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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原“淮上”传统音乐有着古老悠久的历史神韵ꎬ“淮上”传统音乐在传承

发展的过程中ꎬ由于受“淮上”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变化的影响ꎬ特别是黄河夺淮入海的

影响ꎬ其传统音乐被深深地打上了苦难的烙印ꎬ苦难与抗争的生命吟唱成为“淮上”传统

音乐的重要内容ꎻ具有开放与包容丰富内涵的“淮上”传统音乐ꎬ在当代语境下ꎬ经历过

传统与现代的交流与撞击后ꎬ吸纳融入了新的时代元素ꎬ成功地在坚守自己的“淮上”特

色时ꎬ实现了嬗变与重生ꎬ这对他域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途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关键词〕中原传统音乐ꎻ淮上特色ꎻ古老悠久ꎻ苦难与抗争ꎻ开放包容ꎻ嬗变重生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ꎬ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发祥最主要的源头之一ꎬ其孕

育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中原文化ꎮ 以«词源»对“中原”的解释ꎬ“中原”所
包含的地域范围主要是指以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广大黄淮海地

区ꎮ
随着华夏民族的不断融合ꎬ带动了中原文明向外传播并吸纳融合其他地域

的文明ꎬ中原地区成为自夏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ꎮ 中原文化在传承发展的

过程中ꎬ形成了具有类型多样、风格多元、特色丰富的文化特征ꎬ也创造了繁荣的

中原传统音乐文化ꎮ 中原传统音乐在这一文化背景下ꎬ在交流与碰撞、争鸣与融

合中ꎬ形成了多样属性ꎬ其中ꎬ“淮上特色”就是中原传统音乐中凸显的特色之

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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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上”在地理传统上是指淮河干流两岸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近半的广

泛地域ꎬ还包括鲁南大部及河北部分地区ꎮ 本文中的“淮上”主要是指皖北、豫
东南、鲁南地区ꎬ本地区地貌以河流众多的平原为主ꎬ形似簸萁状ꎮ 这一特殊地

貌环境对中原“淮上”之传统音乐的深层属性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ꎮ
中原“淮上”地区传统音乐体裁多样ꎬ题材丰富ꎬ既有浩如烟海的民间歌谣ꎬ

也有风姿绰约的花鼓灯歌舞ꎬ既有种类丰富的民间器乐ꎬ也有韵味浓郁的地方说

唱ꎬ更有唱腔丰富、各具魅力的民间戏曲ꎮ 透过这些纷繁的民间音乐事相ꎬ回溯

其滥觞之时空ꎬ可以发现中原近淮地区传统音乐呈现出独有的“淮上”特色ꎮ

一、古老悠久的历史神韵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ꎬ其近淮地区古老悠久的淮夷文化以凸显的“淮上”特色

吸引着众多文化学者惊奇感叹的探究目光ꎬ而“淮上”传统音乐作为“淮上”文化

的重要内涵ꎬ近几十年来同样成为音乐地理学家们所关注的对象ꎮ
(一)巫無神祀是淮上先民向神灵祈愿的神秘语言

中国音乐约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ꎬ巫与巫术仪式是其滥觞ꎮ
远古时期ꎬ自然环境恶劣ꎬ先民的生产力低下ꎬ人们对自身及外在环境的四

时交替、风雨雷电、日月星辰、旱魃洪涝等自然现象无法理解ꎬ充满了神秘恐惧

感ꎬ认为天地间存在一种超自然的神灵控制着这一切现象ꎬ当他们无法理解和超

越这种客观自然限制时ꎬ转而希望能通过与神灵的对话相通来祈福禳灾ꎬ于是ꎬ
所谓具备神秘的特殊语言和动作ꎬ能通神的“巫”便应运而生ꎮ «说文解字»中ꎬ
许慎对“巫”的解释是:“巫ꎬ祝也ꎮ 女能事無形ꎬ以舞降神者也ꎮ 象人两褎(袖)
舞形”ꎬ女性通神者称“巫”ꎬ男者称“覡”ꎮ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古者巫以

降神ꎬ神降而托于巫ꎬ则见其貌之美而服之好ꎬ盖身则巫而心则神也”ꎮ〔１〕 巫师通

神时涂面持器ꎬ边跳边似唱非唱、似说非说ꎬ或可谓又唱又说一些含混不清、无固

定音高之音声ꎬ以求与神相通ꎬ降福驱邪ꎮ “一方面ꎬ他们要使灵魂附体ꎬ替鬼神

说话ꎬ占卜世间种种难事ꎻ另一方面ꎬ他们又要表现出人们对鬼神的酬谢ꎬ以歌舞

取悦鬼神ꎻ此外他们又要装扮特定的狞厉形象ꎬ来驱逐灾疫”ꎮ〔２〕 这种巫术活动

具有了原始宗教色彩ꎮ 可见ꎬ早期原始宗教活动中包含了音乐、舞蹈、语言成分ꎬ
只是此期的音乐舞蹈成分还不具有审美意识ꎮ 其通灵时的面部涂画也蕴含着后

世戏曲艺术的脸谱因素ꎬ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说:“歌舞之兴ꎬ其始

于古之巫乎? 巫之兴也ꎬ盖在上古之世”ꎬ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戏曲起源于巫的观

点ꎮ “古人在祭天地、祭祖先、祭神灵的仪式过程中ꎬ为求得神灵和祖先的保佑ꎬ
从而赐福降祥ꎬ于是“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ꎮ〔３〕 这种集歌、舞、言于一体的巫

灵活动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ꎬ在商周时呈鼎盛之势ꎬ成为宫廷礼

制的重要内容ꎮ «礼记表记»中记载:“殷人尊神ꎬ率民以事神”ꎮ〔４〕

中原“淮上”地区在远古和商周时期巫风盛行ꎮ 周时淮水以北的陈国(即现

在皖北亳州和豫东商丘部分地区)ꎬ当时即呈巫风淫祀之势ꎬ周武王伐纣后遍寻

—９７１—

中原传统音乐中的淮上特色



先贤后嗣ꎬ后寻得舜后妫满ꎬ遂封于陈ꎬ并把女儿大姬嫁与他ꎬ大姬无后ꎬ好巫祀ꎬ
«汉书地理志»记载:“陈本太昊之虚ꎬ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ꎬ是为胡公ꎬ妻以

元女大姬ꎮ 妇人尊贵ꎬ好祭祀ꎬ用史巫ꎬ故其俗巫鬼ꎮ 又«汉书匡衡传»记载:
“陈夫人好巫ꎬ而民淫祀”ꎮ «诗经陈风»之«宛丘»:“坎其击鼓ꎬ宛丘之下ꎬ亡
冬亡夏ꎬ值其鹭羽”ꎬ坎ꎬ击鼓之声ꎻ亡冬亡夏ꎬ意即无论寒冬酷暑、一年四季之

意ꎻ鹭羽ꎬ是以鹭鸟之羽制成ꎬ以之通神的道具ꎮ «诗经陈风»之«东门之枌»:
“东门之枌ꎬ宛邱之栩ꎬ子仲之子ꎬ婆娑其下ꎮ 毂旦于差ꎬ南方之原ꎮ 不绩其麻ꎬ
市也婆娑”ꎬ婆娑ꎬ翩翩起舞的样子ꎻ“毂旦ꎬ是当时陈国尚存的一种社会风俗ꎬ即
祭祀狂欢节”ꎮ〔５〕由上述资料可见春秋时的陈国巫舞祭祀之风极盛ꎬ“淮上”传统

音乐的古老悠久神韵由此可见一斑ꎮ
(二)淮上戏曲脸谱折射其古老基因

中国戏曲脸谱与巫风神祀活动中的面具为同源异质文化事相ꎮ 远古先民为

了诱捕猎物ꎬ驱灾辟邪ꎬ会在脸部简单勾画图文ꎬ随着漫长历史的发展ꎬ人们的生

产实践能力得到提高ꎬ艺术审美意识得到滋生并逐渐提升ꎬ为了方便使用ꎬ出现

了可以反复使用的物质面具ꎬ巫术活动中的音乐、舞蹈、面具逐渐由通神专用工

具ꎬ演变为兼具娱人与娱神双重功能的艺术形式ꎬ直至后来巫术活动分化为两种

形式ꎬ一种发展为在形式与题材上承继保留了神灵主题的傩仪形制ꎬ而另一种则

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歌舞戏曲ꎬ原始面具逐渐成为具有象征性、程式性的戏曲脸

谱艺术ꎮ
中原“淮上”地区戏曲剧种丰富ꎬ有泗州戏、淮北拉魂腔、山东梆子、豫东皖

北梆剧等ꎬ这些戏曲中的脸谱艺术皆有共性ꎬ呈现出较强的程式性特色ꎬ尤其净

角ꎬ俗称花脸ꎬ承继了巫傩活动中的面具属性ꎬ具有抽象与象征性ꎬ美丑善恶皆有

固定的脸谱与之对应ꎬ如亳州梆剧«瓦岗寨»中的程咬金为绿色三块瓦脸谱ꎬ表
现其刚烈耿直ꎬ粗犷豪爽的个性ꎬ«铡美案»中的包拯为黑色、夸张变形月牙图形

脸谱ꎬ表现其刚正智慧的人格形象ꎬ由此可见ꎬ淮上戏曲脸谱可谓寓褒贬以图案ꎬ
呈善恶以颜色ꎬ含岁月以象征ꎬ蕴信仰以意象ꎮ “淮上”戏曲中的面具艺术映射

出其传统音乐的古老性和精神性传承ꎮ
(三)淮上音乐的古老乐器

淮河流域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ꎬ大量新石器时代古老乐器的出土诉

说了淮河音乐文明的源远流长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ꎬ在河南舞阳发现了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淮河流域新石

器文化遗存ꎬ其中出土的被称为“中华第一笛”的吹奏乐器骨笛ꎬ被专家认定为

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ꎬ已具备了七声音阶ꎬ距今约 ８０００ 年前ꎬ现
在依然可以用它演奏河北民歌«小白菜»ꎮ 这一发现ꎬ说明中原淮河流域的音乐

成熟先进于同期国内其他地区ꎬ其萌发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ꎬ
科学地印证了淮河流域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起源地的观点ꎮ

在贾湖遗址除了发现骨笛ꎬ还发现了骨哨、龟响器、叉形骨器、太阳纹陶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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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原始巫灵活动的宗教用品ꎬ这也表明淮河流域的巫术崇拜古老悠久ꎬ而关于

上古三代“淮上”争夺的史料记载也契合了考古的实物论证ꎬ«后汉书东夷传»
记载:“夏后氏太康失德ꎬ夷人始畔ꎮ 自少康已后ꎬ世服王化ꎮ 遂宾于王门ꎮ 献

其乐舞”ꎬ可见中原“淮上”地区当时原始歌舞的发达ꎮ
除了贾湖舞阳古老吹奏乐器骨笛的出土ꎬ山东滕州北辛文化遗址也出土了

大量的陶器ꎬ其中数量不多的、现今最早的敲击乐器陶鼓则很可能是最早的陶鼓

之源ꎮ 其后ꎬ大汶口陶鼓、安徽蒙城尉迟寺陶鼓才大量出现ꎬ陶鼓是上古先民用

于祭祀的神器ꎮ “淮上”地区古老乐器的出土ꎬ从物质遗存的角度科学地佐证了

中原淮上地区民间传统音乐的古老绵长ꎮ

二、苦难与抗争的生命吟唱

(一)音乐源于生活并表现生活

关于音乐的起源众说纷纭ꎬ«淮南子»:“今夫举大木者ꎬ前呼‘邪许’ꎬ后亦应

之ꎮ 此举重动力之歌也ꎮ”«乐记»:“凡音之起ꎬ由人心生也ꎮ”«吕氏春秋仲夏

纪古乐篇»:“帝尧立ꎬ乃命质为乐ꎮ 质乃效山林溪谷只音以歌ꎮ”«小雅宾之

初筵»:“舞笙鼓ꎬ以洽百神ꎮ”可见音乐起源劳动说、模仿说、巫覡说、情爱说

等各家皆有合理之处ꎬ但只限于以史料分析推测ꎬ并没有可考的实物佐证其推

论ꎬ«吕氏春秋»也只是一句“由来远矣”而已ꎬ综合各种观点ꎬ说明音乐的产生是

与古代人类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的ꎬ是人们的生存与生活需要促使了音乐的产

生ꎮ〔６〕也说明音乐来源于生活ꎬ并表现、影响着生活ꎬ深刻地体现着人类对生活

的态度和内心的精神状态ꎮ
“淮上”地区人们的生活面貌也自然表现在其音乐之中ꎬ并展现出人们面对

生活的精神态度ꎬ形成其特有的“淮上”音乐特色ꎮ 以黄河夺淮入海为分水岭ꎬ
“苦难”开始成为“淮上”传统音乐中的特色之一ꎮ

(二)苦难的“淮上”
在上古时期ꎬ淮河作为“四渎”之一ꎬ其下游虽曾有过洪灾的侵袭ꎬ但它毕竟

是一条拥有独立入海口的河流ꎬ“禹行自冀州始ꎮ 海岱及淮维徐州ꎬ淮、沂其

治浮于淮、泗ꎬ通于河ꎮ” 〔７〕 “古禹、皋陶久劳于外ꎬ东为江ꎬ北为济ꎬ西为

河ꎬ南为淮ꎬ四渎已修ꎬ万民乃有居ꎮ” 〔８〕 经过大禹的成功治理之后ꎬ一个很长的

时期内ꎬ“淮上”地区的洪涝灾害较少ꎬ土地肥沃ꎬ资源丰富ꎬ勤劳的“淮上”人民

创造了包括音乐在内的早期文明ꎮ «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所载大禹妻子

涂山氏之女所唱的“侯人兮猗”就是产生于蚌埠怀远的最早的中原淮上南音ꎬ是
我国有史可稽的中国第一首情诗ꎬ被称为民歌之滥觞ꎬ成为后世爱情诗气质和规

格的圭臬ꎬ«后汉书东夷传»亦载:“献其乐舞”ꎻ骨笛、编钟、陶鼓等乐器的出土

等ꎬ说明“淮上”先民在条件落后的早期与自然艰苦抗争过程中仍具坚强乐观的

生活态度ꎬ因此ꎬ才能创造出繁荣的歌舞音乐文化ꎮ
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带有不同风格的音乐文化ꎬ地理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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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制约着音乐文化ꎮ〔９〕南宋建炎二年(１１２８ 年)ꎬ东京守将杜充为抵御金兵南

下ꎬ在滑州人为的决口黄河ꎬ使黄河改道ꎬ拉开了黄河夺淮入海的序幕ꎮ 其后ꎬ黄
河频繁泛滥ꎬ数次夺淮入海ꎬ“淮上”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ꎬ人民

背井离乡、流离失所ꎬ“淮上”人民开始了充满催人泪下的艰辛岁月ꎬ苦难与抗争

的生命吟唱成为“淮上”传统音乐的重要内容ꎮ
１１９４ 年ꎬ黄河决口武阳(今河南原阳)ꎬ致使黄河在广袤的淮北平原上一泻

千里ꎬ夺去淮河入海的水道ꎬ自此ꎬ黄河开始了长达七百多年的夺淮历史ꎮ 其后

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屡次决口ꎬ对“淮上”生态环境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ꎮ
弘治二年(１４８９ 年)ꎬ黄河同时决口于南北两岸的开封与金龙口ꎬ“南决

者ꎬ下涂山ꎬ入于淮ꎻ一经通许等县入涡河ꎬ下荆山ꎬ入于淮ꎮ 又一支自归德

州通凤阳之拨弦ꎬ亦合涡水入与淮ꎮ” 〔１０〕 加上明政府为保王朝统治利益的需要ꎬ
采取了南疏北堵的方针ꎬ使“淮上”人民所受灾难更加深重ꎮ １４９３ 年ꎬ黄河决口

于张秋戴家庙ꎬ嘉靖十三年ꎬ黄河决于兰阳赵皮寨ꎬ隆庆四年ꎬ在邳州等处数次决

口ꎬ潘季训“束水攻沙ꎬ淮水刷黄”之策造成万历四年黄河“决于砀山及邵家口、
曹家庄、韩登家口而北ꎬ淮亦决高家堰而东ꎬ徐、邳、淮南北漂没千里ꎮ” 〔１１〕明朝的

数次黄河夺淮入海ꎬ加上其他自然灾害、苛捐杂税及战乱瘟疫等ꎬ造成“淮上”地
区出现饥馑遍野、卖儿鬻女的社会现象ꎬ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悲惨景象ꎬ人民流

离失所ꎮ «明英宗实录»卷六十六中记载ꎬ“车载幼小男女ꎬ牵扶瞽疾老赢ꎬ采野

菜ꎬ煮树皮而食”ꎮ “淮上”多处流亡者过半ꎬ闾野萧条ꎬ凤阳县甚至出现“户耗者

十之七记ꎬ口耗者十之九”ꎮ 足见黄河夺淮入海等原因给明朝“淮上”人民所造

成苦难之深ꎮ
在清朝的二百多年间ꎬ“淮上”依然是水灾最严重的地区ꎬ而黄河夺淮入海

造成的灾害最为严重ꎮ «泗州志珍恤志»载:“乾隆四十三年夏ꎬ河决仪封、永
城ꎬ由涡入淮ꎬ亳、蒙、风、泗等十七州县被淹”ꎬ«五河县志杂志异灾»
载:嘉庆三年ꎬ“濉州黄水漫口ꎬ由涡入淮ꎬ沿淮地方被淹”ꎬ «太和县志杂

志异灾»载:嘉庆二十四年ꎬ“黄河水至ꎬ溺死者甚重”ꎬ１８５２ 年ꎬ“黄河两岸开

口子ꎬ人死大半显不著”ꎮ〔１２〕清代黄河夺淮入海ꎬ不仅次数频繁ꎬ而且面积大ꎬ持
续时间长ꎬ造成“淮上”室毁田淹ꎬ人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ꎬ多地人口十不存五ꎬ
甚至饿殍遍野ꎮ 长期频繁深重的水灾造成“淮上”土地贫瘠ꎮ 如水过之后形成

的砂礓地、长期积水ꎬ水分蒸发形成的盐碱地等ꎬ土地薄卤ꎬ农作物产量低下ꎬ甚
至颗粒无收ꎬ以至“淮上”人民困苦不堪ꎮ

即使到了近代民国时期ꎬ“淮上”依然是水灾最严重的多发地区ꎬ包括 １９３８
年人为的花园口决堤ꎮ 纵观自 １１２８ 年拉开黄河夺淮入海的序幕起ꎬ在其后的近

８００ 年间ꎬ“淮上”地区经历了频繁的黄河夺淮造成的破坏性冲击ꎬ“淮上”人民

在苦难中生活ꎬ虽然经历了无数催人泪下的艰辛ꎬ但依然在不屈的抗争中创造出

众多辉煌的成就ꎬ用音乐抒写出一曲曲与苦难抗争的生命吟唱ꎮ
(三)苦难中不屈的“淮上”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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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上”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人民生活困苦ꎬ面对苦难的生活ꎬ“淮上”人民

用歌曲、舞蹈、说唱音乐等艺术形式表达对苦难生活的不屈与抗争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与追求ꎮ 音乐来源于生活ꎬ“淮上”传统音乐自然被深深的打上苦难的烙

印ꎮ
安徽“凤阳花鼓”中的«凤阳歌»:“说凤阳ꎬ道凤阳ꎬ凤阳本是好地方ꎻ自从出

了个朱皇帝ꎬ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ꎬ小户人家卖儿郎ꎬ奴家没有儿

郎卖ꎬ身背花鼓走四方ꎮ” 〔１３〕深刻地表达了地处淮河下游的凤阳ꎬ水灾频发ꎬ十年

九荒造成的卖儿鬻女、逃荒要饭的苦难生活ꎮ 河南信阳县民歌«穷人歌»:“四月

立夏节ꎬ穷人泪悲切ꎬ缺盐缺油无处借ꎮ 麦子未曾黄ꎬ家里又断粮ꎬ一家老少饥难

当ꎮ 五月是端阳ꎬ农人昼夜忙ꎬ鸡叫头遍就要起床麦子接不上ꎬ穷人没主张ꎬ
眼看饿死白发老娘”ꎮ〔１４〕 人民一年四季从早忙到晚ꎬ辛苦劳作ꎬ却依然要忍饥挨

饿ꎮ 劳动的沉重ꎬ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ꎮ 山东临沂地区民歌«吴登富诉苦»:“穷
人没得吃ꎬ面黄又肌瘦ꎬ那天饿极了ꎬ回家吃点糠ꎮ” 〔１５〕表现了淮河水系

的鲁南地区人民悲惨的命运和苦难的生活ꎮ 在黄河夺淮入海而造成恶劣自然环

境的“淮上”地区ꎬ反映“淮上”人民苦难生活的音乐作品有很多ꎬ因此形成了“淮
上”传统音乐中的苦难特色ꎮ

一个地区的音乐特色除了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关ꎬ还受这一特定区域的人文

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ꎬ体现出内涵的人文精神ꎮ
“淮上”地区地处淮夷文化、中原文化与齐鲁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交融之中ꎬ

受其影响ꎬ“淮上”传统音乐必然在长期的浸润中体现出其特有的人文精神特

色ꎮ “淮上”曾是一大批杰出的、集大成的思想家诞生或成就之地ꎬ特别是在中

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占据主轴地位的儒家思想及对中华文化的美学思想与哲学思

辨产生重要影响的道家思想ꎬ都发源于这一地区ꎮ 儒、道思想虽有不同ꎬ甚至是

对立的ꎬ但都对传统音乐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ꎮ “儒家美学和道家美学是国

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石ꎬ对传统民族审美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ꎮ〔１６〕儒、道互补ꎬ
已被公认ꎬ也深深的影响着作为儒、道诞生地的“淮上”传统音乐的精神内涵ꎬ体
现为“得志时ꎬ则入世治国平天下ꎬ在音乐观上与统治者并行不渝ꎻ失意时ꎬ则出

世傲色长啸ꎬ琴歌慰心ꎬ出入道堂这正是道家、道教的音乐观”ꎮ〔１７〕 在“淮
上”传统音乐中则表现为坚强而乐观、豁达而自然ꎬ成为“淮上”人民面对苦难生

活时ꎬ勇于面对、敢于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ꎮ
安徽涡阳县民歌«逃荒»:“东家要一口ꎬ西家要半碗ꎬ三天难吃一顿饱饭ꎬ饿

得随风转ꎮ 要想不要饭ꎬ坚决去抗战”ꎮ〔１８〕 面对苦难的生活ꎬ没有放弃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ꎬ而是选择坚强不屈的抗争ꎮ 利辛县民歌«打夯号子»:“一夯又一

夯ꎬ这夯打到东京东ꎬ菜园里边乱哄哄ꎬ萝卜成精坐天下ꎬ封了白菜是正宫ꎬ茄子

气的上了吊ꎬ黄瓜气的弯成弓ꎬ青椒气的撅着嘴ꎬ豆角气的瘦成绳ꎮ” 〔１９〕劳动人民

在沉重的劳动中的诙谐幽默、豁达乐观的精神面貌跃然而出ꎮ 在众多的表现男

女相思恋情的“淮上”民歌中ꎬ表现出人性的率真自然ꎮ 如河南商城民歌«俺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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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隔道墙»:“俺跟二哥隔道墙ꎬ顿顿吃饭他来望ꎬ吃个蚂虾留个腿ꎬ吃个鸡蛋

留个黄ꎬ人家疼姐俺疼郎ꎮ 眼望乖姐靠门里ꎬ手拿钢针纳鞋底ꎮ 俺问乖姐是谁

的ꎬ身子一扭脸朝里ꎬ不是你的是谁的?! ” 〔２０〕 感情真挚纯洁、自然坦荡ꎬ语
言幽默风趣、诙谐生动ꎬ也是儒、道思想在“淮上”音乐中互补融合的表现ꎮ

由于黄河夺淮入海造成“淮上”恶劣的自然环境ꎬ给“淮上”传统音乐打上了

“苦难”的烙印ꎮ “淮上”的人文地理环境的浸润ꎬ给“淮上”传统音乐融入了在

面对苦难时的坚强乐观、幽默诙谐、坦荡自然的精神内涵ꎬ形成“淮上”传统音乐

苦难特色中蕴含着坚强、乐观、幽默的抗争与进取精神ꎬ也正是这种精神ꎬ为“淮
上”传统音乐的开放与包容创造了条件ꎮ

三、开放包容的丰富内涵

中原“淮上”地区以广阔的冲击平原为主ꎬ总体上属于比较开放的地理环

境ꎮ “如果把山东的西南一角、河南的东南一块、安徽的淮北一块和江苏的北部

连在一起ꎬ这个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ꎬ这可能与徐夷、淮夷有

关ꎮ 蒙城尉迟寺等遗址的发掘成果ꎬ都已经表明这一点ꎮ” 〔２１〕 最早的南音

“侯人兮猗”淮上风格的民歌在这一地区的传承发展ꎬ以及骨笛、编钟、陶鼓等乐

器的出土和“献其乐舞”的史料记载ꎬ都说明淮夷文化有着自身的风格体系ꎮ 淮

上”属于中原、荆楚、淮夷三大优势文化的交汇区ꎬ加上“淮上”开放的地理环境ꎬ
使“淮上”成为人口流动频繁和兵家必争之地ꎬ独特的人文和地理环境促成了

“淮上”传统音乐的开放包容特质ꎮ
(一)人口迁徙流动促进了淮上对他域音乐文化的吸纳融合

人口迁徙流动往往会推动不同区域之间音乐文化的融合发展ꎮ «史记»五
帝本纪第一:“舜ꎬ冀州之人也ꎮ 舜耕历山ꎬ鱼雷泽ꎬ陶河滨ꎬ作什器于寿丘ꎬ就时

于负夏ꎮ” 〔２２〕现在的淮南市境内有背靠淮水、自寿县起沿淮河至怀远地区的山

脉ꎬ名曰大历山ꎬ简称历山ꎬ又名舜耕山ꎬ此史料说明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代表

人物ꎬ东夷之人贤帝大舜曾在“淮上”耕作ꎬ教化民众ꎬ故留下“舜耕山”之美称ꎬ
由此可以推测东夷音乐文化也会随他传播到“淮上”ꎮ 另«史记»:“禹曰‘予(辛
壬)娶涂山ꎬ(辛壬)癸甲ꎬ生启予不子’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ꎬ为山

川神主ꎬ” 〔２３〕及治水成ꎬ作歌ꎬ天下兴九韶声乐ꎬ又王政«安徽淮河流域的中华文

明之光»:“皋陶部族及其封迁到安徽西部的族裔主要对凤图腾的贡献较为明

显ꎮ” 〔２４〕«后汉书东夷传»:“武乙衰弊ꎬ东夷寝盛ꎬ遂分迁淮夷ꎬ渐居中土ꎮ”由
此可推断ꎬ伴随人口迁徙而来的他者音乐文化渐被开放的“淮上”音乐所吸收融

合ꎮ
(二)淮上战争对音乐交流融合的推进

“淮上”由夏、商、周至春秋一直是各方反复争夺的核心地区ꎮ «后汉书东

夷传»:“自少康已后ꎬ世服王化ꎮ 遂宾于王门ꎮ 献其乐舞ꎮ”九夷向夏朝交纳贡

品、财物ꎬ并献上优美的歌舞艺术ꎮ〔２５〕足见战争对音乐交流融合的推动作用ꎮ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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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春秋战国ꎬ各方长期反复争夺于“淮上”ꎬ使其成为中原文化、吴文化与楚文化

三大文化的过渡与融合核心区域ꎬ加快了文化间的吸收杂糅ꎮ 虽然在秦之前各

种典籍的记载中ꎬ关于音乐方面的记录较少ꎬ但结合现代考古发现的相关资料ꎬ
依然可以得到“淮上”传统音乐这一时期具有开放包容性的结论ꎮ

被孔子列为上古“四圣”之一的东夷部族首领皋陶ꎬ呕心沥血辅佐远古尧舜

禹三世ꎬ德厚功高ꎮ 夏禹念其功绩ꎬ遂“封皋陶之后于英、六”(英ꎬ即今之湖北英

山县ꎬ古隶属于六安国)ꎬ故六安又有皋城之称ꎬ自此皋陶后人在江淮大地繁衍ꎬ
«史记索隐»亦载:“六安国六安ꎬ咎后偃姓所封国”ꎮ 相传皋陶是吹管乐器的

发明者ꎬ其沿袭少皞以凤鸟为图腾ꎬ并进一步发展ꎬ兴巫风ꎬ善歌舞ꎻ而“兴巫风”
亦是荆楚地区之民俗ꎻ而考古学家在贾湖遗址中不仅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七声

音阶吹奏乐器———骨笛ꎬ在他们的一些随葬品中ꎬ还发现了龟响器、叉形骨器等

上古祭祀乐器ꎬ而从这些明显具有他域音乐元素的身影ꎬ可见舞阳文化与近邻六

安古国相似之处不仅在于上古乐器的先进ꎬ贾湖人亦盛行巫术崇拜ꎬ由此可以推

断巫术音乐活动因为地缘关系得以在皖西、豫南与荆楚得到融合发展ꎮ 由东夷

涂山氏之女作歌«侯人兮猗»ꎬ到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七声音阶骨笛及陶鼓、陶玲、
陶埙等上古乐器的出土ꎬ可见中原、荆楚、东夷音乐在“淮上”传播的历史悠久ꎬ
也印证了“淮上”音乐在保持自身先进性、丰富性时ꎬ对周边中原音乐、吴越音

乐、荆楚音乐的吸纳融汇ꎬ促成了“淮上”歌舞音乐艺术的高度发达和完善ꎬ初步

建立了“淮上”传统音乐的开放包容特色ꎬ也最终奠定了其成为当时王朝所青睐

的乐舞地位ꎮ
(三)黄河夺淮入海对“淮上”音乐开放包容性特色的确立

黄河夺淮入海ꎬ造成“淮上”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ꎮ 其后 ７００ 多

年ꎬ淮河流域水灾频发ꎬ“淮上”地区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ꎮ 人民背井离乡、流离

失所ꎬ促使人们在文化需求、价值观念、群体思维等精神方面失去了一致性的内

在要求ꎬ多元化需求为音乐的更加开放和包容提供外在条件ꎮ
客观自然环境的变化ꎬ“使初步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极具地域特色的既

有南方文化特质又有北方文化属性ꎬ既不同于南方又相异于北方文化特质的融

合型文化过渡区域更近一步加强ꎬ融合型的文化类型和文化过渡区的特征表现

得更加突出ꎮ” 〔２６〕使得“淮上”传统音乐因人口流动的加剧而更具开放性、包容

性ꎬ这一特色在“淮上”地区的民歌、戏曲中表现更为明显ꎮ 如皖北民歌«凤阳花

鼓»(见下页谱例一)ꎮ
此曲除了表现了人民的苦难生活之外ꎬ在调式上明显与民间广为流传的民

间曲调“孟姜女调”(见下页谱例二)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二者落音相同ꎬ皆为徵

调式、四句体结构ꎬ旋律以级进为主ꎬ跳进多以四度进行ꎬ在具体的旋法上均采用

起伏曲折手法ꎬ只是前者较平直朴实ꎬ间有七度大跳ꎬ且旋律中出现了六声音阶ꎬ
明显是受到中原常用的六声、七声音阶的影响ꎬ具有中原音乐粗犷率直的气质ꎬ
而后者则较委婉秀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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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一　 凤阳花鼓

谱例二　 孟姜女

凤阳花鼓之中能融入江浙民歌«孟姜女»之音乐形态ꎬ可能缘于凤阳人民在

逃荒到异乡时常唱家乡之歌ꎬ最终把江浙吴音融入到了凤阳花鼓之中ꎬ并带回了

家乡ꎮ “凤阳艺人将外地流行的麻城歌、孟姜女、五更鼓、手扶栏杆、十二月相思

等俗曲小调都拿来运用ꎬ〔２７〕

为生计ꎬ凤阳人民在逃难过程中不断向外传播本地音乐ꎬ并把外地音乐融入

到了本土音乐之中ꎬ在相互传播、吸纳、融合中ꎬ本土音乐的曲调、唱腔、歌词等得

以不断的丰富和发展ꎮ 如今ꎬ“花鼓灯”艺术不仅遍及淮上地区ꎬ在国内其它地

方也能看到“花鼓灯”的身影ꎬ如ꎬ东北大秧歌的舞步中就显现出安徽花鼓灯的

灵动ꎮ 国内众多剧种的戏曲中也会出现“打花鼓”及“花鼓灯调”的内容ꎬ它们基

本的调式是相似的ꎬ但在歌词、旋法、唱腔等方面又有细微的差别ꎮ
由此可见ꎬ黄河夺淮入海而造成自然环境的恶化ꎬ它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流

动ꎬ“淮上”人民在背井离乡的逃难过程中ꎬ推动了南北音乐的交流融合ꎬ歌舞、
戏曲等音乐元素互相借鉴杂糅ꎬ促进了各种音乐艺术的丰富与发展ꎬ最终形成了

“淮上”音乐开放包容的特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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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嬗变重生的时代坚守

新中国成立后ꎬ“淮上”地区在国家持续的治理下ꎬ水患不再ꎬ恢复了昔日的

繁荣ꎬ人民的生活安定而幸福ꎬ苦难的岁月一去不复返ꎮ 近几十年来ꎬ生产力的

发展、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流行大众文化的冲击、城市化的拉动、人们审美

标准的时代转化等因素ꎬ致使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时尚消费音乐以迅猛之势迅速

崛起ꎬ对传统音乐的传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ꎬ使得“淮上”传统音乐失去了

生存的土壤ꎮ 如何在当下困境中坚守与突破ꎬ成为“淮上”传统音乐必然面临的

时代选择ꎮ
“有活力的传承都是发展变化着的ꎬ一代代传承者不断注入自己新的认识

和新的创造ꎬ才能使一个民族的艺术真正存活于当代人的生活之中ꎬ并充分显示

其独特的美学价值与精神力量” 〔２８〕ꎮ “淮上”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历程告诉

我们ꎬ苦难与悲吟不应再成为新时代民间音乐的主题ꎬ坚守其古老悠久的历史神

韵ꎬ传承其乐观豁达、积极进取的精神ꎬ发扬其开放包容的优秀传统ꎬ书写新时代

的幸福生活ꎬ实现词、曲、表现形式的创新ꎬ展现出新时代“淮上”传统音乐独特

的艺术魅力ꎬ才能使“淮上”传统音乐在时代坚守中实现嬗变重生ꎬ从而焕发出

崭新的生命力ꎮ
“花木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ꎬ木兰故里多有争议ꎬ大量的史料证

明ꎬ木兰故里在河南虞城早已为大家所认同ꎮ 一千多年来ꎬ木兰精神时时激励着

国人不断前进ꎬ并被以多种艺术形式呈现在舞台上ꎮ ２００４ 年ꎬ著名歌唱家彭丽

媛主演的大型情景交响歌剧«木兰诗篇»在国内外上演ꎬ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ꎮ
情景交响歌剧«木兰诗篇»以“淮上”豫剧音乐元素为魂ꎬ吸收借鉴了歌剧、音乐

剧、戏曲、舞蹈等艺术形式ꎬ采用具有本土民族特色的演奏和演唱ꎬ使作品情景交

融、浑然一体ꎬ恰是“淮上”传统音乐开放包容特色的再现ꎬ也使得巾帼英雄花木

兰的古老故事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时代思想意蕴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虞城与商丘市豫剧院合作精心排练了新编大型古装豫剧«花

木兰»ꎬ在“两岸戏曲展演周”活动中ꎬ该剧赴台湾演出ꎬ使木兰文化和豫剧一起

走红台湾宝岛ꎮ 究其原因ꎬ离不开“淮上”传统音乐特色的坚守ꎮ 传奇人物花木

兰正是“淮上”古老悠久历史神韵的体现ꎮ 特别是木兰精神:面对困难ꎬ能够豁

达正视ꎬ以乐观的精神ꎬ坚强勇敢地面对ꎻ面对成功ꎬ能淡然处之ꎬ始终保持着一

颗质朴无华的心ꎬ激流勇退ꎬ其中也不乏幽默风趣的情怀ꎮ 而这些正是“淮上”
精神的传承与发展ꎮ 可以说ꎬ«木兰诗篇»及新编古装豫剧«花木兰»的成功ꎬ正
是在坚守“淮上”传统音乐特色的基础上ꎬ融入了时代新的艺术元素而取得成

功ꎬ实现了嬗变与重生ꎮ
中原传统音乐是丰富多彩的ꎬ处于中原腹地的“淮上”传统音乐具有古老悠

久的历史神韵、苦难与抗争的生命吟唱、开放包容的丰富内涵、嬗变与重生的时

代坚守等特色ꎬ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ꎮ 当今“淮上”音乐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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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并坚守其传统特色的基础上ꎬ融入了新的时代艺术元素ꎬ使传统音乐得到有效

传承与发展ꎬ这对他域传统音乐的坚守与突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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