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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央电视台第 12 届青年歌手大奖赛首次增设了原生 态唱法, 标志着原生态音乐艺术的发展出现

巨大转机, 原生态音乐形态正式从野曲小唱进入到大雅之堂。这个现象发生的原因与当前的文化政策直接相
关, 也与文化乡愁的出现密切相关, 它的发展与文化产业 的进程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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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中国的音乐界而言, 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

内容, 由民间艺人用原生态唱法演唱, 是我国各族人
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
在民间广泛流传的/ 原
汁原味0的民间音乐形式, 是中华民族/ 非物质文化

大奖赛是一 项具有 专业性 和导 向性 的比 赛之一。

遗产0的重要部分。

2006 年第 12 届青歌赛上, 原生态唱法异军突起, 成
为专家和全国观众关注的最大热点, 除了场上的高

2004 年的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上, 还未
将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专门的演唱方法。随着国内

分外, 原生态歌手的场 外支持率也非 常高, 人 气很

/ 多元一体0的文化思潮的兴起, 引发了人们对处于

旺, 原生态歌手们那嘹亮的歌喉、
美妙的乐感、自由

亚文化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兴趣。理论界普遍认

自在的演唱风格使人们感受了一种久违的新鲜。那

为, 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情况下实现整合与协调合

些土生土长的农民带来了田间地头的野曲小唱, 并
登上了国家舞台的大雅之堂。听众为何会产生这么

作, 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正确之路。一时间 / 回

强烈的新鲜感呢? 为什么在西方音乐与流行音乐席

归原生态艺术0和建立/ 多元一体文化格局0成为时
代的需要。2006 年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大赛

卷中国每个角落, 传统民歌进一步被边缘化时, 从田

中, 原生态唱法被首次作为与美声、民族、通俗并驾

间地头传来的野曲小唱反而以极高的姿态登上了代

齐驱的演唱方法, 这标志着原生态音乐中蕴涵的文

表主流文化的大雅之堂,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化魅力和文化独特性越来越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可。

/ 原生态0这个词是从自然科学上借鉴而来的,
生态是生物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生存发展状

尽管对于原生态音乐和唱法概念的理论辨析仍有不
同看法, 对央视把原生态音乐引入比赛程序也有不

态, 原生态是一切在自然状况下生存下来的东西, 用

同的意见, 但毫无疑问, 这一举措使各民族的歌曲穿

最形象的比喻就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0。音乐家、

越时空和地域走向全国, 多彩多姿的民族音乐给人

学者采录民歌, 创作成适合大众审美的现代艺术歌

们留下艺术上的震撼和心灵上的感动, 增强了全社

曲, 由专业声乐演员演唱, 这并不是原生态音乐的演

会范围内对中华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资源的再认识,

绎形式。原生态音乐由来自穷乡僻壤、山野沟壑的
民间艺人来演绎, 与主流商业文化的职业艺人演绎

大大地提高了 全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认
识, 并且极大地促进了地方领导和音乐工作者对于

形成鲜明对比。原生态音乐是以原生态民歌为主要

继承发展民族民间音乐的热情, 不仅有利于对原生

收稿日期: 2007-11-25
基金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绵阳师范学院民间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编号 M J06- 06)
作者简介: 路瑜( 1950- ) , 男, 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研声乐和民族民间音乐。

# 155 #
态歌曲的整理、保护、发掘和传承, 也有利于国家文

术多元化的时代, 原生态民歌以这种既古老而又清

化建设和民族文化的大繁荣。

新的音乐形式像一股春风走进国家的艺术舞台, 它

过去田间地头的野曲小唱登上大雅之堂, 被音
乐家和普通观众广泛接受, 现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
民间艺人受到音乐界、
传播媒体、广大听众的关注,
因为他们为我们带来了真正的原生态音乐。

二、关于中国原生态音乐热兴起的
多维度审视
1、
中国/ 民族唱法0与/ 原生态唱法0

既是音乐舞台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第 12 届青歌赛原生态组金、
银奖得主李怀秀、
李怀福姐弟和香格里拉组合参加了广东星海音乐厅
举行的/ 纯美的欢唱 # 云岭天籁 # 2007 广州新年音
乐会原生态版0; 由戴玉强、幺红、王刚主演, 中国歌
剧舞剧院建院以来投资最大的大型史诗性歌剧5刘
邦6专门为 12 届青歌赛获奖羌族多声部两兄弟毕曼

正如一位著名音乐家对民歌的演唱方 法解释

组合量身设计一个情节。正是他们在青歌赛上的出
色表演打动人, 使导演感到在歌剧中加入他们的表

说: 所谓民族化, 就是要在保存欧洲传统唱法基本特

演, 更能突出传统民族文化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届

点及其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 在表达我们民族的
语言、
风格和思想感情方面, 力求其深入、
完善, 达到

时, 来自大雅之堂的美声唱法将与源于田野小唱的

真正地为我国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我国声乐界也

原生态唱法交相辉映, 和谐统一于同一个舞台, 呈现
一番与众不同的景致。

普遍认为/ 美声唱法0 有歌唱中的行腔优势, 借鉴它

2、审乐知政 ) ) ) 民族文化政策是原生态音乐艺

的训练方法能弥补我国传统民歌唱法以大本嗓演唱
全音域、
演唱曲目范围窄、
演员的发声技能水平欠佳

术兴盛的基础

等不足, 因此近些年以美声唱法为基础的民族唱法

对于原生态音乐的兴起, 我们可以找到其背后
的必然性, 中国古代就有/ 审乐知政0之说, 民族民间

成了现代中国民歌演唱方法的主流。上个世纪五六

艺术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 特别是政策。中

十年代我国声乐界曾经有过著名的/ 土洋之争0 , 主
要讨论关于/ 民歌唱法0和/ 美声唱法0的科学性以及

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进程是/ 贵和尚中0 的体
现, 中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对少数民族文化不

我国的民歌演唱如何发展的问题, 当时成为歌唱理

是简单地排斥, 而是以宽容的态度促进各民族文化

论界的热门话题。随着/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0 的文

的交流与合作, 追求/ 有容乃大0, 体现出/ 和而不同0

艺政策和我国民族音乐的不断发展, 问题已经很清
楚了。面对今天原生态音乐这样一股吹进高雅音乐

的特点 。
正是基于/ 和而不同0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殿堂的春风, 不禁 又使我们想起了 当年那些话题。

新中国的民族文化政策以/ 和0 为标准, 以马克思民

似乎/ 土洋之争0又发生在今天的/ 民族唱法0与/ 原

族观为指导,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包括少数民族艺术
在内的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以民族区域自治作

生态唱法0之间。现在的/ 民族唱法0已经从当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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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生态0走向今天的/ 学院派0 , 受到良好声乐训练
的民歌手的唱法更趋向统一, 受到了较多的/ 美声唱

为基本制度和保障, 以平等团结为根本原则, 制定了

法0 的熏陶和影响, 虽然在声音的质量和能力上, 以

质文化遗产保护法6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
中国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加入到国际社会关于文

及演唱技巧和作品的范围上都 有很大的进步 和发
展, 但是, 也正是在这种进步和发展中使之失去了一
些独特的风格和鲜活的状态。

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民族文化政策。5非物

化遗产保护的工作。

另一方面, 今天的/ 原生态民歌0 演唱在前几年

现在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口述和
非物质遗产代表作0的中国项目已有 4 个, 成为世界

还普遍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许多原生态民

上入选/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0最多的国家

间歌手不被认可,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体
现在原生态演唱中的 / 大本嗓0 千百年来流传于民

之一。其中两个就是少数民族音乐艺术, 他们是新

间, 深受百姓喜爱, 这种演唱方式也曾在我国声乐舞

疆木卡姆艺术和蒙古长调艺术。2007 年 6 月经两
年多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推荐和专家论证与评定、

台上红极一时, 而后则因种种原因, 它在声乐舞台上

公示, 才让旺堆等来自边疆和农村的 166 位民间艺

逐渐被/ 民族唱法0 所同化。现在我们开始注意到
民歌演唱如果被一种固定的模 式所限制, / 千 人一

人被中国文联、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首批中
国民间文化杰出 传承人, 并享受一定的国 家补贴。

面0将是民歌演唱发展的悲哀。笔者认为, 在这个艺

格萨尔说唱、
苗族古歌、
侗族大歌、
马头琴演奏、东巴

# 156 #
舞蹈及 100 多种民间技艺终于找到自己的/ 传人0。

先生活的细节和智慧, 弥补和迎合了这一时期人们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文化政策是原生态音乐

的需要, 缓解了人们的/ 文化乡愁0情结, 重塑了我们

热兴起的基础, 第 12 届青歌赛原生态唱法中的金奖
获得者李怀秀姐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谈到: 他们能

纯朴诚实、
自然的品格, 找回了我们遗失已久的踏实

参赛是受到了自治州政府和云南政府的大力支持,

的民族自信心和尊严。原生态音乐之 所以受到关
注, 就是因为它在流行音乐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 保

政府号召当地人民关注他们的比赛进程, 积极投票,

留了民族音乐之根, 它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我

他们的比赛成为当地彝族社区的一件盛事。回良玉
副总理在听取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筹备工

们要尊重它, 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去保护与传承,

作情况汇报时讲到: / 我们看全 国少数民族文 艺会
演, 不能简单地就文化谈文化, 就民族工作谈民族工
作。而要看到, 这一盛会是我们国家繁荣昌盛、
民族

真诚地把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展现给世界。

三、原生态音乐艺术发展的方向 ) ) )
原生态音乐与文化产业的结合

团结的生动体现, 是贯彻-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我国的文化产业 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实践

发展. 的民族工作主题的生动体现。
0 如果没有新中

的。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其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活
体标本的价值, 展示一个民族的原生态音乐风情, 其

国成立以来的民族文化政策, 原生态音乐热将无从
谈起。

奇异的视觉、
听觉与流行文化的审美产生巨大差异,

3、
/ 文化乡愁0与原生态音乐艺术

本身就具有市场化的潜质。同时, 也赋予了原生态

音乐是一种不可伪的文化, 一百年来, 中国人的

歌唱者文化交流的使命, 在国外拥有巨大的市场前
景。许多过去/ 藏在深山人未知0的少数民族原生态

浮躁也尽显于斯。从五四时期对中国音乐的批判,
到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中对西

音乐文化逐步向外界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逐渐被外

方音乐文化的崇拜, 时时处处都显露出西方音乐对

界所了解, 并部分地被接受和认同, 由此也拓展了传

中国传统音乐进行改造的强势动态, 西方音乐文化
总是以极高的姿态站立在中国民族音乐之上。但随

播空间。人们认识到民族文化资本化运营是发展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途径 [ 3] 。

着中国国力的强盛, 我们发现, 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文

以笔者做过田野工作的羌族原生态音乐与旅游

化认同长期找不到归属, 我们始终无法诗意地栖居

经济的结合为例。在过去, 羌族人民将音乐融于生

在自己的音乐文化土壤中, / 西化0给我们带来了/ 文
化乡愁0情结。缺少连续的历史感和文化认同的民

活的方方面面, 涵盖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
方面: 伴随着收割青稞、
小麦和除草, 打场脱粒、抬石

族共同体会产生如精神空虚、缺乏民族自豪感等严

扛木等劳动时产生 了劳动歌; 在高崖小路、密林之

重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 世界各国开始日益强调民族
特点, 人们逐渐认识到保存个性、
珍视与众不同文化

间、
山腰草坪放牧或农耕时产生了山歌; 在烧火做饭

的重要性, 对文化独特基因、
独特形态的重视已经成

饮酒, 边由年长的人演唱歌曲, 讲述本民族英雄和名
人生平。政府对以羌族原生态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

了新的国际大环境。文化多样性是社会变革和文化

的火塘旁, 众人席地而围坐成圈, 内置/ 咂酒0数坛边

创新的力量之源, 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 2] 。

化旅游进行了正确的引导与支持, 2006/ 首届中国

我们开始想吃没有化学肥料的蔬菜, 土鸡下的

举行, 羌族原生态音乐文化成为/ 文化搭台0的重要
内容, 大型实景原生态羌族民俗歌舞5羌山神鼓6, 向

鸡蛋, 到没有钢筋水泥的古镇上寻觅老祖先们生活
的点滴, 从村里的老汉唱地道的民歌中寻回老祖先

汶川古羌文化节0在汶川萝卜寨羌文化生态旅游区

游客再现古老的祭祀仪式。文化节期间举办了首届

的情感, 欣赏先人如何诗意而和谐地处理生活与艺

全国/ 释比0文化研讨会, 来自全国的著名羌族民俗

术的关系。国学热兴起了, 于丹、
易中天成了国学超

文化专家汇聚一堂, 研究和探讨六千年古羌文化发
展史; 同时举办全国首届羌绣大奖赛, 展演羌笛、口

女和超男, 人们开始重读老祖先的5论语6和5三国演
义6; 我们日益发现重塑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重

弦、
萨朗等羌族民间民俗文化等一系列活动。这些

要性, 我们是黄皮肤的中国人, 有属于自己的民族文

活动重现了羌族原生态音乐艺术的概貌, 文化节吸

化和精神, 而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 都是中华民族
博大文化的创造者, 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少数

引了学者和普通大众的广泛关注, 期间人如潮涌, 羌
族原生态音乐文化的魅力感染了在场的人们。

民族原生态音乐的兴起, 艺术地展现了过去我们祖

萝卜寨这个过去偏僻落后的羌寨, 如今成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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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文化的缩影, 在旅游业的促进下, 当地羌民的生活

经济资源, 从中衍生出的财富是巨大的。

得到改善, 对羌族原生态音乐文化的信心和热爱大

音乐是一种体验丰富微妙的情绪的艺术, 对观

大增加, 羌民和当地政府经济收入增加。2006 年 7
月萝卜寨村民委员会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谈到: / 以前

众而言, 歌曲的最高境界是感动, 而感动的基础是真
实, 来自穷乡僻壤、
山野沟壑的/ 原生态民歌0, 唱出

由于羌寨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光靠种粮食, 一年收入

的却是一个不染烟 尘、不饰雕 琢、水灵 灵的真实世

人均不足千元, 路不通, 交通不便, 日常生活一直沿

界。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艺术是中华音乐文化的基

续古老落后的耕作经营方式, 羌寨生活条件比较差。
今后旅游会成为村里收入的大项, 今年全村收入就

础、
土壤和母亲, 与曾经包围大众的主流文化形成了
鲜明对比, 是我们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球文

可以突破二千元, 一年翻一番。进行旅游开发之后,

化同质化正极大地/ 平整0着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音乐

基础设施都跟上, 水也得到解决, 路也修通了, 老百
姓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0 [ 4] 据统计, 2006 年五一和

艺术形式, 我们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思考它的发展。
今天, 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立, 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

十一黄金周期间萝 卜寨旅游 人数达到 1 600 人 以

艺术的发展必须面向市场, 但文化产业也有其特殊

上, 全年收入达到 20 余万元以上, 旅游接待户平均

性, 因为任何国家民族发展文化都不会以经济利益

收入达到 2 000 元以上。现 代商 品经济 具有主 体
性, 对传统文化具有筛选、改造、
调适、
整合的功能,

为终极目标, 对不能与经济嫁接的原生态艺术, 要纳
入国家文化艺术保护和支持体系。因此, 我们必须

从而使已走向僵化、封闭的传统文化获得新的活力,

增强对原生态音乐艺术的保护力度, 取其精华, 去其

这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体现。羌族传统文

糟粕, 融合其他艺术表演形式, 加强原生态音乐艺术

化尤其是原生态音乐, 为羌寨的旅游业增添了特有
的魅力, 而羌族原生态音乐文化也获得了生机与活

的市场竞争力, 原生态音乐艺术从田间小唱到大雅
之堂是一个必然, 希望遍地生根的原生态音乐文化,

力, 重新被人们所接受和喜爱。2006 年羌族多声部

能够更多地具有时代精神和世界文化风格, 作为中

在中国音乐界掀起的热潮, 羌族多声部民歌风情录
5复音孤岛6的产生和热卖, 是市场经济对羌族原生

国音乐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世界音乐艺术的舞台上
绽放光彩!

态音乐的良好调适, 原生态音乐文化是一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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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ngs from crude to elegance
) ) ) On t he popular it y of t he abo riginal fo lk so ng s
LU Yu
( Sout hw est J iaot ong U niversit y, C hengdu , Si chuan 610031, Chin a)

Abstract: T he 12t h y ouths singers contest sponso red by t he cent ral China t elev ision t hat includes the
aborig inal sing ing marks t he great t ur n of t he musical development . Namely, t he crude songs sung in the
w ilderness t hus turn eleg ant in public. T his is ow ing to it s clo se relat ionship w it h the current cult ural po l-i
cies, and t he cultural no st algia. H ence, it s development is in agreement w it h the pro gress of t he cult ural
industr y.
Key words: nat ional sing ing; cult ural policy; indust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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