“
腔韵”
的必要的“
桥”
,而

料组成以“
多曲联套、
佛俗合一”为主, 同时,

且这是一座别致的、将两处恰当连接起来的

由于其采取的是曲牌联缀的形式, 保存了众

“
桥”
。
《
四时景》
共有八段, 与八个节气相对应。

多的古代音乐曲牌, 为后人研究古代音乐提
供了宝贵资料。
《三面》节奏规律是三曲均等,

作 者认为《四时景》并未局限于四 时景物描

尾 韵略快; 《
五面》是“慢—— 快”
; 《八面》是

绘, 音乐深含着古人的一种节气意识和理想
希望。第一段, 富于和详气氛的低音旋律, 为

“
慢——快——更快”
, 动静规律不同, 三曲风
格、
韵味亦不相同, 各有特色, 各有不同的存

全曲确立了“腔韵”
。
第二段, 音乐不仅反映石

在价值。
《
三面》
《五面》《
八面》
金钱经, 将佛曲

上流泉的自然特征, 还寄托着人们的一种美
好的感情, 音乐主题清新、高雅、优美、精致,

俗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也与闽南自古佛教
盛行, 信佛者众多有关, 佛俗相融, 佛俗合一,

体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一种文明, 它像一股

十分自然。

涓涓不息的“春泉”
, 注入人们的心田。第三、
四段描绘夏天, 三段音色淳和、温润宜人, 仿

( 二) 侧重于音乐形态及其表意性、表情
性的研究

佛薰风低拂大地; 四段, 众多的同音反复, 体

作 者在《南音“
谱”二题》
中, 论南音的审

现了雨滴特征; 相邻音符的上下波动, 它象征
了令人愉悦、爽快的“
喜雨”霏霏。
如果说一至

美价值, 无不是通过音乐形态的分析之后, 才
提出其美学特征的, 比如, 论述“特色美”
,作

四段幽雅的旋律使人感受到生动的气韵, 五

者 认为“
南音的节奏主 要有散板, 七撩 一拍

至八段的旋律则 包含着一种令人激动 的神
韵。
五段从缓慢而幽雅的低音开始, 饱含着祥

( 16/ 4) 、三撩 一拍( 又称慢三、8/ 4) 、紧 三撩
( 4/ 4) 、叠拍( 2/ 4) 、
紧叠拍( 1/ 4) , 这和外国音

瑞之气, 后一段则带有舞蹈性质, 浸透着秋季

乐不同, 和我国其他音乐也有差异, 形成了自

丰收的喜悦。七段, 连贯多样的切分音型节奏
愈切愈连, 明朗、
愉快, 饶有神韵。八段, 连续

己独特的节奏规律、结构原则和表现方式。
”
由此推及, 南音“谱”
以及整个南音, 是一种独

的八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 速度渐快, 步步紧

具风格、
魅力和特色的音乐, 是别的音乐所无

催, 加上琵琶、
三弦的花点, 点出了一个“
急雪
飞花”
的冬季世界。

法替代的, 它独具“
特色美”。
在《论〈
梅花操〉
》
一文中, 作者提出, 《梅花操》
的艺术魅力, 首

周畅 先生在对南 音四大名 谱《四时景》

推“
朴而美”。第一段, 在音乐形态上, 洞箫与

《
梅花操》
《走马》《
百鸟归巢》
深入研究之后,
又对《
三台令》
《
五湖游》
《
八展舞》
三套南音谱

二弦奏二度下行音调, 琵琶与三弦多奏同音
反复, 速度很慢, 在音乐的进行中, 常常会闪

进行悉心考证, 不断求解。
这三套谱的原名分

现出一对又一对优美的旋律来, 分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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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 Do —Sol 五度范围内; 然后向下扩展到
低音 la 和低音 So l, 大致在七度、
八度范围之

与一个八分休止符间隔开来, 连续断奏, 连续
八分音符强奏, 则生动表现了骏马飞奔的意

内; 最后向上扩展到高音 Sol, 达到 11 度的范

境和刚烈的性格。
《
百鸟归巢》
中“
提挈全曲的

围。
它所表现的意境是“
酿雪争春”
的美景, 这
种优美旋律表现的方式不是一览无余, 而是

主题”
是以 G 大调 Re 音为核心, 在句头句尾
加以强调、
同音反复处于一个水平线上, 悠静

分三个层次, 缓缓揭开面 纱, 逐渐露出 美颜

闲雅, 围绕这个骨干音, 有一些上下跳动的短

来。优美的旋律越来越完整, 通过古朴的音
乐, 表达了一种对梅花美姿逐渐领略, 越来越

小乐汇, 这种音乐形态描绘的是鸟儿悠闲地
站在枝头, 营造了一种清新、
生动的意境。另

浓的喜爱之情。第三段, 音乐形态上, 四小节

外“
一种变奏的方法”
的音乐形态在前文已提

的音乐主题, 一、
二、
四小节基本上是同音反

及, 它主要表现了鸟儿踏枝、
穿花, 飞来飞去、

复, 第三小节则是流动音型, 在五度、六度范
围内流动, 速度缓慢, 旋律形态点线结合, 平

跳上跳下的意境。
《
百鸟归巢》
从第三乐段起,
由前述主题派生出另一个主题来, 四或五小

面与波动相继转换, 此段标题“
点水流香( 双

节 ( 1/ 4“紧 叠 拍”
) 为 一 句 逗, 以 D 大 调 的

玉兰) ”, 而表现的却是不断展现、
美不胜收的
意境, 给人置身于一片绚丽的梅林之中之感。

“角”音调门为核心音; 基本上采用叠句式句
法, 将一连串的大多落在“
角”音上的短句叠

《
梅花 操》的 另一艺术 魅力, 在 于“
素而

在一起, 形成一个很活泼、
又很有调式色彩的

彩”
, 作者又论及第三段的音乐形态, 琵琶比
洞箫、
二弦高八度演奏, 而三弦又比琵琶低八

段落, 多次出现在第三、
四、五、
六乐段中。由
于调式上鲜明的“
角”
调色彩, 基本上是叠句

度在后半拍点弹, 构成一种立体交响。第四

式的结构, 大多在乐器的中音区演奏, 音色圆

段, 转叠拍( 2/ 4) , 速度加快, 洞箫常在后半拍
颤奏, 琵琶仍比洞箫高八度点弹, 三弦繁密花

润, 使音乐获得了另一独特效果, 表现鸟儿另
一番情趣与神态。

点; 第五段, 转入紧叠拍( 1/ 4) , 速度更快, 色

总之, 在作者的四篇论文中, 对音乐作品

彩更丰富, 形成一精彩无比的交响点彩乐段。
不同的乐器在不同的音区、不同的节拍位置,

的研究都是以音乐形态的研究为核心的, 无
论是对作品的艺术特色、
美学特征的概括, 还

用不同的演奏方法综合构成了乐段的多彩、

是对音乐来源的追溯, 南音历史的探求, 都是

华彩。类似这样对音乐形态运动变化特征的
分析, 在其它艺术特色的总结中, 还有很多精

从音乐形态的分析研究起步的, 微观地、
由内
向外地观照、
考察南音艺术现象。这对宏观

彩的论述。

地、
由外向内地探索、
研究南音艺术无疑是一

前文曾提到《走马》
中骏马奔驰主题的音
乐形态上的五个特点, 所塑造的是骏马飞奔

种互为补充、
相互印证、
相得益彰的好方法。
( 三) 关注于南音艺术审美价值和人文精

的、
极为鲜明的形象意境, 表达了一种对马的

神的研究

喜爱与赞美之情。除此之外, 有几段, 多用切
分节奏, 富于动力因素, 还有用现代西方和声

作 者在《南音“
谱”二题》
中的第二题, 着
重论述了南音“谱”的审美价值, 主要在于它

理论语言描述 III 级音上的七和弦音调, 强

的特色、古朴、雅致和某些作品的精深之美。

调变宫 Si, 这是一个不稳定音, 动感颇强, VI
级音上的七和弦音调, 也是如此。
还有一种从

特色是艺术的个性, 特色是艺术的特殊之美。
这一点在南音“谱”中尤其显著, 南音的特色

同音下行级进的音调, 节奏是一个八分音符

异常鲜明, 它和世界上所有的音乐不同, 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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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本身的调式调性、
旋律节奏到所用乐器、演
奏形式等, 皆有自己独特的特色。
尤其是它的

折、
幽雅别致, 而南音的几件乐器, 尺八乐音
柔和圆润, 吹奏长音可平静如镜, 吹奏起伏音

乐器组合, 演奏形式, 可谓“独一无二”
。作者

则可柔软无 筋; 二弦又是 柔声细语, 娴 静秀

经过长期的研究、学习, 甚至参与艺术实践,
认为南音使 用的乐器中, 尺八音质浑厚、甘

婉, 琵琶、三弦声声珠玉、精巧点缀, 与尺八、
二弦协调一致。
就是“
下四管”
中的“
南嗳”, 音

润、
音色特异优美, 其乐亦静亦动, 幽静处如

量稍大, 但音质柔润, 婉转如水。尤其是南音

夏夜风歇, 潇洒处如春燕腾空。
尺八、二弦, 乐
音连贯, 奏出了优美线条; 琵琶、三弦, 乐音颗

的演奏, 追求细腻雅致, 表情上追求“
哀而不
伤, 乐而不淫”
, 推崇中和、
适度之美。

粒, 点出鲜明的节奏。
线条与颗粒, 连断相继、

作者认为, 南音“
谱”
中的有些作品, 不仅

柔刚相济、
音色协调、
丰富多彩。南音“
谱”是

雅 致而且精深。所谓“精深”
, 一是指在内容

一种经过历史漫长选择, 通过长期的艺术实
践, 保留下来的古代“
弦管”小合奏, 它成功地

上, 深入地表现了古人对社会生活、
对自然界
的感受, 借助朴素的形式, 表达深刻内涵; 二

体现了中国古典室内乐形式的特色之美。

是指在形式上, 虽然表面不是那么动听, 实际

南音被今人看作是中国古老音乐的活化
石, 它用古老的形式演奏古老的音乐, 而在它

上每一个乐音都充满着乐意, 可谓乐旨深邃,
耐人寻味, 发人深思。无论是乐音的起伏流

诞生之时则是一种“
新音乐”
。作者因此提出

动, 还是乐音的平静重复, 它都是那么高度凝

南音不是一朝一夕突然产生的, 它是中国古
代若干时期, 不断沉积、
逐渐完善的音乐冲积

练, 饱蘸意韵。
作者还通过对《
金钱经》
曲牌及
相关“
谱”
和《梅花操》的分析, 进一步论述了

层, 有着古老深厚的音乐艺术底蕴和根基, 那

它们“
精”
在哪里, “
深”在何处。

独特的表演形式, 独特的节拍、节奏, 特别是
它的优美旋律, 充满着生动的气韵和多姿的

作者不仅注重对南音艺术审美价值的研
究, 还进一步对作品的审美特征进行挖掘、
总

情趣。那悠悠的散板, 那间歇点奏的琵琶、三

结, 比如《
梅花操》
的“
朴而美”
, 《梅花操》
从乐

弦, 那悠扬的尺八、二弦的旋律, 都给人一种
古朴、典雅的感受, 这种文雅、
质朴的千年古

器到音乐, 都体现了一种纯朴、醇厚、含蓄的
古朴美; “
素而彩”
,《
梅花操》
古朴、
素雅, 但不

乐, 吸收、融合了许多历史时期的艺术精华,

失色彩、
华彩; “
静而动”
, 梅花芬芳吐色, 幽雅

它是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 它具有令
人赏心悦目、痴然陶醉的古朴之美。

高洁, 前三段速度缓慢, 主“静”
。梅花争奇斗
妍, 生机勃发, 后两段较 快, 主“动”
。《梅花

南音含蓄、幽雅、精致, 有外国学者赞赏

操》
动静结合, 错落有致。

它: “此曲只应天上有, 人间能得几回闻”
,其
文明、
柔美、
纯净、质朴、
委婉、
雅致, 它是多种

无论是南音艺术审美价值的探讨, 还是
南音“
谱”作品自身美学特征的研究, 都是以

音乐文化的堆积层, 不仅受到了中国人的喜

人为本, 从人文的角度来观照、
审视对象——

爱, 还令外国人为之倾倒。音乐无国界, 音乐
是一种国际语言, 其富有艺术个性的高雅、精

艺术作品。“
美的创造, 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
象化”
, 人是对象——文学、艺术的创造者, 又

湛之美为世界各民族所共同接受。作者对南

是对象—— 文学、艺术的享受者, 人在文学、

音雅致之美的总结, 首先是建立在南音音乐
及乐器音色审美特性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南

艺术作品中看到了自身的意志、精神和价值,
作者在对南音 作品的研究中抓住了这 一关

音的旋律多 是级进、小跳 或回波型, 委 婉曲

键。比如, 对《
梅花操》中“
操”
的研究, 作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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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梅花操》的音乐美, 主要体现了对象——
梅花柔美的形象和高雅的品格。美的创造和

究, 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并且各自形成了自
己的体系和特色。王耀华、刘春曙的研究, 奠

对象自身的美有关, 但更重要的是和创造者

定了福建南音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 集资料

的本质有关。文学艺术既表现人的价值, 又体

性、
系统性、学术性、
科学性于一体, 它为同行

现人性的真实社会性。《
梅花操》
是中国古代
高度音乐文明的产物, 也是古代文人雅士精

和后人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宽阔而通畅的学术
道路。孙星群的研究在前人和同行们研究的

神情操的结晶。“操”
, 既是乐曲名, 也是人的

基础之上, 开辟了一条新的学术研究途径, 大

志节、
品行、
操守。梅花清雅高洁, 不畏雪霜严
寒, 音乐的作者, 借梅咏志, 借梅抒怀, 借梅以

胆借鉴利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成果, 把南
音艺术的研究纳入新的学术研究范畴之中,

自励。
《梅花操》
文静高雅, 有古代文人雅士君

多视野、
多角度、时空地、
立体地观察、
研究音

子之风, 人既是《
梅花操》
的创造者, 同时又是

乐活动、
现象, 从而将福建南音研究推进到一

它的享受者, 精神上、
品格上也受到了难得的
熏陶, 所谓得到了心灵的净化。

个新的领域。
周畅的研究则另辟蹊径, 立足于
音乐作品—— 南音“
谱”本体, 深入细致地进

作者在对《
走马》
《百鸟归巢》
《
四时景》的

行微观、深邃的研究, 由点到线到面, 进而对

研究中, 字里行间依然渗透着对作品的人文

音乐形态及其表意性、表情性进行探索, 在此

精神的关注。比如, 《
走马》
中的马, 力气大, 跑
得快, 用途广, 有的屡建战功, 且形象骏壮, 惹

基础上, 上升到南音的审美价值、
美学特征及
人文精神的归纳总结。周畅对南音“谱”
作品

人喜爱, 故有各种美称: 天马、宝马、良马、好

三个层次的研究, 相互依存, 互为前提, 缺一

马、
骏马、
神马、
千里马……, 体现人对马的特
殊感情。
《
百鸟归巢》
中的鸟类是人类的朋友,

不可。没有音乐作品、音乐形态的分析, 审美
价值和人文精神的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 无

人类非常爱鸟, 鸟的飞翔, 具有自由感; 鸟的

本之木, 没有美学和人文角度的理论提升、
拓

跳跃, 具有灵活感; 鸟的歌唱, 具有愉悦感; 鸟

展, 南音的研究只能永远停留在就音乐谈音

的形象, 具有不同的美感。《
四时景》中, 对四
季与节气的音乐描述, 深含着古人的一种节

乐, 就作品论作品的音乐赏析阶段, 很难上升
到应有的理论学术层次。这种学术研究的思

气意识, 主要是希望把握 节气, 有一个 好天

维方式和操作方法, 极富逻辑性, 严谨而不失

时, 风调 雨顺, 四时好 光景。“春分, 石上 流
泉”
寄托着人们的一种美好感情, “
立夏, 清风

文彩, 周密而不失灵活, 是很值得中青年学者
学习和借鉴的。

籁籁”
,“
夏至, 梅雨濯枝”
的夏景描绘, 深层意

三者的研究各具特色, 各有千秋, 他们与

思 应是人对风调雨顺的祈愿。《梅花操》
《走

其他众多福建南音研究者一起, 共同筑就了

马》
《
四时景》《
百鸟归巢》
都描写自然, 其自然
观是人和自然的和谐、洋溢着乐观的情绪。作

十年学术研究成果的金字塔, 他们为古老的
南音艺术重焕青春, 重放异彩, 作出了贡献。

者对“
四大名谱”精辟论析, 充分说明了人文

他们为 21 世纪福建南音的进一步研究、
福建

精神渗透在作品之中, 需要理论家和欣赏者
的数次品味和理性的分析、研究。

南音艺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综而观 之, 十年来, 福建南 音的学术 研

作者 单位: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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