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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教育与白茆山歌传承保护的互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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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音乐教育与白茆山歌传承保护工作互动探究可见，高校可以在研究、创编、表演方面给地方提供

智力资源，地方也可以在教学资源、实践平台、社会影响等方面给高校以良好支撑。地方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者只有

主动走出去、引进来，发挥“引领”或者“服务”功能，才能形成高校音乐教育与地方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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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人才培养要“坚持能力为重，优化

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

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

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

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1]就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而言，所培

养学生也应具有良好的表演能力和艺术工作能力。

“高等学校特别是应用性新建本科学校如何利用好现有

社会资源加快内涵发展至关重要”，“大学为地方服务，是高

校的基本任务”，“大学与地方应当是互动和双赢的，关键是

要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发展自身”。[2]无论定位“引领”还是

定位“服务”，当今大学必须与社会形成良好的互动，才能造

就适应社会环境、为社会服务的有用人才。地方高校引领地

方文化发展应采取如下方法：第一，人才培养引领地方文化；

第二，科研服务引领地方文化；第三，通过对地方文化的研究

与传播辐射，推进当地文化的发展和提升；第四,为地方政府

决策提供智力服务。[3]相对于群众音乐文化，地方高校音乐

教育系统全面，专业性强，间接经验多，研究能力强。高校音

乐教育应与地方文化建设形成互动关系。

一、高校音乐教育加强白茆山歌传承保护的举措

作为地方民歌的一个歌种，常熟白茆山歌早在上世纪50

年代已闻名全国；改革开放后，更以其积极的传承发展态势

受到民间文艺研究机构的关注。2001、2007年，“中国白茆山

歌艺术节暨白茆山歌研讨会”先后两次举办；《中国·白茆山

歌集》和《白茆山歌（传统篇）》CD出版发行，影响很大，2006

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歌手陆瑞英被

授予“中国非物质遗产保护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常熟理工学院作为一所新建的多科性地方本科院校，近

年来实施了一系列与地方互动合作的重要举措。2002年起，

学校以白茆山歌为互动对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和

深入全面的理论探索，促进了白茆山歌的传承保护，推动了

地方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主要活动有：2002年 4月，为白茆

山歌编配曲目《社员乐调》、《搭凉棚调》等近十首；2002年 6

月，协同常熟市文化馆创作新白茆山歌《摇橹歌》；2004 年

3-5月，协助常熟市电视台拍摄文艺专题片《白茆山歌》，并

制作配乐；2005年 6月，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白茆山歌人文

追踪”讲座；2006年 5月始，定期组织学生参观白茆山歌馆；

2007年 10月，参加“第二届中国白茆山歌艺术节暨白茆山歌

学术研讨会”；2008 年 11 月，组织白茆山歌艺术团演出；

2009-2010年，赴古里与白茆山歌文化工作者交流，编创白

茆山歌曲目《水乡新貌》、《学法守法谱新篇》和快板书《古里

是个好地方》；2010年 12月，开设“区域音乐文化特色课程”，

邀请白茆山歌地方研究专家、歌手来校讲课；2011年 4月，为

《广播歌选》“白茆山歌专辑”撰写《人人心向红太阳》。

相关研究主要有：论文《试析“白茆山歌”常用曲调》、《冯

梦龙〈山歌〉与“白茆山歌”》、《白茆山歌与江南水乡》、《白茆

山歌结构规律的计算机分析》、《白茆山歌研究综述》、《白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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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研究者同时还开展专项课题研

究，深入探讨高校音乐教育与地方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

二、高校音乐教育对白茆山歌传承保护的推动

（一）深入探讨，认识白茆山歌规律特性

白茆山歌研究，起步阶段多为历史内涵、人文价值的挖

掘。《试析“白茆山歌”常用曲调》分析《中国·白茆山歌集》所

附 53首曲谱，认为白茆山歌常用曲调主要有“四句头调”和

“孟姜女调”两种，并详尽分析两种曲调的音乐形态，指出白

茆山歌既有字密腔长、节奏自由的曲调，也有节拍规整的曲

调。[4]“白茆山歌”中“山歌”称谓其实是当地人对歌曲的一种

泛称，与学术界的“山歌”含义不同，不能将当地约定俗成的

意思与音乐界对“山歌”的学术定义混为一谈。《冯梦龙〈山

歌〉与“白茆山歌”》，对照分析白茆山歌与冯梦龙《山歌》歌

词，认为两者非常接近，白茆山歌是对冯梦龙《山歌》为代表

的明代中叶吴歌形式的稳定继承；白茆山歌之所以能稳定继

承冯梦龙《山歌》，在于其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冯梦龙之所

以不记白茆山歌乐谱，是因为当时曲调较少且司空见惯。文

中还以白茆山歌曲调填入冯梦龙《山歌》数首唱词，尝试复活

古代吴歌。[5]《白茆山歌结构规律的计算机分析》以计算机音

频软件 COOLEDIT分析几首白茆山歌的旋律波形和乐句时

长，认为白茆山歌的主要曲调“四句头调”兼含对称比例结构

和黄金分割比例结构两种结构规律，初步揭示白茆山歌在结

构上的独特美学品格。[6]

2009年 12月、2010年 5月，研究者先后对白茆山歌进行

了两次富有成效的实地考察采风，发现白茆山歌虽然借助

“非遗保护”东风，名声越来越响，但是因为年轻人对这种草

根文化日渐疏远，民歌传承后继乏人，要使白茆山歌传承下

去，唯有结合时代特色才有出路，白茆山歌的规律特性必须

顺应潮流才能被更好地继承和保护。

（二）大量创编，丰富白茆山歌曲目库

过去白茆山歌的编配工作，均不改变原有曲调。2010年

开始，创编者通过有意识的“旋律编创”，检验对白茆山歌艺

术特征认识的正确性，同时融入时代特色，将创编曲搬上舞

台，激活当地人对传统白茆山歌的重新关注。

创编曲《水乡新貌》联缀白茆山歌多个曲调，并加以发展

变化，表现计划生育政策给当地妇女身心带来的好处。“新四

句头”是贯穿首尾的主要音调，该音调符合民歌“孟姜女调”

一般特色，婉转秀丽；而十度以上的音域以及较高音区又带

给这个音调以高亢、亮爽性格，这种双重性格也正契合白茆

山歌的传统审美习惯；中间音调具有鲜明的说唱风，如邻里

村妇诉说家长里短，力求给人以一种亲切感。

创编曲《学法守法谱新篇》表现新式农民学法懂法给家

乡带来的新面貌。该曲是一个首尾反复的三段体，A段运用

的是“新四句头”调，创编时结合“三邀三环”大山歌的“嗨嗨”

音调和华彩音调，乐曲显得更为坚实有力和华美绚丽，表现

了当地人民学法普法的决心。对比段B段则采用一领众和

的“可白调”，豪迈地诉说学法守法给家乡带来的新变化。

创编曲《古里是个好地方》运用快板书形式，尽情夸耀古

里镇的历史人文和当代成就，旨在唤起当地人的家乡自豪

感。快板的最后，“古里是个好地方，美好生活胜天堂”用欢

快的音调唱出，力求诉说作品的言外之意，让这种欢快情绪

随着朗朗上口的歌调不胫而走。作品写成后，常熟市文化馆

又设计了舞蹈动作，后在“常熟市民间文艺展演”、“古里镇文

化园开园仪式”等活动中多次演出。

（三）应时创新，丰富白茆山歌表演形式

2008年底，“白茆山歌艺术团”在常熟理工学院演出，传

统白茆山歌“独唱”、“对唱”的演出形式得以原汁原味展现，

同时出现了“表演唱”、“女声小组唱”、“说唱”等新形式。大

多演唱载歌载舞，在语言运用上，既有白茆当地方言的演唱，

又有普通话的演唱。

白茆山歌原来只有独唱和对唱，形式较为单一，而当今

年轻人活泼好动，喜欢唱唱跳跳。这次白茆山歌进校园活

动，不仅有传统的白茆山歌，还编排了“拉丁舞”、“快板说

唱”、“女声小组唱”等，演出形式丰富多样。因为演出对象的

不同，对白茆山歌的演出形式必须有更多考虑，这是时代发

展的必然要求。

（四）积极活动，增强研究者和传承者自信心和荣誉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跟其他民歌一样，白茆山歌在其发展

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难题：青年一代对传统的白茆山歌渐渐失

去了兴趣。2010年底，常熟理工学院邀请白茆山歌地方研究

专家邹养鹤先生、著名白茆山歌手徐雪元先生和吕杏英女

士，为音乐系学生上课。他们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介绍了

白茆山歌发展的历史、艺术特色，还示范演唱了白茆山歌的

代表曲目。借助高校的独特平台，亲自登上大学讲坛，白茆

山歌的研究者和传承者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大增，努力演唱、

传承好祖辈留下的宝贵遗产的决心更坚定了。

三、白茆山歌传承保护对高校音乐教育的促进

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可以强化人们对各个历史时期的

具体感知。例如，白茆山歌音乐文化，流传至今作品有上万

首，仅《中国·白茆山歌集》就收有白茆山歌文本七十多万

字。民间歌手则宣称还有很多丰富的活的民间音乐资源“那

本书上没有”。丰富的历史积淀带给我们以白茆为代表的江

南水乡的风土人情、历史传说，这些知识在经济高速发展，乡

村面貌逐步城市化、现代化的“新农村”显得尤为珍贵。

（一）为学生提供曲目库和生活情境

将白茆山歌搬上《中国民族音乐》课堂，让学生聆听、学

唱曲目“一把芝麻撒上天”、“捉草歌”、“荒年歌”等等；《吴地

音乐》相关课程提供的曲目更多，有十多首，体裁分为“四句

头山歌”、“急口山歌”等，光就音乐曲调而言，就有“四句头

调”“新四句头调”“向阳调”“搭凉棚调”“可白调”“吭吭调”等

多种，这些为学生提供了曲目库。

学生不仅在课堂上欣赏学唱这些曲调，还走进白茆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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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与当地歌手交流学唱，学生因而学得更加扎实，感性更

强。例如“节拍”教学，节拍不仅包括时值长短，也包括强弱

交替。我们尝试让学生到田头听农民喊号子，观察劳动号子

是如何调动用力的。喊号子真实反映了农民劳动时用力和

放松的交替活动。学生身临其境，直观理解了节拍的内涵。

（二）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兴趣

学生赴白茆采风实践，深入田间地头，直接面对并聆听

来自大地的纯正歌声，他们被纯正歌声的独特韵味所吸引，

沉浸在白茆山歌那种有着土腥味的感染力中，对乡土音乐的

学习和深入研究的兴趣大增。

学生一方面现场体味白茆山歌的规律特性，揣摩并模仿

原生态唱法，把握纯正技巧；另一方面，白茆山歌独特的艺术

特点和审美情趣也激发了学生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们不断选

择以白茆山歌为代表的乡土音乐课题作为学位论文选题，以

白茆山歌为触发点，结合地方历史、文化等要素，探讨白茆山

歌蕴含的文化特征；或以白茆山歌为个案，探讨民歌传承和

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动因。如李云《白茆山歌与江南水乡文

化》、陈太香《当代民间音乐的发展——以白茆山歌为例的探

究》，其中前者还获得校级优秀论文奖励。

（三）增强学生艺术实践能力

当今，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传统农村文化已经

向城镇文化转变。在乡镇，舞台化的演出越来越多，需要大

量的适合乡村口味的节目。

在 2009年的“水法宣传日”活动中，常熟理工学院组织

学生，编排了一台针对乡村居民的“人水和谐”水法宣传演

出。整场节目紧扣“水”主题，以宣传、弘扬水法为主线，结合

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开发利用水资源，实现人与水的

和谐，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节目编

排特意使用白茆山歌曲调主题，创作编排《虞城清风》、《人水

和谐》等节目。学生积极投入节目编排，全身心演出，感受到

了自身价值，同时锻炼了独立从事民歌节目编排的能力。

（四）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

2008年 7月，常熟理工学院团委策划组织了“苏州地区

民间音乐传承与保护暑期社会实践团”，实践团先后参观张

家港“河阳山歌馆”、常熟“白茆山歌馆”、“虞山派古琴艺术

馆”、苏州“昆曲博物馆”等民族音乐展览场馆，了解苏州境内

民间文化资源保护与流失状况。其中对“白茆山歌馆”的调

查，更是让实践团从艺术特征、音乐语言、理论书籍以及传承

与发展等各个方面，对白茆山歌有了全方位了解。相关活动

得到了各地政府和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扬子晚报》等以

《常熟理工学院学生暑期热衷苏州民间音乐调查》为题，对相

关活动做了专题报道，切实提高了学校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地方高校要办出特色，就要了解“根系”、“土壤”，扎根地

方，然后因势利导，实现地方和学校双赢。地方高校音乐教

育主动“走出去”、“引进来”，发挥“引领”或“服务”功能，才能

形成与地方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在地方音乐文化建设中发

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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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usic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and the Heritage and Protection of Baimaoshan’ge

GE Juea, WANG Xiao-longa, GENG Ren-fua, GE Tianb

(a.Art college; b.Youth league committee,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2155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of university music education and the folk heritage protection baimao suggests that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provid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in areas of research, composition, performance to the local
areas in terms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s, practice platforms, social impact. Music educators of local university
should integrate more closely with local schools and entities and, play "leading" or "service" function, The interac⁃
tive relationship on music education with local culture construction can be formed.
Key words: music education; local culture construction; Baimaoshan’g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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