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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藏的傳統音樂，歷史悠久，豐富多樣，藝術魅力強烈，群眾基礎

深厚。據《拉達克王統世系》載：『「德曉勒」（贊普）時期，「魯」、「卓」

盛行。』它記敘了遠在吐蕃王朝之前的第十代首領德曉勒贊普時（約為

公元前一世紀），西藏已流行歌唱形式「魯」和舞蹈或以舞為主的歌舞形

式「卓」。《西藏王統記》在描述松贊幹布時期，在西藏頒佈《十善法》

的慶典會上，舉國上下熱烈歡騰的情景時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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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歌聲悅耳，舞姿翩翩，歌舞昇平，景象萬千。大量的傳統音樂

在民間傳承，印證了西藏傳統音樂的確像浩浩蕩蕩的雅魯藏布江，一直

在歷史的長河中奔流不息。 

西藏古代音樂理論雖然留傳於世者不多，但其中有的卻價值頗高。

這裡不得不提及《惹麥丹覺》（《樂論》）一書。《惹麥丹覺》是元代藏族

薩迦派著名的政治家、宗教家、學者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1182-1251)

所著，成書約八百年，是十三世紀中國藏族的一部重要音樂文獻。全書

分三章。第一章論音：主要講解音樂創作的基本原理。作者認為，西藏

傳統音樂的旋律發展和發聲方法有四種形式，創作者和演唱者應根據表

現內容、演出對象和表演場合的不同，而將這四種形式相互交織，彼此

滲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同時，該書還對前藏、後藏、康巴地區的音

樂特點作了概括性的描述。第二章作詞：主要講述歌詞創作的基本要領。

第三章音樂運用的規定：所謂音樂運用主要指的是音樂表演。本章總結

了藏族傳統演唱方法的藝術經驗。其中，在聲與情、聲與形、演唱者與

聽眾等方面，講了許多辯証的、深刻的、具有藏族特色音樂理論。這部

重要音樂論著，是對十三世紀時期藏族傳統音樂實踐的理論總結。即使

現在來看，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借鑒價值。在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

以後的時期，一些藏族學者曾結合自己所處時代藏族音樂的實際，對《惹

麥丹覺》進行注疏。現在已知對它的注疏性論著至少有六部之多。這些

論著，在講解、詮釋《惹麥丹覺》的同時，又記述了當時藏族音樂的實

際情況，總結了他們各自時代藏族傳統音樂的藝術經驗。清代，藏族學

者久‧米旁嘉錯也曾撰寫過一部《論音樂》的論著。 

西藏素有「歌舞海洋」、「音樂之鄉」的美稱。傳統音樂浩如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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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多樣。在西藏城鎮或農牧區，情調獨特、別具魅力的歌聲、樂聲，

隨處可聞。可是，國外學者對西藏傳統音樂的著述，似乎就只有宗教音

樂，其他雖有所涉獵，卻寥若晨星。奇怪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並沒有

到過西藏。在西藏境外了解、探索西藏的傳統音樂，並「勇敢」地著書

立說寫文，加上他們的藝術偏愛和意識偏見，出現這樣的結果是可以理

解的。十分有意思的是，中國音樂家對西藏傳統音樂的涉獵，則多偏於

民間音樂，而對宮廷音樂和宗教音樂便知之甚少，至於古代音樂文論，

那就知道得更微乎其微了。 

藏族傳統音樂由民間音樂、宗教音樂和宮庭音樂三部份組成。宗教

音樂或宮庭音樂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西藏傳統音樂的主體是民間音樂，

它的歷史悠久，品種多樣，為數眾多，優美動聽，在人民生活中影響巨

大，但它也只是藏族傳統音樂的一部份。 

西藏境內的門巴族、珞巴族、夏爾巴人、僜人等，也都有自己的傳

統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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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傳統音樂分類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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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將西藏傳統音樂按其類別分述如下： 

一、藏族歌舞音樂 

藏族人民能歌擅舞。藏族歌舞在西藏傳統音樂中佔有很大比重。境

外人士到西藏旅遊、參觀所觀賞的西藏傳統音樂，絕大多數都是歌舞音

樂。 

大致而言，藏族歌舞音樂可分為兩類：一類是歌、舞、樂相結合的

樂舞，如囊瑪、堆諧、弦子等。其中，囊瑪、堆諧曾出現過專業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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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音樂藝人加工的成份多一些，因而，它的藝術性更強一些。另一類是

只有歌和舞相結合的歌舞，如果諧、鍋莊、諧欽、伯諧等。它的群眾性

更強一些，泥土氣息更濃厚一些，大部份屬於自娛性的音樂。二者的區

別在於有沒有樂器伴奏。 

下面分別介紹這些樂種： 

（一）囊瑪 

藏族古典歌舞。 

囊瑪的由來各說不一：有說從拉達克地區傳來；有說為六世達賴倉

央嘉錯或七世達賴格桑嘉錯所創；有說為大臣第舍桑結甲錯或登者班爵

所創；有說來自民間。（見《西藏古典歌舞──囊瑪》）藏學研究者黃文歡

經考証認為：「囊瑪」的「囊」是「內」的意思，「瑪」是藏語陰性名詞

的詞尾，「囊瑪」則是一種叫「內」的歌舞形式。它有兩層意思：一是五

世達賴的弟子及其權位繼承人第舍桑結甲錯常邀請權貴朋友到布達拉宮

的囊瑪康（內大臣廳）歌舞賦詩，因而他們愛好的這種歌舞稱為「囊瑪」；

二是八世達賴時，西藏和廓爾喀發生衝突，清政府懷疑大臣登者班爵通

敵，將他押至內地軟禁，登者班爵在內地期間，接觸了許多漢族和其他

民族的音樂，後來，待他的問題查清，他便帶著揚琴、胡琴、橫笛等樂

器返回西藏，並將內地的某些音樂因素，融入「內」的歌舞中，對囊瑪

音樂作了發展。（見《西藏舞蹈概說》）藏族學者雪康‧索朗塔傑認為：

十七世紀時，藏王與夏巴第二代嘎瑪‧平措郎杰和以後的第舍桑結甲

錯，都先後從阿里地區調來樂者和舞者，使得那裡的歌舞流傳到了雅魯

藏布江流域。這些歌舞曾在嘎瑪‧平措郎杰的內庭中演出，以後就被稱

為「囊瑪」。第舍桑結甲錯和六世達賴在龍王潭夏宴時，曾和內臣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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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過這種歌舞。後來它流傳到了民間，但仍保持著這個名稱。（見《論

「囊瑪」、「堆諧」的歷史淵源》）接觸了有關囊瑪的史料和訪問了一些學

者和藝人後，我有幾點基本的認識：它是由多少代的人民群眾、民間藝

人、文人、官員不斷創作、修改、發展而成的歌舞藝術品種。它曾在宮

庭、上層社會中流傳過，這是歷史事實，沒有諱言的必要，有些學者想

否定這點，看來論據尚顯不足。囊瑪歌舞中熔匯了多個民族的藝術創造：

現在囊瑪樂隊中的揚琴、橫笛、胡琴，便是登者班爵從漢地帶到西藏後，

才逐漸加入進去的；囊瑪舞曲有的音調和京劇過門十分接近，顯然是受

到京劇音樂的影響；近代著名囊瑪藝人阿麥惹，對傳承、發展囊瑪有巨

大貢獻，他就是拉薩有名的回族民間藝人；民國時期，拉薩有個表演囊

瑪的群眾性組織「囊瑪基度」（意為「和囊瑪同生死共歡樂」），便是由藏

族、回族、漢族等多民族的人員組成的，雪康‧索朗塔傑便是其中的一

位。 

囊瑪吸收其他民族的音樂成份，不是生吞活剝，而是將其化為自己

的血肉，融入自己的肢體。在熔匯的過程中，它是以我為主，逐漸完成

的；其他音樂成份熔入囊瑪後，無論在技法、旋法、藝術風格、欣賞習

慣、審美趣味等方面，都進行了藏族化的改造，具有了鮮明的藏族特色，

因而，人們在欣賞囊瑪的時候，都會覺得它格調更為清新，情趣更為高

雅，卻毫無混雜之感。 

囊瑪是種高品位的藝術。它音調悠揚典雅，節奏平穩舒展，藝術魅

力強烈。它的音樂結構工整，由引子、歌曲、舞曲三部份組成。引子由

樂隊演奏。樂隊中包括橫笛、扎年琴（六弦琴）、揚琴、鐵琴、根卡、胡

琴、厄尕（串鈴）等樂器。歌曲是囊瑪的主體。囊瑪音樂的精髓主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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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歌曲部份。歌詞基本為六言體，其間襯詞較多。在囊瑪歌曲的眾多

襯詞中，除了有「幾里松」（漢意為「一二三」）等數字內容之外，幾乎

找不到一句藏語詞彙的襯詞。這種現象在其他藏族傳統歌曲中是罕見

的。舞曲音調歡快而節奏鮮明，動感強烈，與歌曲部份的音調形成鮮明

對比。舞蹈時，歌舞者站在一條長木板上，雙腳在上踏出明快的節奏響

聲，常作踢蹈或施禮揖拜等動作。 

囊瑪音樂屬七聲音階(Do、Re、Mi、Fa、Sol、La、Si)，偶有六聲音

階（缺 Fa 或 Si)。 

調式以商調式為主，兼有徵調式、羽調式和宮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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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堆諧 

堆諧是風靡西藏的一種傳統歌舞。藏語「堆」是上的意思，「諧」是

歌舞。這裡的「堆」係指雅魯藏布江上游、日喀則南的達拉山至阿里三

圍地區。堆諧就是這個地區的歌舞。堆地的歌舞品種多樣，堆諧不是泛

指堆地所有的歌舞，而是其中一種特定的歌舞形式。 

堆諧主要流行在拉孜、薩迦、定日和拉薩等地。根據音樂風格特色

的不同，人們習慣將它分為三個類型： 

1.拉孜、薩迦堆諧 

拉孜、薩迦和定日都是堆諧的故鄉，這些地區的堆諧都是歌、

樂、舞相結合的群眾歌舞，都以扎年為伴奏樂器，音樂都比較活潑

歡躍，富於舞蹈性。然而，拉孜和薩迦是農區，定日是牧區，地理

環境、生活方式有所差異，因而這兩個地區的堆諧又各有特色。 

拉孜、薩迦地區的傳統文化保存較好，同時又和外界有廣泛的

交往。這種類型的堆諧，曲目繁多，旋律優美，歡快活潑，舞蹈動

作舒展、激烈，有一定即興性，深受群眾喜愛，會表演者比比皆是。 

拉孜、薩迦堆諧的音樂結構，或由前奏、慢歌、間奏、快歌、

尾聲五部份組成： 

前奏 → 慢歌 → 間奏 → 快歌 → 尾聲 

或由前奏、快歌、尾聲組成： 

前奏 → 快歌 → 尾聲

快歌、慢歌為歌唱部份。前奏、間奏、尾聲由扎年伴奏。所有

拉孜、薩迦堆諧的前奏、間奏、尾聲的音調、節奏、節拍、速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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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固定，在不同堆諧歌曲中可以通用。 

旋律發展以級進為主，跳進較少，大幅度跳進更少。 

扎年伴奏在拉孜、薩迦堆諧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歌舞中不可缺

少的部份。所以，當地藏民稱堆諧為「扎年夏卓」，意為扎年伴奏

的歌舞。伴奏者常兼演唱。伴奏動作無甚拘束，有的藝人還在伴奏

中做出反彈扎年、倒彈扎年等難度很大的雜技性表演。定弦為 55、

22、66。 

. . 

. . 

拉孜、薩迦堆諧以七聲音階為主(Do、Re、Mi、Fa、Sol、La、

Si)，輔以五聲音階(Do、Re、Mi、Sol、La)，偶有六聲音階（缺 Fa

或 Si)。 基本調式是宮調式、商調式和徵調式。 

舞蹈很有特色，動作幅度較大，比較奔放，既遵循著世代相傳

的舞蹈動作，又在一定範圍內作了新的發展。 

曾出現過半專業的民間藝人。他們平時務農，農閒時外出表演

堆諧，賣藝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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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日堆諧 

定日等地的交通不太方便，地理環境比較閉塞，工業、商業不

夠發達，傳統文化保持得很好。 

定日堆諧的音樂，古朴粗獷，舒展豪放，具有濃烈高原特色。

它以五聲音階(Do、Re、Mi、Sol、La)為主，兼有六聲音階(Do、

Re、Mi、Fa、Sol、La)和七聲音階(Do、Re、Mi、Fa、Sol、La、

Si)。 

伴奏樂器為一把扎年琴，偶而用數把。伴奏音樂較簡單，多為

一拍一音，較少加花，比較樸實。扎年在定日堆諧中佔有重要地位，

所以本地藏民也稱它為「扎年夏卓」。 

可能是由於高寒缺氧的原因，它的舞蹈動作幅度並不太大，速

度並不太快，歌唱並不太激烈。 

定日堆諧的音樂結構有三種類型： 

散板 → 間奏 → 快歌 → 尾聲

 

前奏 → 慢歌 → 間奏 → 快歌 → 尾聲 



世界屋脊的音樂 11 

 

前奏 → 快歌 → 尾聲

其中，帶散板的堆諧，是其他地區所無而為定日堆諧所獨有。

這一現象的出現，可能與當地民間音樂的影響、牧區的自然環境、

高寒的地勢不無關係。它的散板歌曲和快板歌曲雖連貫而一氣呵

成，但在旋律、節奏、節拍上卻形成鮮明對比；散板部份富於歌唱

性，旋律不規則，節奏不規整，沒有樂器伴奏，沒有舞蹈相隨；快

板歌曲則富於舞蹈性，節奏規整，旋律感人，載歌載舞，有樂器伴

奏，情緒熱烈。 

定日堆諧的演唱，聲音耿直，裝飾較少，喉音較重，多以真聲

演唱。 

在演唱方式上，定日堆諧幾乎全是集體齊唱，即使適於單獨演

唱的散板歌曲，也是用齊唱來表演。這一現象說明，定日堆諧注重

群體的集體性，而不強調個人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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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拉薩堆諧 

拉薩是西藏的首府，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生產較

發達，物產較豐富，與外界交往頻繁。它既保持著傳統的文化，又

流傳著外來的、流行的文化。 

拉薩堆諧是從拉孜、薩迦和定日等地傳入並加以發展演變而

成。從音樂看，它和拉孜堆諧關係更為密切。 

定日堆諧流行於牧區，拉孜、薩迦堆諧流行於農區，拉薩堆諧

則是流行於城鎮。城市的環境使得拉薩堆諧出現了一批專業藝人，

他們藝術技巧頗高，對拉薩堆諧的創作、改編、演唱、舞蹈、伴奏、

傳播作出了貢獻。因而，它更富藝術性。同時，由於舊時它經常由

藝人們在貴族或官員家中表演，所以，民間粗獷活潑的氣息有所削

減。 

它的伴奏雖然也可以只用一把扎年琴，但在比較正規、講究的

場合演出，卻是由扎年、揚琴、橫笛、鐵琴、胡琴、串鈴等樂器組

成的藏族民間樂隊來擔任。這個樂隊的揚琴、橫笛、鐵琴、胡琴是

近代從漢族地區傳入，但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這個樂隊已形成了

鮮明的藏族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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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薩堆諧的音樂結構有兩種類型： 

前奏 → 慢歌 → 間奏 → 快歌 → 尾聲 

 

前奏 → 快歌 → 尾聲

兩種類型的前奏、尾聲是各不相同的。 

拉薩堆諧多為五聲音階(Do、Re、Mi、Sol、La)，也有六聲音

階(Do、Re、Mi、Fa、Sol、La)。宮調式居多，商調式、羽調式次

之。第一種類型的拉薩堆諧的尾聲，結束時轉入同宮下屬調，聽來

頗覺新穎。 

現在搜集到的拉薩堆諧有四十多首，其中，《聶拉木通拉》、《加

律賽》、《阿覺底》、《藏堆年久》、《阿覺索朗多吉》等均為民間藝人

創作。這些歌曲雖為藝人創作，但由於作者掌握了並遵循著堆諧的

藝術規律，因此，人們無不承認它們是傳統音樂的一部份。 

嚴格地講，它的舞蹈只能在一條木板上進行表演，手不能高舉

過頭，身不能左右搖幌，練習時，要求頭上頂一碗水，舞蹈結束而

不溢出。 

拉孜、薩迦堆諧，定日堆諧，拉薩堆諧的共同點則是：演出場

合並無限制，既可在節日喜慶中表演，也可隨時隨地用以自娛；既

可化裝演出，也可素裝歌舞；既可載歌載舞，也可只歌不舞；既可

由藝人表演，也可群眾用以歡娛；形式多種多樣，演出場合和表演

人數無任何限制。它們的快板歌曲和慢板歌曲有著十分緊密的關

係，快板歌曲的音調是慢板歌曲的節奏緊縮、音調簡化和速度加

快。這種音樂創作原則，在西藏其他民間歌舞中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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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鍋莊 

在漢族古代文獻或史料中，不乏對鍋莊的記載。清代李心衡《金川

瑣記》生動地寫道：「俗喜跳鍋裝，嘉會日里，黨中男女各衣新衣，合色

巾帕之屬，罄家所有，雜佩其身，以為華贍。男女紛沓，連臂踏歌，俱

欣欣有喜色。腔調詰誳，無一可解。然觀其手舞足蹈，長吟永嘆，又似

有一定節族……暇日嘗令彼歌跳，嘗以酒肉，俱踴躍欣喜。」《皇清職貢

圖》載：男女相悅，攜手歌舞，名曰鍋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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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莊又名「郭莊」或「歌莊」。之所以稱鍋莊，一說為圍著石樁上支

着鍋的地方而舞的歌舞。另說康巴地區的客棧中，旅客常在院中壘石熬

茶，人們常圍鍋歌舞，故稱。藏語稱「卓」、「果卓」、「卓羌」等。 

有學者根據演出場合的不同，將其分為寺廟鍋莊、農區鍋莊和牧區

鍋莊。也有學者根據參與人數的多少和表演的場合，將其分為大鍋莊（寺

廟中跳）、中鍋莊（節日喜慶時跳）和小鍋莊（家庭中跳）。還有根據演

出場合性質的不同，而分為大鍋莊、小鍋莊的。 

鍋莊音樂屬五聲音階(Do、Re、Mi、Sol、La)。常見的有商調式、宮

調式、徵調式。 

這種群眾自娛性的歌舞，以穩健、豪邁、奔放著稱。表演不受時間

和地點的限制，婚喪嫁娶、喜慶節日、勞動休息，均可圍圈而歌舞。歌

舞者可隨意加入和退出，人數不拘，少者數人，多者數百人。 

鍋莊並沒有樂器伴奏。 

鍋莊音樂結構由慢板歌曲和快板歌曲組成，慢板在前，快板在後。 

慢板歌曲 → 快板歌曲 

快板歌曲和慢板歌曲的音樂有著十分緊密的關係，快歌是慢歌速度

的加快和音調的簡化。 

歌唱內容大多為贊美家鄉、謳歌生活、傾述愛情、頌揚宗教。有時

唱固定的歌詞；有時見景生情，即興創詞。有的歌詞洋溢著藏族人民特

有的勇敢驃悍的豪情壯志。如： 

分男女兩隊按順時針方向圍圈而舞。兩隊均有領首者。舞姿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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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挺拔。舞蹈語彙既重姿態的健美，又重情緒的表現。男性舞蹈動作

幅度較大，伸展雙臂有如雄鷹盤旋奮飛，女性動作幅度較小，點步轉圈

好似鳳凰搖翅飛舞。舞群中不時發出「呀呀」的呼聲，催動著歌舞情緒

的升騰。 

（四）果諧 

藏族「果」是圓圈，「諧」是歌舞，「果諧」就是圍著圓圈而跳的歌

舞。 

果諧盛行於雅魯藏布江流域的農區，是一種西藏農村十分普及的群

眾歌舞。果諧以山南地區扎囊縣最為著名。 

表演果諧不分季節，不分男女，不限人數，可隨進隨出。 

歌舞時，男女分開，各自成隊，有時男聲唱，有時女聲唱，有時男

女齊聲歌唱。 

每逢佳節，村民們便聚集村頭、曠地、場上，圍著一罈青稞酒，按

順時針方向表演果諧，由慢而快，盡興而終。 

唱詞近於口語化，音韻和諧，通俗易懂，隨口應心。內容包括對美

好生活的嚮往，對神和大自然的歌唱，對愛情的追求等。如： 

……

果諧音調屬五聲音階(Do、Re、Mi、Sol、La)。宮調式、商調式、羽

調式都有。 

果諧的音樂比較質樸、熱烈、歡騰。旋律較少裝飾音，樂曲比較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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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充溢著西藏高原農村的泥土氣息。 

完整的果諧由四個部份組成：開始部份稱為「絳諧」，意為慢歌，以

歌為主，歌舞結合，音樂緩慢，舞姿舒展；接著是「諧過」，意為歌頭，

速度加快，集體咏白，邊說邊跳；第三部份為「覺諧」，意為快歌，男女

交替對跳，競相歌舞，速度比絳諧快，旋律為絳諧的加快、簡化或重複。

最後部份是「諧休」，意為歌尾，它以固定的詞句伴和著舞蹈，最後在強

拍上雙腳頓跳時結束，將歌舞推入熾熱的高潮。 

絳諧 → 諧過 → 覺諧 → 諧休

（五）弦子 

「弦子」是漢族對這種歌舞的稱謂，因領舞者邊舞邊拉奏碧汪琴而

得名。藏語稱「耶」、「應」、「伊」，均與「諧」音近。又稱「康諧」、「嘎

姆諧」等。因風行於四川巴塘、西藏芒康等地，也名巴塘弦子、芒康弦

子。除巴塘、芒康外，弦子也在西藏、四川、雲南、青海的藏區廣泛流

傳。 

在藏族傳統音樂中，弦子以優美動聽而著稱。它的歌聲悠揚抒情，

旋律委婉感人，節奏鮮明。目前，在漢族地區流傳的藏族傳統音樂，大

部分是弦子。在以藏族音樂為素材，創作或改編的音樂作品中，大部分

也是以弦子為基礎。 

弦子是種群眾性歌舞。每逢節日喜慶，藏族男女常圍成一圈，領舞

者一至數人在前列拉奏碧汪，眾舞者男的佔半圈，女的佔半圈，邊唱邊

跳，按順時針方向歌舞。 

它的結構比較規整，一般為慢板歌曲和快板歌曲組成，也有在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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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加中板歌曲的。每首弦子歌曲，前面有前奏，後面有尾聲，不同板

式的歌曲之間還有間奏。 

 

前奏 → 慢板 → 間奏 → 快板 → 尾聲

 

前奏 → 慢板 → 間奏 → 中板 → 間奏 → 快板 → 尾聲

弦子以五聲音階(Do、Re、Mi、Sol、La)為基礎，也有六聲音階(Do、

Re、Mi、Fa、Sol、La)和七聲音階(Do、Re、Mi、Fa、Sol、La、Si)。商

調式、徵調式、羽調式均有。 

弦子音樂的旋律線，波浪起伏，婉延曲折，級進較多，跳進較少，

旋律性強，十分動人。表演時，載歌載舞。 

伴奏樂器碧汪是一種以牛角或木料做琴筒，馬尾為弓和弦的拉弦樂

器。音色尖細獨特，略帶沙啞，音量不大而穿透力強，歌唱每句結束進

入拖腔的時候，碧汪便拉奏起與歌唱音高相同的一拍兩音，同音反覆，

並在每拍後半拍音前加一倚音，可以說是弦子音樂的一大特色： 

 
舞蹈時，雙袖不斷舞動，舞步多為三步一踏，時而內集，時而外散，

時而叉腰顫步，時而點步轉動，舞姿舒展圓潤，線條流動感強。 

甩袖、拖步、點步轉身、膝部緩慢顫動，是弦子頗具特色的舞蹈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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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諧欽 

藏語「欽」意為大。「諧欽」有學者譯為大歌或頌歌。所謂大歌，並

不是指它篇幅的巨大，而是由於它表演場合的隆重盛大。所謂頌歌，是

指它表演多為頌揚的內容。諧欽是流傳在西藏廣大農村和城鎮的一種禮

儀性歌舞。各地對諧欽的稱呼不盡相同，也有叫「諧瑪」、「索」、「諧甲」、

「甲諧」、「卓欽」的。 

諧欽歷史悠久。《西藏王統記》曾有對它的記敘。《巴協》、《紅史》

在記載公元 779 年藏傳佛教寺廟桑耶寺落成典禮時，進行的盛大文藝表

演中便有諧欽。可見，這一歌舞至少有一千多年的歷史了。它在古代，

均出現於盛大典禮中。1983 年，我曾在薩迦、拉孜採錄過當地農民表演

的諧欽。薩迦的歌舞者告訴我：舊時，他們演出的那套諧欽，是專為薩

迦法王出巡或回宮時表演的。拉孜的歌舞者告訴我：除了重大節日和儀

事，他們的諧欽是不能隨便演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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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隨著歲月的流逝，諧欽難免有所發展和變異。但是，由於西藏

社會多年來承襲著傳統禮儀不得隨意改動的風習，所以，通過諧欽，我

們仍然可以窺視古代藏族歌舞的基本風貌。 

諧欽音樂，質樸而粗獷，簡潔而莊重，曲調豐富多樣，各地各不相

同。 

諧欽的音樂結構由「諧果」（歌頭）、「諧」（歌舞的主體）、「扎西」（尾

聲）三部份組成： 

諧果 → 諧 → 扎西

就音樂的板式而言，諧欽一般均包含有慢板、中板、廣板、快板幾

個部份。 

就音樂的演唱形式而言，諧欽則是有機地融領唱、齊唱、獨唱、對

唱等多種歌唱形式交織在一起。 

西藏各地的諧欽，形式相近，風格相近，但音樂語言卻大不一樣。

最長的諧欽有三十大段，最短的也有十個大段。 

諧欽歌唱的內容，主要是頌贊、祝願、恭賀宗教、王室、山川、人

間等，以及講述世界、人類、雨水、青稞等的來歷。我還沒有聽到諧欽

中有唱男女情愛的內容。 

諧欽分達仁諧欽（長調大歌舞）和達通諧欽（短調大歌舞）兩類：

達仁諧欽演出於重大禮儀場合，詞意艱深，曲調起伏跌宕，一般農民不

會，由半專業的諧欽隊表演。開始以歌為主，輔以舞蹈，後部份以舞為

主，輔以歌唱。舊時，表演達仁諧欽是舊西藏地方政府以指派「藝差」

的形式來完成，藝人們的演唱具有一種向政府納稅的行為。演唱者是世

襲的，不能隨意傳授外人。這種歌舞不能隨便演出，必須在固定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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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時間裡表演。有一首達仁諧欽是這樣唱的： 

 

 

達通諧欽演出於民間婚禮、喬遷或節日中。這種世俗性的歌舞，歌

詞通俗易懂，音樂熱烈歡快，一領眾和，先唱後跳，表演者均為農民。

有一首達通諧欽這樣唱道： 

（七）伯諧 

「伯」意為戰鬥，「伯諧」即為士兵演唱的戰歌。著名的藏族民族音

樂學家雪康‧索朗塔吉研究後認為：松贊幹布時期(617-650)已有這種歌

舞了。其他一些藏族學者和民間傳說也持與上相同的觀點。就是說，伯

諧至少有一千三百多年的歷史了。我對表演者進行了一翻考察：隆子縣

雪布鄉和貢嘎縣甲日鄉演唱伯諧的農民們講，他們表演伯諧是通過世襲

的方式傳承下來的，現在經歷了多少代，他們也講不清楚。舊西藏地方

政府調他們去表演伯諧是一種藝差（以表演歌舞的方式來向政府完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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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諧的唱詞、曲調和舞蹈動作，不得隨意改動。根據這些現象來看，伯

諧應有相當久遠的歷史。 

古時，藏族士兵出征前或凱旋時，均要演唱伯諧，以鼓舞士氣，祈

禱勝利，慶賀凱旋，激發鬥志。伯諧的表演，既有鼓舞鬥志的作用，又

有祈禱祭祀的意義。表演時，士兵們排成兩隊，引吭高歌，並伴以舞蹈，

音樂雄偉。歌詞內容有鼓勵將士英勇奮戰的，有頌揚部隊光輝業績的，

有祈求保佑平安的，有歌唱藏族領袖的，更多的則是對兵器和戎裝的謳

歌。有一首伯諧唱道： 

歌聲古樸雄偉，音調基本是一個音，偶有裝飾音伴於歌曲中，以增

強歌曲的氣勢。我把這種音樂形式稱為「一音歌曲」。「一音歌曲」在中

國各民族的傳統音樂中堪稱絕無僅有，在世界上也極罕見。人類文明的

發展規律是由簡單到複雜，由單一到多樣。根據這個規律，「一音歌曲」

在音樂的形態上可以說是人類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化石」，具有

十分重要的文化價值和學術價值。 

在演唱方法上，它與一般歌種不同，近似喊叫，喉音較重，音色嘶

啞，頗像戰場上勇敢的士兵們衝鋒陷陣、搖旗吶喊的陣勢。這種演唱使

得伯諧具有更強的威武雄壯的表現力。 

伯諧採取一唱眾合的形式，每句歌詞先由領唱者一人唱出，眾歌手

再齊唱重複，使之具有一呼百應，團結一致的藝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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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藏族民間歌曲 

（八）酒歌 

酒歌藏族稱「羌諧」。「羌」意為酒。 

酒歌是敬酒時所唱的歌曲。有時載歌載舞，但舞蹈動作比較簡單，

幅度較小，而更多的時候則是只唱不跳，因此，藏族人稱它為「羌諧」（敬

酒時表演的歌舞），漢族人稱它為酒歌。 

藏族同胞所飲的酒，大多為用當地青稞釀製的青稞酒，也有白酒、

藏白酒、啤酒、葡萄酒等多種。藏民嗜好飲酒，每逢喜慶節日，親朋好

友相聚，人們便以長幼大小為序，圍桌而坐，開懷暢飲。敬酒人多為婦

女，她們依次敬酒，飲酒者在飲酒前需用手指沾酒向天彈三下。 

酒歌音樂簡樸洗煉，歡快流暢，樂曲短小，結構工整，易學易唱，

群眾十分喜愛。內容多為恭賀慶祝，詼諧取樂，表達情愛等。 

酒歌以五聲音階(Do、Re、Mi、Sol、La)為主，偶有六聲音階(Do、

Re、Mi、Fa、Sol、La)。曲體工整，以宮調式為主，也有徵調式和商調

式。 

酒歌曲首大多起於高音處，和西方的「曲首冠音」有異曲同工之妙。

這種音樂現象的出現，可能和勸酒時，一開始需要引起飲酒人的注意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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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山歌和牧歌 

藏族稱山歌為「拉魯」，主要流傳於西藏東部昌都的半農半牧區；稱

牧歌為「拉玉」，主要流行在西藏北部的那曲牧區。 

藏族的山歌和牧歌全為獨唱歌曲，不論男女老少，人們在放牧或趕

牲畜時，都喜歡縱情歌唱它，平時不論什麼場合，也經常演唱它。 

西藏的放牧生活，既艱苦，又寂寞，無論滿天風雪，還是滂沱大雨，

牧民們都不能離開無遮無擋的牧場，必須伴隨著牛羊，逐水草而生活，

牧民們常常在那青草地上，碧藍天下，高唱一曲曲牧歌，以表達他們的

思想，吐露他們的情懷。在這種特殊生活環境裡產生的牧歌，富於高原

生活氣息，擅於抒發複雜的思想感情。 

山歌和牧歌的音樂有一些相近的特點：均為在曠野獨自演唱；二者

皆旋律開闊、奔放，節奏自由、舒展；音域寬闊；音調進行跳度很大，

跌宕起伏，大起大落，悠揚高亢；音量時大時小，延綿不斷，表現了高

原的壯闊氣勢和一望無垠的自然景觀；多為上下句的單樂段歌曲，有時

為固定歌詞，有時即興編唱，旋律多次反覆，有時略有變化。 

山歌和牧歌在節奏、速度、音高、調高，甚至旋律的掌握和發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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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非常自由，可隨演唱者即興伸展或緊縮、升高或降低。同一首歌曲，

不同的人唱來卻相差甚遠，即使同一歌者於不同的時間演唱，也並不相

同。正因為如此，外地人學習山歌和牧歌，難度較大。 

歌詞的內容十分寬泛，或歌唱美麗的家鄉，或讚美純潔的愛情，或

反映日常生活，或頌揚寺廟活佛，隨興所至，幾乎無所不唱。 

《阿中》是山歌的一種，在康區頗為流行，它的特點是襯詞與一般

山歌不一樣，有「阿中」的詞語。 

（十）兒歌 

藏語稱之為「吉伯魯諧」或「吉魯」。 

舊時，在西藏城鎮、農區、牧區的藏族兒童中，普遍流行著傳統的

藏族兒歌，它可以說是藏族文化生活的一部份。藏族兒歌既有兒童的情

趣，又富有藏族傳統音樂的特色。 

縱觀藏族傳統兒歌，有如下鮮明特點： 

一、它多在兒童玩耍、遊戲時演唱。如跳繩、捉小雞、踢毽子、玩

石子、趕狼保牛、表演小鹿等，幾乎都有兒歌相伴。兒童遊戲

離不開兒歌，兒歌則隨著遊戲而傳播推廣。 

二、音域不寬，多在八度之內；曲體結構簡單，多為單樂段的反覆

或變化反覆；旋律流暢，容易上口；音調比較開朗，某些歌曲

旋律的骨幹音就是主和弦的幾個音，如拉薩、日喀則、阿里的

跳繩歌。 

兒歌簡煉明快，活潑歡躍，充滿兒童的藝術情趣。 

可惜近幾十年，隨著社會的發展，兒童生活內容不斷變化，以前的

踢鍵子、跳繩已為打球、下棋、玩電子遊戲所代替，傳統兒歌失去了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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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存的生活基礎，於是它們逐漸瀕於泯滅。 

二十多年前，西藏大學藝術系教師馬阿魯為搶救這一藝術品種，不

斷深入民間，廣泛搜集，深入挖掘，整理出幾十首有代表性的西藏藏族

傳統兒歌。除了出版傳世外，他還在拉薩市郊藏日小學，組織了一個兒

童歌唱隊，教唱這些兒歌。現在，藏族兒歌不僅活躍在西藏的廣播電視

裡，也傳唱在拉薩市的兒童生活中。 

 

（十一）苦歌 

藏語稱「覺魯」。苦歌是西藏傳統民歌中十分獨特的一種。 

舊時，西藏一部份民眾的生活充滿著酸辛和眼淚，因而，他們便用

自己擅長的歌唱形式來發洩對現實生活的不滿，控訴人世的不平。所以，

不少地方有一些苦歌流傳於世。 

苦歌反映的多是真人真事，而且創作者往往就是事件的主人翁。風

靡後藏地區的《巴貞的苦歌》便是其中的一首。歌中所唱的是在幾十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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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拉孜縣拉孜鎮的貧苦藏族婦女巴貞，自幼與本村一男子青梅竹馬，

成長後二人心心相愛，但是，巴貞的父母卻不顧巴貞的意願，為了貪圖

錢財，把她嫁給了外地的一位富有商人。這首歌最初就是由巴貞演唱的，

歌中傾述她的不幸遭遇，既流露出她對生活的不滿，也表白了她對男友

的赤誠。 

 
苦歌音調悲傷愴涼，節奏緩慢淒切，頗具藝術感染力。品味起來，

令人深感聲聲是血，字字是淚。 

苦歌短小精煉，是一種分節歌的形式。一首短短的歌曲，多次反覆，

以將故事唱完。 

（十二）強盜歌 

藏語稱「昌魯」，即「昌巴」（意為「強盜」）所唱的歌。 

舊時，一些藏族貧苦百姓，迫於生活，成群結伙，打劫富豪，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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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和他們一樣貧窮的藏民，卻從不打擾，相反，而是向這些窮苦人獻

出愛心，常把他們從富豪那裡搶來的財物，悄悄放在貧民家門口，不留

姓名，不留地址，以救窮人於水火，令人欽敬。所以，有的藏族學者認

為，應當稱「強盜歌」為「豪俠歌」。 

強盜歌的歌詞，充溢著豪爽的氣概。如： 

有的強盜歌，揭露了舊社會產生強盜的根源： 

強盜歌的音調和牧歌相近，富有牧區音樂的特色。 

（十三）勞動歌曲 

藏語稱「勒諧」，即伴和勞動時所唱的歌曲。 

勞動歌曲在西藏十分普遍，種類比較繁多，無論農業勞動、牧業勞

動、建築勞動、水上勞動、家務勞動，都有自己的勞動歌曲。這也許是

西藏藏族勞動人民音樂稟賦的一種表現吧！就農業而言，鏟土、犁地、

割青稞、打青稞、修渠、揚場、榨油等，這些繁重的勞動，都是在歌聲

中進行的。 

西藏的阿諧是一種藝術性較強的勞動歌舞。舊時，西藏修建房屋，

所有地面均用一種特殊的阿嘎土澆水砸夯而成。用阿嘎土所砸的地，硬

度適中而堅固，冬天易於保暖，夏天易於散熱，但費時費工，因而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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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已被水泥地所代替。砸阿嘎土時，建築工人右手執一下有石柄的木棍，

邊夯砸土地邊歌舞，節奏統一，夯砸有力，舞姿優美，歌聲動人，藝術

表演和勞動生活水乳交融，常令觀賞者如痴如醉。 

 

三、藏族器樂 

藏族民族樂器品種多樣，特色鮮明。吹管樂器有銅欽（大號）、岡令

（腿骨號）、橫笛、芎令（豎笛）、嘉令（嗩吶）、德令（塤）、貝（法螺）

等；拉弦樂器有碧汪（牛角胡、弦胡）、鐵琴、根卡、胡琴、熱瑪琴等；

彈撥樂器有扎年（六弦琴）、口弦等；打擊樂器有額（鼓）、達瑪（鐵鼓）、

布簡（鈸）、厄尕（串鈴）、達瑪若（頭骨鼓）、丁夏（鈴）等。 

其中，銅欽、岡令、嘉令、貝、額、布簡、達瑪若、丁夏等樂器用

於宗教音樂中；橫笛、根卡、鐵琴、扎年、達瑪以及從漢地傳入的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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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鑼用於宮庭音樂中；橫笛、德令、碧汪、鐵琴、根卡、胡琴、熱瑪琴、

扎年、口弦、厄尕用於民間音樂中。 

民間的獨奏樂器，常見者有： 

（一）碧汪獨奏 

碧汪一詞有廣義和狹義兩種解釋；廣義而言即泛指所有弦樂器；狹

義而言則專指伴奏弦子的拉弦樂器。這裡所述乃狹義的碧汪。 

碧汪又稱牛角胡，因民間有以牛角為琴筒而得名。它還稱為弦胡、

弦子，因常用以伴奏弦子歌舞而得名。 

碧汪盛傳於西藏昌都地區和四川的康巴地區。常為弦子伴奏，也用

以獨奏。獨奏曲係由伴奏曲發展而成。 

凡奏到樂句結束的長音時，均拉奏八分音符的同音反復音，每拍後

半拍音處加有大二度或小三度的倚音，這是碧汪演奏的鮮明特色。 

 
代表性曲目有《格桑曲珍》、《央卓扎西》等。 

（二）鐵琴獨奏 

鐵琴又稱鐵胡，因有的琴筒為鐵制，故稱。 

流傳於拉薩、日喀則等地。常用以合奏和重奏，也進行獨奏。 

鐵琴和扎年或胡琴一起重奏，民族特色十分濃郁。 

代表性曲目有《格桑覺覺》、《吉北尼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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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卡獨奏 

根卡在西藏至少已有三百年的歷史。 

流傳於拉薩、日喀則等地。 

音色明亮、柔和、優美。常用以伴奏和合奏，也用於獨奏。二十世

紀五十年代，出現了一些改良的根卡。 

代表性曲目有《仲巴囊松》、《阿瑪勒火》，均為囊瑪、堆諧的伴奏樂

曲發展而成。 

（四）扎年獨奏 

扎年藏語意為美好的聲音。它是西藏民間最常見、最普及的彈撥樂

器。聲音鏗鏘有力，穿透力強，富有特色。 

常用以獨奏、伴奏、合奏、重奏。表演囊瑪、堆諧時，扎年是不可

缺少的伴奏樂器。扎年的獨奏樂曲為伴奏曲發展而成。 

代表性曲目有《厄幾長木》、《宋孜呀拉》等。 

（五）藏族民間器樂合奏 

藏族民間器樂合奏的樂隊由扎年、橫笛、根卡、胡琴、鐵琴、揚琴、

厄尕等樂器組成。 

樂隊中的橫笛、胡琴、鐵琴、揚琴雖然都來自漢族地區，但是，多

年來，它們在演奏技法、音樂語彙等方面進行了藏族化的改造，因而，

藏族民間器樂合奏具有鮮明的藏民族音樂特色。 

各種樂器在藏族民間器樂合奏表演中，不是一強到底或一弱到底，

沒有層次，沒有對比。它們非常注重「強讓交錯」的藝術處理：該突出

某個樂器的時候，這個樂器便盡情表達，其他樂器則起著烘雲托月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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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個樂器之間，既有主有次，又融為一體。 

所有合奏樂曲均由囊瑪、堆諧伴奏曲發展而成。 

代表性曲目有《仲巴囊松》、《扎拉西巴》、《宋孜呀拉》、《索郎央金》

等。 

四、藏族戲曲音樂 

西藏藏族的戲曲，漢語稱藏戲，藏語稱「阿姐拉姆」。「阿姐」即大

姐，「拉姆」意為仙女，譯意為仙女大姐。藏戲演員藏語稱「拉姆哇」，

即仙女。這個名稱的來源，係因藏戲最初是由山南瓊結冰堆七位美貌出

眾的姊妹演出之故。 

有學者認為，藏戲誕生於八世紀。當時，為慶賀桑耶寺落成，藝人

們用民間歌舞來表現佛教的經典故事，於是藏戲從此萌生。而更多的學

者則認為，十四世紀，噶舉派（白教）僧人湯東杰波為化緣建橋，將民

間歌舞和酬神儀式、說唱文學相結合，注入佛經故事內容，宣揚佛教精

神，從而產生了藏戲。因此，人們認為湯東杰波是藏戲的始祖，所有藏

戲班也供奉著湯東杰波的神位。五世達賴洛桑嘉錯（1617-1682)時，藏戲

得到進一步發展，形成了以唱為主，融演唱、韻白（和說白）、舞蹈、歌

舞、雜技為一體的戲劇藝術。藏族雪頓節的興起，為藏戲的推廣發揮了

巨大作用。節日期間，西藏各地的部份藏戲團將來拉薩羅布林卡競技演

出。 

就音樂的角度來看，包括藏、川、滇、甘、青整個藏區的藏戲，大

約有三種不同的形式：一是唱腔戲劇化了，由一鼓一鈸伴奏的西藏藏戲；

二是唱腔和伴奏都宗教化了（唱腔為誦經音調，伴奏為宗教樂隊）的四

川德格藏戲；三是唱腔民歌化了，由不太嚴格的民間樂隊伴奏的安多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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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就西藏藏戲而言，有新派、舊派兩種流派。舊派的標誌是頭戴白面

具，所以又稱白面具派。瓊結縣的冰堆巴、堆龍德慶縣的朗則娃、乃東

縣的扎西雪巴等藏戲團是白面具派的佼佼者。他們的唱腔比較簡單，舞

蹈動作幅度稍小，在群眾中的影響略小一些。新派的特徵是演出開始時

由頭戴藍面具的演員出場，故稱藍面具派。覺木隆、迥巴、江嘎爾、香

巴是聞名西藏的四大藍面具戲團。他們的唱腔比較複雜，舞蹈動作幅度

較大，表演深受西藏藏族民眾喜愛。 

每齣藏戲都由三個部份組成：一是「溫巴頓」，包括獵人淨場、王子

降福、仙女歌舞等段落；二是「雄」，即正戲，是本齣戲的主體；三是「扎

西」，包括祝福儀式，全體演員集體歌舞，以示全戲告終。 

藏戲唱腔高亢雄渾，別具一格。主要唱腔有：長調，藏語稱「達仁」，

表現歡樂感情；短調，藏語稱「達通」，主要用於敘述事件的經歷；悲調，

藏語稱「覺魯」，表現悲傷和憂愁；「當羅」，在感情起伏變化時演唱。基

本曲調共有二十多種。演出中，演員們將這些唱腔變換、交織、發展，

以生動而深刻地表現人物的思想感情，刻畫角色的性格特徵。 

傳統藏戲的樂隊雖只有一個長柄的鼓（「額」）和一副鈸（「布簡」），

然而，在藝人們的巧妙演奏下，卻有著相當豐富的表現力。 

藏戲特殊的演唱方法，是形成其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的特殊

唱法有： 

（一）震固唱法：在唱某些長音時，採用喉頭顫音的演唱方法。震固

唱法頗難掌握，但卻是藏戲演唱中，甚至是藏族歌唱中，極富

光彩，極具特色的一種歌唱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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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固唱法：這種唱法的要領是講究押韻。 

藏戲演唱注重頭腔共鳴的運用，音區較高，尾音較長。女聲用真聲，

男聲取真假聲結合，行腔高亢嘹亮，富於高原情調。 

藏戲劇目繁多，而以《文成公主》、《蘇吉尼瑪》、《卓瓦桑姆》、《直

美滾登》、《諾桑王子》、《朗薩姑娘》、《白馬文巴》、《頓月頓珠》這八大

藏戲最為有名。 

五、藏族曲藝音樂 

西藏藏族曲藝品種主要有： 

（一）格薩爾 

格薩爾是一部廣泛流傳藏區的英雄史詩。它講述的是藏族人民心目

中的傳奇英雄格薩爾降妖伏魔、英勇戰鬥的故事。全部詩史約有三十部，

連同異文本則有六十部以上，約一千餘萬字，比以往人們公認的世界上

最長的印度詩史《摩訶婆羅多》長五倍，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長的史詩。 

格薩爾是藏族一種重要的曲藝形式。在長期的流傳過程中，它不斷

從藏族神話、民歌、格言等姊妹藝術中吸取養份，使之愈益豐滿完美。 

格薩爾流傳於藏北牧區、藏東昌都地區。演唱者為民間藝人，他們

在藏族群眾中，頗受尊重。格薩爾的傳承方式有多種，有的藝人是通過

師徒口傳心受學會的，世稱「人授」；有的藝人的傳承卻具有某種神秘色

彩，世稱「神授」，現代人們還無法做出科學解釋，有待今後進一步研究。 

格薩爾有說有唱，說唱並重。唱腔大多是民歌或民歌風的曲調，共

約有二百多首。它們形式短小，結構簡單，大多是上下句的單樂段歌曲，

表演時重複演唱多段不同的歌詞，具有分節歌的性質。那段唱腔配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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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是固定的，不能隨意亂套。故事中的主要人物都有和自己性格相適應

的唱腔，或剛健有力，或婉麗柔美。格薩爾的唸白是種韻白，節奏鮮明，

大多一拍兩音，數拍一句： 

節拍 ×  ×  ×  ×  ×  ……｜ 

唸白 oo oo oo oo oo ……｜ 

每段唸白完畢，常以「唵嘛呢叭咪吽」六字真言結束。 

（二）折嘎 

「折嘎」意為吉祥的果實。它是一種流浪藝人行乞時表演的說唱藝

術。他們沿門賣藝，以誇張的手法，或祝福主人吉祥，或述說自己來歷，

或歌頌宗教寺廟，近幾十年，出現了一些表現新人新事新氣象的新段子，

更多的卻是觸景生情，即興編詞。表演時，有的用碧汪伴奏，有的用木

棒做道具，有的只說不唱，有的加進些許唱段，以說為主是折嘎的特色。 

（三）喇嘛瑪尼 

這是一種古老的曲藝形式。表演者面向群眾說唱講解張掛著的佛經

故事畫軸，說唱完一張，再翻另一張進行說唱。 

六、藏族宗教音樂 

西藏藏族群眾主要信仰從印度傳入的藏傳佛教（又稱喇嘛教）和本

土原有的苯波教（又稱苯教、黑教）。藏傳佛教中又分為寧瑪派（即紅教）、

薩迦派（即花教）、噶舉派（即白教）、格魯派（即黃教）四大教派，其

中格魯派影響最大。 

就總體而言，格魯派的音樂和苯波教、藏傳佛教其他教派的音樂是

相似或一致的。它們可分為頌經音樂和器樂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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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經音樂於唸經時詠唱。藏族學者格曲認為：誦經調有「措魯」、「羌

姆央」或「央」、「頓央」的區別，措魯的歌唱性較強，已非常接近於歌

曲，一般不用圖文譜記錄；羌姆央或央的歌唱性較措魯要差一些，節奏

比較自由，曲調的音樂性不如措魯，一般用於羌姆神舞中某些經文和其

它一些經文的誦唱，這種誦經調一般用央益譜記錄；頓央的「頓」意為

吟咏，頓央節奏感強，具有詩歌吟誦的特點，使用音比較少，音區較窄，

音調缺少歌唱意味。1

唸唱經文的調子各式各樣，但喇嘛們在唸唱中特別注意「打」和「養」

兩個字的運用。「打」意為馬的步伐，即指節奏的快慢和長短。「養」意

為音調，即指旋律的高低起伏。唸唱經文時，喇嘛們正是通過對音調的

高低處理和節奏快慢、長短的掌握，使頌經音樂富於宗教氣韻，更能表

達誦經人的虔誠心意。 

著名音樂家許常惠教授對西藏宗教音樂有一個頗富創意的見解。他

認為：「就音樂意境而言，天主教音樂是從天上飄下來的；喇嘛教（即指

藏傳佛教）音樂是從地下冒出來的。」這一論點對西藏宗教音樂作了很

深刻的概括。 

1957 年，我在拉薩大昭寺參加過一次盛大的唸經活動，眾多喇嘛席

地坐在大殿內外，唸唱起經文來，宛如一曲聲色壯美的男低音大合唱，

令人肅然起敬，使我終生難忘。根據唸唱經文的不同，有時還有額（鼓）、

丁夏（鈴）、岡令（腿骨號）、銅欽（大號）等有特色的樂器伴奏。置身

其間，我如沈溺在一種莊嚴、肅穆的宗教氤氳中，不能自己。此時，我

才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人世間音樂藝術感染力量的如此崇高和偉大。 

                                                 
 
1 參見格曲：《西藏的宗教音樂》。載 1996 年第 1 期《音樂研究》第 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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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錄唸唱經文音調的是一種從左至右用線條的上下移動來表示音調

高低進行的古老樂譜，藏語稱之為「央義」。這種曲線形式的樂譜和漢代

漢族地區曾經用過的「聲曲折」樂譜，2在基本原理和基本形態上是相近

的，然而，「聲曲折」樂譜早已失傳，「央義」樂譜今天卻還在藏族地區

的宗教寺院中普遍流傳著。 

宗教器樂用於宗教節日和跳神（藏語稱「羌姆」）表演中。藏傳佛教

各個教派和苯波教的樂隊，均由銅欽、岡令、嘉令、額、布簡、丁夏、

貝（法螺）等樂器組成，每種樂器的數量，根據寺廟的大小和表演場合

的需要而有所增減。1983 年，我觀賞日喀則扎什倫布寺宗教樂隊練習時，

係由兩支銅欽、四面額、四副布簡、兩支嘉令組成；而在 1992 年 1 月，

我在扎什倫布寺與藏民們一起歡度「古朵節」時，他們的樂隊則有銅欽

兩支、岡令四支、嘉令四支、額二十面、布簡十二副、丁夏兩個，樂隊

陣容，可謂十分壯觀。在表演羌姆的舞蹈中，每種樂器都充分發揮了自

己的藝術性能，時而銅欽吹奏，堅實而粗壯的銅欽聲，使人置身於虛幻

的神奇境界，時而鼓鈸齊鳴，宏亮而尖銳的樂聲，令人振奮不已。樂隊

演奏和舞蹈動作的配合十分恰切、完美，猶如紅花綠葉，相映生輝。 

宗教器樂除了合奏外，還有獨奏，主要是嘉令獨奏。據稱，嘉令獨

奏樂曲有一百零八首，現流傳於藏區寺廟的約有四五十首。3我曾搜集過

幾首嘉令獨奏曲，如《簡乃斯》、《厄崗哈節》，前者是歌頌觀世音菩薩的

樂曲，後者是在宗教節日前夕吹奏的樂曲。值得注意的是，嘉令吹奏出
                                                 
 
2 《漢書‧藝文志》載有《河南周歌詩七篇》和《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歌聲曲折就是記錄周歌詩曲

調的聲曲折樂譜。

成書於北宋時期的《道藏》，載有道教音樂譜集《玉音法事》。它記錄了從唐代至宋代的道教歌曲共五

十首，其樂譜也是聲曲折類型的樂譜。 
以上所述《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和《玉音法事》中的樂譜，現已無人相識。

3 參見格曲：《西藏的宗教音樂》。載 1996 年第 1 期《音樂研究》第 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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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律，既不同於平均律，也不是純律和三分損益律，需要進一步測定

研究。 

宗教樂隊中的銅欽也有自己的樂譜，這種古老的樂譜十分別緻，由

一些類似圖畫的符號組成。在拉薩大昭寺羌本喇嘛的熱情教導下，我初

步掌握了這種樂譜的識譜方法。該譜系由下而上，自左至右讀譜，其唸

譜和演奏方法如下： 

長豎直線的符號（︱）：唸「得兒夯」，奏筒音長音； 

曲線向上拐彎的符號（ ）：唸「都旺」，奏泛音； 

曲線向下拐彎的符號（ ）：唸「雍」，奏泛音長聲； 

圓圈上帶一小人圖形的符號（ ）：唸「打夯夯」，奏筒音兩短音

接一長音； 

圓圈符號（。）：唸「打」，也奏筒音長音。 

以上只是銅欽樂譜的基本符號的唸譜和演奏方法，實際運用時則複

雜得多，各個寺廟的樂譜、唸譜和演奏方法也不盡一致。 

銅欽樂譜藏語也稱「央義」，有人稱它為「花譜」，由於它的主要特

點是由圖象和形象構成，因此，我稱它為「形象譜」。 

本世紀初，西方天主教傳入西藏芒康縣鹽井地方，少數天主教徒在

藏族傳統音樂的基礎上，創作了一批藏族化了的天主教讚美詩歌曲。他

們還有自己的樂譜，是一種類似西方古代宗教所用的四線樂譜。由於芒

康地理位置偏僻，對於這裡的藏族化的天主教音樂，直到現在，還鮮為

人知。 

七、藏族宮庭音樂 

舊時，拉薩布達拉宮，日喀則扎什倫布寺、昌都強巴林寺和山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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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當，都擁有自己的宮庭歌舞組織。在這些歌舞組織中，以布達拉宮宮

庭歌舞隊人員最多，藝術水平最高，訓練最嚴格，組織最完備。1956 年

冬至 1957 年春，我對布達拉宮宮庭歌舞隊進行過較深入的考察和採集。 

十七世紀中葉，五世達賴喇嘛洛桑嘉錯建立了噶丹頗章王朝，形成

了龐大的政教合一的統治集團，使西藏出現了政治統一、經濟發展、社

會進步的良好局面。 

五世達賴掌握了西藏的政治、宗教和經濟大權後，拉達克地區的首

領派了一個歌舞隊來到拉薩，向五世達賴作致敬演出。五世達賴對這個

歌舞隊的表演頗為讚賞，在他的旨意下，西藏組織了同樣的一個歌舞隊，

從此，布達拉宮便有了自己的宮庭歌舞隊。 

西藏地方政府還把西藏宮庭音樂奉獻給清皇朝，并成了清朝宮庭中

的燕樂。《大清會典》載：「清高宗平定金川獲其樂，列於燕樂之末，及

後藏班禪額爾德尼來朝獻樂，亦列於燕樂，是為「番子樂」。其樂金川曰

《阿爾薩蘭》、曰《大郭莊》、曰《四角魯班禪》、曰《扎什倫布》。《阿爾

薩蘭》用司得梨、司柏且爾、司得勒窩各一人，司舞三人，為戲獅狀。……

《四角魯》司舞六人，持弓盾。《扎什倫布》用司得梨、司巴注、司蒼清、

司龍思馬爾得勒窩凡六人，司舞番僮十人，各持斧一。曰《沙勒鱉舞》，

而歌梵曲。」《續清文獻通考》載：「班禪樂之得梨，似蘇爾奈而小，中

木管長一尺二寸四厘。……柏且爾以銅二片，圓徑六寸，中隆起一寸三

分四厘，系以紃，左右相擊。得勒窩，似達卜，面徑一尺二寸，匡高五

寸。巴汪，似喇巴卜，弦七，自山口至柱，長三尺七分二厘。……龍思

馬爾得勒窩，似那噶喇，而制以銅，面徑一尺三寸，底銳，匡高一尺。」

文中所述班禪樂，即布達拉宮宮庭歌舞隊的姊妹團體扎什倫布寺宮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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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隊。得梨即嘉令，柏且爾即鈸，藏語稱「布簡」，得勒窩即小達瑪，龍

思馬爾得勒窩即大達瑪。《四角魯》和《扎什倫布》與布達拉宮宮庭歌舞

隊的表演十分相似。 

隨著 1959 年西藏地方政府的倒塌，西藏各地的宮庭歌舞組織也已解

體，但他們的部份表演節目卻為新藝術工作者所學習、繼承，並經常在

舞台上演出，深受群眾歡迎。1987 年 7 月，十五位藏族表演藝術家應英

國廣播公司第三電台和泰晤士河南岸皇家節日演出中心的邀請，前往倫

敦表演藏族宮庭歌舞，引起了觀眾的普遍重視並獲得一致好評。 

藏族宮庭歌舞表演節目有宮庭歌曲和宮庭舞蹈兩部份。宮庭歌曲藏

語稱「尕魯」，宮庭舞蹈藏語稱「尕爾」，宮庭歌舞隊的成員稱「尕爾巴」，

宮庭樂官稱「尕爾本」。 

（一）尕魯 

尕魯是一種童聲齊唱的音樂形式。演唱者由十多位男性兒童擔任，

由橫笛、根卡、鐵琴、扎年、揚琴、雲鑼、厄尕等絲竹、打擊樂器組成

的樂隊伴奏。 

這種音樂雖然來自拉達克民間，但由於多年演唱於宮庭，民間音樂

活潑歡躍的氣氛大為消減，旋律很少波瀾起伏，對比不甚鮮明，音樂格

調平穩而和諧。 

現在搜集到的尕魯歌曲有五十九首，大部分內容是歌唱宗教和宗教

人物，也有謳歌家鄉，讚頌漢族技藝。歌詞艱澀難懂，古藏語的運用，

更增加了它的難解程度。《聖地拉薩》是其中比較易解的一首，歌中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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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歌曲表現內容和演唱者的生活經歷、理解程度有較大距離，因

而那些宮廷藝童演唱起來，不可能感情投入，只好「照本宣科」。但是，

尕魯作為一種西藏人民普遍認同的一種傳統藝術，它仍然有著相當重要

的歷史、文化和藝術價值。 

尕魯屬六聲音階(Do、Re、Mi、Fa、Sol、La)的音樂，以商調式為主，

兼宮調式和羽調式。 

其音樂結構為： 

前奏 → 歌曲 → 尾聲

前奏與歌舞音樂囊瑪的前奏基本相同。尾聲只有兩小節，比較簡短。

歌曲才是尕魯音樂的主體，篇幅龐大。 

尕魯的音樂風格與藏族民間音樂和宗教音樂顯然有別，但它在西藏

已傳承了數百年，在西藏有所發展、創造，並已扎下了根。 

（二）尕爾樂 

宮庭舞蹈尕爾也是由十多名男性兒童表演。有持鉞斧表演的鉞斧

舞，有以鼗鼓作道具的鼗鼓舞，有舞刀弄劍的刀劍舞，還有徒手表演的

舞蹈多種。舞蹈多以踢、跳、跪、踏、下腰、擺隊形等舞蹈語彙組成。 

尕爾的伴奏音樂稱為尕爾樂。伴奏為六位成年宮庭藝人，四位各執

鼓槌兩根，同時奏一面高音達瑪（鐵鼓）和一面低音達瑪，鼓聲鏗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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亮，數里之內可聞；另兩位或奏嘉令，或奏芎令。嘉令高亢明亮，芎令

則纖細典雅，音樂悠揚抒展，旋法獨特，頗具異域情調，令人神往。 

八、門巴族傳統音樂 

「門巴」意為門隅地方的人，門巴族主要居住在門隅地區以及墨脫、

林芝、錯那等縣。 

門巴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門巴族人多通曉藏語，無本民

族文字，通用藏文。 

門巴族居住在喜馬拉雅山東南，山巒起伏，叢林遍野。主要從事農

業，兼營林、牧、狩獵，還有木碗、竹器、木器等手工業。 

門巴族主要傳統音樂品種有： 

（一）薩瑪 

門巴族民歌。又稱「薩瑪羌諧」，意為薩瑪地方的酒歌。廣泛流傳於

門隅及其它門巴族地區。用於喜慶節日、朋友歡聚敬酒時演唱，門巴族

群眾常演唱它以自娛娛人。薩瑪多為羽調式，五聲音階，四二節拍，中

庸速度，單樂段結構，曲調悠揚，常即興填詞，音樂表現幅度寬廣。 

（二）卓魯 

門巴族民歌。門巴語稱「卓巴古魯」，意為牧歌。也用於門巴戲中演

唱。多為徵調式，四二節拍，五聲音階。音調舒展，節奏自由。 

（三）嘉魯 

門巴族民歌。門巴語又稱「森木都古魯」，意為情歌。音調委婉曲折，

熱情激蕩。四三節拍，羽調式，慢板，節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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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喜歌 

歌曲開始有「卡薩喜扎」襯詞而得名。門巴族群眾常唱它以相互逗

趣。徵調式，小快板速度，熱烈歡快。 

（五）門巴族器樂 

門巴族地區竹林遍野，大多數樂器均為竹製。 

門巴族器樂有里令（雙管笛）獨奏、塔阿讓布龍（橫笛）獨奏、森

薩讓布龍（豎笛）獨奏、基斯崗（竹質口弦）獨奏、牛角琴獨奏等。 

（六）門巴戲音樂 

門巴戲主要劇目有《諾桑王子》、《卓瓦桑姆》、《阿拉卡教》。前兩齣

由藏戲移植而來，後者是未經規範提高的民間歌舞劇，具有民間酬神歌

舞到戲劇間的過渡形態。 

（七）門巴族宗教音樂 

門巴族信仰藏傳佛教和苯波教，均從藏族地區傳來。 

宗教音樂和藏族基本相同。 

九、珞巴族傳統音樂 

珞巴族居住在洛瑜地區及米林、隆子、墨脫、察隅、朗縣等地。珞

巴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沒有民族文字，只有少數人通曉藏語和藏文。

二十世紀五十年代以前，珞巴族還採用木刻、結繩的方法記事。相信鬼

神，信仰萬物有靈。舊時，受舊西藏地方政府、貴族和寺院三大領主的

歧視和凌辱，被趕進深山老林，被誣為「野人」。二十世紀五十年代，被

迎下山來，住入新居，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呈現一派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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珞巴族傳統音樂有： 

（一）夾依 

珞巴族傳統民歌。句末有襯詞「夾金夾」，故又稱夾金夾。多用以演

唱頌贊的內容。曲調剛健清新。四字一句。為多段歌詞反覆演唱一段歌

曲的分節歌形式，易學易唱，風靡珞巴地區。 

（二）百力 

珞巴族傳統民歌。音調比較古樸簡單，只有兩三個音，但節奏鮮明，

旋律歡快，表現幅度比較寬廣，常用以演唱本民族的發展、演變歷史的

歌詞，具有史詩的性質。 

（三）器樂 

珞巴族有達崩（豎笛）、共岡（竹質口弦）等竹製樂器，各自均有自

己的獨奏樂曲。 

另有打擊樂器鑼、鼓、鈸等，系從藏族地區傳入。 

十、夏爾巴人的傳統音樂 

「夏爾巴」意為東方人。主要居住在聶拉木縣樟木口岸的立新村、

雪布崗，以及定結縣的陳塘區。有自己的語言，無文字，通用藏文。人

口有一千二百多人。 

二十世紀五十年代前，主要從事背運和交換；二十世紀五十年代以

後，則以農牧為主。中尼（泊爾）公路修建後，部份夏爾巴人遷到樟木

口岸經營商業。 

傳統音樂主要是民歌，它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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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諧魯 

載歌載舞時唱的歌曲，屬歌舞音樂。它是夏爾巴傳統音樂中數量最

多的一個樂種。屬七聲音階，四二節拍。節奏鮮明，動律感強，旋律明

快，感染力強，演唱起來令人不禁手舞足蹈。 

（二）察魯 

意為坐著唱的歌。察魯抒情氣氛濃鬱，音調平穩，音域不寬，易於

上口，便於普及，夏爾巴人無不會唱幾句。 

（三）覺魯 

意為悲痛時唱的歌。覺魯音樂，悲涼淒切，哀楚動人，多在喪事、

離別時演唱。 

（四）扎魯 

是一種兩人相對而唱的歌曲，青年男女常用以表達愛慕之情。歌聲

娓娓動聽。 

夏爾巴傳統音樂有自己的鮮明特色，迥然有別於藏族音樂：除了七

聲音階的普遍運用外，旋律中大跳音程進行較多，它和級進音調巧妙地

交織在一起，別有韻味，節奏中統一的成份較大，而統一和變化的藝術

安排，使之獨具異彩。 

夏爾巴傳統音樂和尼泊爾傳統音樂有著十分密切的聯繫，扎魯歌曲

中，有一些是用尼泊爾語演唱的。在夏爾巴地區，流行著一些尼泊爾民

歌，在尼泊爾地區，也傳唱著一些夏爾巴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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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人的傳統音樂 

僜人居住在察隅一帶，有自己的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沒有

文字。舊時，靠結繩刻木記事，居住深山老林，多以狩獵、採集、刀耕

火種為生。現在，察隅河谷兩岸，已建起座座僜人新村，僜人已從深山

老林搬下山來，住入新村，開荒造田，結束了以前的原始生活，普遍使

用新式農具，從事農業生產。 

僜人的傳統音樂有休息時唱的歌和情歌兩種。二者的結構都比較短

小，音調也不太複雜，但韻味卻比較獨特。 

僜人的傳統舞蹈有平跳和高跳等多種。它們都是集體的舞蹈，步法

簡單，均為走幾步跳一下。 

 

（本文於 96 年 1 月 26 日收件；96 年 1 月 29 日送審查；96 年 3 月

12 日審查完竣；96 年 3 月 26 日修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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