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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福建代表团曾在其时两岸政治“绝

缘”导致的经济、文化、亲情等全面隔绝的状态

下，根据对历史文献中有关台湾邵族“杵乐”有

限的文字描述和照片，林惠祥20世纪20年代从

台湾带回存放于南京博物院的乐杵，1940年以后

被骗到大陆当炮灰且幸存于福建的台湾老兵的

歌唱中综合构思，排演出台湾高山族歌舞乐《杵

乐》，并赴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直至《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台湾卷》开始编

撰①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才听到从

摘  要：台湾日月潭邵族杵乐得益于日月潭的山光水色及20世纪初的旅游业开发而蜕变

于传统，名扬中外。福建歌舞乐《杵乐》则是在两岸关系绝缘时凭借有限的文字和相片记载

对日月潭杵乐的艺术想象，1980年曾蜚声北京舞台。如何看待台湾日月潭现存的“杵歌”及大

陆曾对“杵乐”的改制？传统是过去时，但当时、空发生了改变，要激活“传统”就必然发生

改变。衡量其改变的价值性与否，当以传统的优秀部分是否得以继承且是否有艺术创新为标

准。切入当今作为国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它应该是一种理念，是对母语优秀文化遗

产的自觉与眷护，是对不同族群的人类文化的理解与欣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也是

一种行为，是以自身独特的优秀文化的原样继承为基础，及对不同族群的人类文化精华的汲

取。唯此，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生发出没有改变属性的中国音乐文化的万种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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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雪霏 

从台湾邵族杵乐的旅游开发与福建
对杵乐的改制谈“非遗”的“保护”

海峡彼岸传来的台湾邵族杵乐与杵声的原始音

响资料；2010年，笔者有幸到台湾日月潭观光、

寻访，且下载了“杵乐”的舞台表演录像。由此

我们才明确，大陆的《杵乐》只是大陆音乐工

作者对台湾未曾谋面的“杵乐”在乐杵制作、音

乐、表演诸方面的某种艺术想象。

一、大陆“杵乐”的产生

（一）有“形”无“声”的台湾邵族“杵乐”

就清代以后的文献而言，我们能看到一些

关于台湾少数民族乐舞的信息，但关于舂杵

的资料则相当稀少。如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

1717年）周锺瑄修，陈梦林、李钦文纂之《诸罗

县志》卷首“番俗”上有两幅与我们的议题有关

的图，一是“赛戏”，即酒中联臂踏歌，二是“舂

米”；在卷八“风俗”有对“赛戏酣歌”的描写；

①中国文化部、中国音协等多家单位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

发文要求福建省文化部门承担《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台湾卷》的

编辑任务，后来成立了以李焕之为主编，以福建省群艺馆刘春

曙、叶清海、蓝雪霏，泉州舒平组成的福建组，和以北京台籍音

乐人士洪碧华、王增婉、王碧云以及中央民族乐团丁乐、孙艺、

张德筠等组成的北京工作小组，历经四年艰苦努力，于80年代

中叶之后完成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台湾卷》初稿。1988年以

后由于某种原因，该成果被束之高阁未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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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十一“艺文”中，该郡司马齐体物《杂咏十

首（选八首）》第六首有“燕婉相期奏口琴”的

诗句，周锺瑄《番戏五首》中有“联翩把袖自歌

呼”的精彩歌咏；然在卷十二“杂记”《水沙浮

屿》这一产生闻名于世的“杵乐”之地的记叙

中，则并无关于“杵乐”的字句。②

舂米图尚见于《六十七两采风图合卷》③

《台番图说》④《台湾内山番地风俗图》⑤等书。

                

了不少日月潭畔的邵族合围敲杵，旁有竹筒为

伴为游客表演的照片。

综观部分文献记载及滞留福建的台湾少数

民族的口述资料，我们知道台湾少数民族有在

屋内地面挖坑置放石板，于其上舂米粟的，也

有在室外石臼里舂的。叮叮咚咚的舂米声响彻

在深山密林中，冲破夜岚漫山摇曳，分外哀恸

曼妙；青年男女都喜欢集体挨家挨户轮流“帮

工”，劳动的歌声和爱情的欢笑便充满山间。当

然，节日来临时，各个部落的妇女也会抡起大杵

舂米，迎接喜庆。

然而，邵族“杵乐”是如何歌唱的，乐杵、竹筒

是怎样奏响的，其时没有音像视频可以知道。

（二）有景有形有声有舞的“台湾高山族

杵乐”

虽然只有文字、照片提供的文本资料，但

是福建音乐工作者还是充满了把“杵乐”搬上

图1  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巡台御史六十七在任三年
期间指派画工绘《番社采风图》“舂米”⑥

关于“舂米”的文字除了六十七著《番社采

风图考》载：“番无碾米之具，以大木为臼，直

木为杵，带穗舂令脱粟，计足供一日之食，男女

同作，率以为常。侍御夏之芳有诗云：‘杵臼轻

敲似远砧，小鬟三五夜深深。可怜时办晨炊米，

云磬霜钟咽竹林’”⑦，还有1752年《乾隆重修

台湾县志》卷一二“风土·附番俗”等记载：“其

碾米用大木为臼，直木为杵，带穗舂令脱粟，计

足供一日之食，男女同作，率以为常。每当五鼓

杵臼之声远近相闻。”⑧

现代的记载则是将舂杵当成一种乐器⑨，

并有竹筒伴奏歌舞表演声名遐迩之后，如大陆

著名的人类学家林惠祥在其1930年发表的《台

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说：“尚有一种奇异之乐

器，即‘音乐杵’，系长数尺重数斤之大木杵，

持之捣于石上，其音‘铛铛’然，五六根合敲成

歌。”⑩而在一些笔记杂文资料中，我们也看到

②［清］周锺瑄修，陈梦林、李钦文纂：《康熙诸罗县

志》，载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台湾府县志

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488、493、499页。

③⑥［清］佚名：《六十七两采风图合卷》“舂米”，载台

湾文献委员会编：《台湾文献丛刊》第90种，台北：台湾银行经

济研究室，1961年，第25；25页。

④[清]陈必深：《台番图说》“舂米”，台湾文献委员会编：

《台湾文献丛刊》第90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

年，第61页。

⑤[清]佚名：《台湾内山番地风俗图》“夜舂”，台湾文献

委员会编：《台湾文献丛刊》第90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

室，1961年，第81页。

⑦[清]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台湾文献委员会编：

《台湾文献丛刊》第90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

年，第3页。

⑧[清]鲁鼎梅修，王必昌纂：《乾隆重修台湾县志》，上海

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台湾府县志辑》，上海：上

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236页。

⑨台湾总督府番族调查会编：《台湾番族惯习研究》第一

卷，转引自许常惠、许瑞坤、蔡曼容：《日治时期台湾音乐文献

资料汇编研究报告》，台北：台湾师大音乐研究所未刊本，2000

年，第554页。书中翻译并记载：“C、乐器分为嘴琴、竹笛、鼻

笛、弓琴与其他等五类，其他类则包括竹鼓、太鼓、kokan、胡

弓、铜锣、杵等等。” 

⑩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载《林惠祥人类学论

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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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让大陆人民了解海峡对岸“高山族”人民

的音乐艺术的冲动。漳州市文化局干部刘一虹

首先提出这一构思，而后福建省艺术馆馆长李

焕勤派员鼎力协助完成。

我们先到漳州选择酸枝木料和大竹为材，

做成C调“低音la、中音do、re、mi、sol、la、高音

do”五声音阶的七根乐杵和一批C调五声音阶

竹乐筒，并找到能撞击出清脆音响的青石，将它

截成一个约1米方圆的大石板和数个小石块；而

后，从福建省文化厅音乐工作室高鸣主持搜集

的在闽“高山族”民歌搜集整理资料中，反复聆

听许多前所未闻、震撼心灵的台湾阿美、排湾、

卑南、泰雅等少数民族的歌，从中选出一首台

湾多民族都会唱的《娜鲁湾》作为主旋律；舞

台就以日月潭畔为背景，以大陆“高山族”子女

为主的七个女生，每人手持一根乐杵，围绕着舞

台中央的大块青石板，边踏舞步边歌唱边敲重

音拍子，而呈八字形分坐于舞台两边的数名男

士，则手持大小不同的竹乐筒在各自的小青石

块上击奏主旋律；再由音杵独奏，竹乐筒伴奏。

歌声、杵声与竹声交织成的五声性和声旋律就

在月光似水的日月潭畔摇曳，恍如瑶池仙乐一

般… …大陆1980年的《杵乐》就这样以其独特

的清新形象伴着其特有的政治身份，在北京舞

台上引起了轰动，许多并不了解“高山族”的人

对其时担任台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山族泰雅人田

富达说：“高山族实在‘高’！”节目获得了李焕

之、周巍峙、吴祖强、秋里、伍雍宜、胡松华等

大音乐家和贾作光、胡果刚、陈翘等大舞蹈家

的高度评价，好评遍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人民画报》《解放军报》《人民音乐》等

各大报刊。节目还被拍成电影，且进了人民大会

堂参加当年的国庆晚会演出。

二、台湾“杵乐”的产生

1987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政策以后，两岸

关系开始解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编辑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台湾卷》时，通过各种渠道

能渐渐接触一些台湾曲谱和音响资料；1988年台

湾音乐界许常惠教授走进福建之后，两岸的音乐

交流便开了可行之门；2010年和2014年笔者两次

在台湾作较长时间考察，终于有机会造访日月潭

邵族聚居地，并购得相关的书籍唱片。其时，我们

目睹了台湾少数民族都有杵舂且歌唱的生活，也

在日月潭倾听了邵族老人口中唱着的“杵歌”。

（一）从杵声到“杵乐”

邵族的杵声跟其他民族一样，原来是舂小

米时发出的声响。19世纪的记载多见于杵声：“昔

日将诸多石板铺于地上，成为族人集中舂粟米

的地方。族人将粟米置于石板地上，手持木杵

舂之，舂数次后粟米分散，则以脚板推集，如此

反复，木杵碰石板之时声音不绝，若数家人同

时舂粟米，咚咚声此起彼落，甚是悦耳，犹似合

奏一篇乐章，经过不断修饰，终于演变成舂石

音。… …1874年日本学者铃木质《台湾番人风俗

志》对杵音之描述：特别珍奇的是杵音乐… …

七八名至十位男女各持五六尺至丈余之杵，杵有

长有短，有粗有细，打在石面上，各有不同的声

音发出，持杵的人以轻重缓急打出一种含有微

妙余韵的哀调，极为凄婉的在山谷间回荡。”⑪

1896年黄玉振《头水六社化番风俗资料》记

载：“以石盘为砧舂，以木杵为砧杵，想其砧

米之际，颇同弹琴之声，其音韵有清浊高下之

分，令人闻之，三月不知肉味，真奇俗也。”⑫

图2  福建代表团1980年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上
表演的《杵乐》（董建国1980年拍摄）

⑪⑫洪国胜、钱善华：《邵族换年祭及其音乐》，高雄：高

雄市台湾山地研究会，2006年，第67；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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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邵族做过深度研究的台湾林清财教

授和钱善华教授的访谈，知道杵声有农历7月30

日即邵族除夕之夜在头目家“舂小米，做年糕”

仪式的特别意义，曰“舂石音”。届时族人集中

在头目袁氏家，“先生妈”祭师或头目在祖屋前

的石鼓处向祖灵行献酒礼，禀告：“今晚要舂石

音malhaqan，本来的习俗就是如此，请不要怀

疑，敬请保佑平安。”⑬于是，“由男女五至十二

人各持不同音阶之木制舂杵tatortor舂石鼓成

音，旁边数人双手持配音竹筒malhaqan a taqan

舂地配音。”⑭在山上打猎住宿工寮的男人听到

叮咚摇曳之石音，就知道黎明前要赶回家过大

年了。“舂石音的舂杵以第一支至第五支计五支

为基数，如超过一支，即第六支则依循第一支的

动作，如第七支则依循第二支的动作，依此类

推。”⑮据林清财介绍，石音之杵乃re、mi、sol、

la、si五声音阶之五根，敲击时有几十根不同长

短的杵供选择：如第一个人开始敲，第二个人以

其族性乐感认为不错就接着选敲近似小三度

的音，第三个人就敲近似大二度的音，第四个人

再敲近似大二度，而后再往小三度下方敲近似

大二度，为mi、sol、la、si、la、sol、mi、re。而竹筒

上面空心，下面实心，与杵搭配，“以修剪其本

身高度或斟酌加入多少水量来调音”⑯，各敲各

的节奏，错落有致，但从不和声。

 

图4  舂石音全景⑰

图3  邵族杵舂（台湾南华大学图书馆藏吕炳川1967年资料）

⑬⑭⑮⑯⑰同注⑪，第66；67；67；67；67页。

⑱洪惟仁：《日月潭杵歌成绝响》，台北：《（台湾）自立晚

报》，1986年10月7日，副刊。

⑲引自钱善华2020年1月6日给笔者的微信回复。

⑳李亦园：《邵族的经济生活》，载《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

与文化》，台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第179–256页。

㉑王樱芬：《听见殖民地：黑泽隆潮与战时台湾音乐调

查》，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第290、295页。

邵族是被汉化且受日本殖民化影响很深的

民族。“杵声”能够独占鳌头、闻名于世，乃得

益于日月潭的山光水色及旅游观光业开发。“杵

声有老声（低音）有浅声（高音），有时你舂，有

时我舂，就有音乐，远远听来像月琴声，叮叮当

当非常好听。”⑱20世纪初，到日月潭游玩的人

越来越多，汉人来到这里办起了游览业，“日人

觉得此音乐很特殊，开始认为此可用于观光、

迎宾等场合”⑲。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在其

《邵族的经济生活》中说：“杵歌杵舞很受一般

诗人墨客欣赏，早在日据初期，便为人所称道，

为日月潭八景之一，如日人山本柳塘的八景诗

中有‘番家杵诗’一首：‘一曲人倾耳，南村数杵

声，湖心仰看月，蛮妇此时情。’… …最初营业

性表演，只由几个年青妇女拿着长杵，围在广

场上舂着一块大石头，口唱、脚和着歌踏舞，一

场完，看客便随便付出一点钱为酬… …”⑳1922

年受命前往调查的张福兴就感叹“现在用金子

或酒可以买到的杵声，本来是脱壳作业，但现

在已经转化成游兴的音乐”，田边尚雄也说杵乐

“一曲十二钱，已经全然职业化，因此技巧再纯

熟，已经失去音乐的生命”㉑。如果说杵乐表演

早先只是少部分人的营生，那么到了1934年日本

人为了发展水利发电，提高水位须淹掉石印社，

迫使邵族人搬迁至卜吉社，沦为半佃农地位，

受热闹的集市现金经济影响，“邵族人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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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旧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而一方面扩大

他固有的‘山地舞蹈’表演，一方面参加新的游

览业的竞争，以便适应新来的现金经济而求生

存… …歌舞是汉人所不能为的，又不花本钱，故

最赚钱”。到了20世纪50年代，日月潭邵族山地歌

舞团由一个在日据时代受过日本教育的酋长毛王

爷的女儿指导，“一方面吸收现代化舞蹈，一方面

加入邵族人原有的舞法和歌唱”㉒，使歌舞团收

入激增，名声大振。再后来，当人们发现，穿民族

服装陪客人照相比唱歌跳舞更省力且更赚钱，这

个最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杵乐”，连同“现代化

舞蹈”也曾经销声匿迹过。㉓        

2010年笔者去日月潭时，“杵乐”仍然是日

月潭景点的热门观光节目。头目家舂杵的地方

已经盖起了房子经营餐馆，能与木杵撞击发出

妙音的石板在餐厅成了垫脚石，只有过年族人

才会搬开桌椅举行除夕仪式“舂石音”；木杵则

在邵族人家中可以看到。                        

（二）不同时代的杵乐采录

20世纪以来，中日学者多次到日月潭畔调

查采录邵族的杵乐，先后主要有张福兴、田边

尚雄、黑泽隆潮、吕炳川、许常惠等人。

早年的杵乐表演与传统的过年仪式一样，

应该没有杵歌，杵歌是后来加上去的。

台湾人张福兴是第一个调查日月潭“杵音”

的音乐人。张氏于1922年2月25日到3月上旬受命

对即将迁徙他地、原始民歌面临绝灭的日月潭

水社及其附近的邵族音乐进行采录。（见图5） 

 

同年12月台湾教育会出版《水社化番杵音

和歌谣》，收进张氏采录的13首歌谣和2首杵

乐。㉕张氏在接受《台湾日日新报》记者“一步

生”访问时曾说明，其在水社采集的番谣“只剩

下三四首，其中《招友来游歌》是招揽游客时

经常唱的歌，《亲睦的歌》是聚会飨宴所唱”㉖。

《招友来游歌》的基本音调是：mi sol mi re mi 

sol do低音la 中音re do 低音la；歌词大意是：“请

来此游玩，划船。”《亲睦的歌》基本音调是：

mi sol la  sol mi，sol la do mi re do 低音la；歌词大

意是：“我们是有力量、有勇气的男子汉，我们

要一起痛饮畅游。”㉗这两首歌的调关系为上五

度关系。

张氏在接受《台湾日日新报》访问时还明

确表示：“据我推测，以前一定有杵捣歌，但

是不知从何时开始，这种口传心授的歌曲已

经不复存在。”㉘可见其时张氏确实没采录到

杵歌。

后来的学者在不同年代对邵族音乐的调查

结果中都有张福兴最初调查的《招友来游之

歌》和《亲睦的歌》：

日人田边尚雄跟随其后一个月对邵族、泰

雅、赛德克、排湾等四族音乐录音、记词共17

首歌。在日月潭田边尚雄提到，“这里最著名的

是杵乐，院子一角放了一块石板，其周围有七八

个姑娘手里各拿了一个长长的杵，相互敲打着

石板，杵的长短和轻重发出不同的音高，形成

了音乐的音阶，相互敲打演奏出一种轻快的音

乐。另外，数名妇女也参与其中，手里拿着装了

图5  张福兴（第一排中间戴深色盘帽者）
1922年2至3月于日月潭水社采集原住民杵音乐曲㉔

㉒同注⑳。

㉓同注⑱。

㉔卢佳君：《张福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2003年，第81页。

㉕参见张福兴：《水社化番杵音和歌谣》，转引自许常

惠、许瑞坤、蔡曼容：《日治时期台湾音乐文献资料汇编研究报

告》，台北：台湾师大音乐研究所未刊本，2000年。

㉖㉘同注㉑，第290；290页。

㉗同注⑪，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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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竹筒，用手轻轻敲打，筒底接触地面发出

声音，水的多少，竹筒发出不同的音高，像是低

音部，与杵乐形成很有意思的和声。稍微离远

一点听，像是钢琴演奏的舞曲，无论谁都会为之

巧妙的声音而惊叹。这个杵乐不限于化番，其他

番人也有，无论谁都会演奏。”㉙其所录的《欢

迎之歌》和《亲睦的歌》是在石印社“湖岸附

近一间番舍，听了五六位女子唱”㉚的。这两首

“当地人普遍会唱的歌”，歌词与张福兴采录

的一样，曲调也是张福兴版的变唱，但这两首

歌的调关系乃下五度关系。显然田边尚雄也没

有采录到杵歌。（见谱例1、谱例2㉛）

谱例1  《欢迎之歌》；台湾日月潭邵人；蓝雪霏记谱；刘富琳译词                     

            

 

谱例2  《亲睦的歌》；台湾日月潭邵人；蓝雪霏记谱；刘富琳译词                    

                       

     歌词大意：我们是有力量、有勇气的豪杰，大家友好，一起喝酒一起玩。

1943年3月22日，黑泽隆潮调查团到水社

调查，随后录制了《湖上的愉悦》《收获的快

乐》《正月之歌》《月之歌》《螃蟹之歌》《饮

酒之歌》等6首歌曲，前两者与21年前张福兴、

田边尚雄所录的《招友来游的歌》《亲睦的

歌》相差无几。黑泽氏虽然没说这两首歌即杵

歌，但谈到“这里以杵歌闻名。这是由十几位

拿着经过调音的杵，围着一块宽广的石板，一

遍绕圈一边唱歌，在一旁的角落则有两三位妇

人拿着调过音、称之为takan（布农族的竹子）

的竹管，随着节奏助阵”，题名“日月潭的杵

㉙〔日〕田边尚雄：《第一音乐纪行》，转引自许常惠、

许瑞坤、蔡曼容：《日治时期台湾音乐文献资料汇编研究报

告》，刘富琳译，台北：台湾师大音乐研究所未刊本，2000年，

第620页。

㉚同注㉑，第295页。

㉛谱例1、谱例2为作者据1922年田边尚雄管式留声机录音

资料记谱。

㉜王樱芬、刘麟玉等：《战时台湾的声音·1943黑泽隆潮

〈高砂族的音乐〉复刻—暨汉人音乐》，台北：台湾大学出版

中心，2008年，第62页。

歌”的照片之后紧接着即有这两首歌的说明及

谱例㉜。

     歌词大意：请大家划船一起来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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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湖上的愉悦》《收获的快乐》的音调

虽然与1922年所录相差无几，但两首歌同调。前

者在划船的议题上已经有所丰富，后者与杵有

关，但歌词已经“升华”了许多，和张福兴、田边

尚雄采录的已不尽相同，显然是从新编唱的。

台湾学者吕炳川从留学日本东京大学的

1966年开始从事台湾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实

地调查地点超过130个村。1977年，他以《台湾土

著族音乐》胜出声名卓著的黑泽隆潮，获得日

本文部省艺术祭大奖。㉝

在吕炳川的采录中，我们已经听到前人所采

录的两首歌被合并到了一起，成了一首歌的两段

式，且明确标明此乃杵歌。这两段之间的调关系

与张福兴版也不同。吕炳川《台湾土著族音乐》

唱片集所录的《杵歌》是转下四度调。㉞而许常

惠记录的《杵歌》则转到下方小三度调，结尾处

不仅重复扩张，还加上一段尾腔。㉟（见谱例3）

图6  日月潭的杵歌（a图右边的是takan）

a

b

d

c

谱例3  吕炳川版㊱和许常惠版《杵歌》；a台湾·日月潭邵族；b台湾·明潭邵族

 

㉝参见明立国：《吕炳川—和弦外的独白》，台北：时报

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㉞吕炳川：《台湾土著族音乐》唱片集2-B“邵族1杵和杵

歌”，台北：台湾百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

㉟许常惠：《台湾山地民谣》第一集，台湾：台湾省山地建

设学会未刊本，1978年，第51页。

㊱笔者根据吕炳川《台湾土著族音乐》唱片集2-B“邵族1

杵和杵歌”之《杵歌》记谱。

蓝雪霏 : 从台湾邵族杵乐的旅游开发与福建对杵乐的改制谈“非遗”的“保护”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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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台湾“杵乐”和大陆对“杵乐”的改制

谈“非遗”的传承问题

从“非遗”“保护”的角度怎样看待台湾和

大陆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产生的“杵乐”？ 

（一）日月潭的杵乐

我们看到的是杵歌所经历的从1918年的

《番族调查报告书》出现的捣粟之歌：“四个女

孩到一个女孩的家中帮忙捣粟，一边捣粟一边

唱歌”㊲到1922年张福兴推测的“有”到采录的

“无”，到1943年黑泽隆潮出现“有”的历程；我

们具体地从单纯的仪式音乐“舂石音”看到“为

丰富内容，在两次舂石音之间还增加演唱杵歌

masbapir koyas”㊳，即将“招揽游客时经常唱的”

《招友来游之歌》和“聚会飨宴所唱”的《亲睦

的歌》这“两首当地人普遍会唱”的歌合二为

一间插入其中“称为masbapir”的“平常表演的

舂石音”的变化轨迹。然而，真如1922年张福兴

所说杵捣歌“这种口传心授的歌曲已经不复存

㊲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惯习调查会编：《番族调查报告

书》第十章，转引自许常惠、许瑞坤、蔡曼容：《日治时期台湾音

乐文献资料汇编研究报告》，台北：台湾师大音乐研究所，2000

年未刊本，第27页。

㊳同注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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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就是说后来称为杵歌masbapir koyas者并

非1922年之前的杵捣歌，且与“以前一定有”的

杵捣歌无关吗？对此笔者不太以为然。

理由一：每个族群均有其约定俗成的“族

性歌调”，它是祖祖辈辈抹不去的记忆。我们从

张福兴采录的13首歌谣来看，有三个歌调：

1. 《招友来游之歌》mi sol mi re mi sol do 

低音la 中音re do低音la；《亲睦的歌》mi sol la 

sol mi，sol la do mi re do低音la；《欢迎之歌》低

音la 中音do mi do低音la中音re do低音la mi sol 

la，《耕作歌》mi do re mi低音la中音re do低音

la，《出草歌》低音la中音mi re do re低音la，《酬

神》mi re do 低音la；《拔齿之歌》mi低音la  do 

低音la；

2. 《划船之歌》《听鸟声哭泣》sol mi do 

低音sol；《敌番追击之歌》do mi sol mi低音sol；

《凯旋之歌》低音sol la  sol mi 中音re do低音sol;

《看护之歌》re低音si中音do低音la sol中音do 低

音sol；

3. 《落成式祝宴之歌》低音la 中音do re低

音la 中音mi re do。

第一种以《招友来游之歌》《亲睦的歌》为

代表的歌调我们在不同年代的学者采录中都可

以听到看到。第二种歌调可能与布农族、邹族

有关系，吕炳川曾对邵族音阶do、re、mi、sol提

出问题：“（1）这个音阶是受到布农族音阶的影

响吗？（2）是由口琴或弓琴乐器的泛音得来的

吗？或是与布农族的推断相同？（3）在乐器使

用以前，就已经有了这种音阶吗？”㊴

吕炳川指出，“杵歌”是以无半音的五声音

阶来唱的，其唱法是在中途有计划地移调三音

半。在歌唱途中有些和音，这与布农族全曲和

音唱法不一样，而与邹族一样。㊵

且1934年淹水前，邵族barawpau所立《化

番的由来》碑文也刻有：“距今二百六十多年前

（灵元天皇天和元年1681、康熙廿年、永历卅五

年）初春，嘉义厅下大埔猪母蚋社（邹族）番丁

二十四人在八通关山及峦大山狩猎时出现一头

白鹿，向东北方向逃逸，依其足迹追猎，发现日

月潭。”

第三种音调可能是一种混融的聚合音调。

理由二：生活中所有想说的人和事都可以

在该歌腔框架中即兴编唱。1922年学者所采录

的《招友来游歌》和《亲睦的歌》均与划船、游

玩有关；而深入田野的林清财认为，《招友来游

之歌》原来是《猎首歌》（即《出草歌》），是日

据年代邵人划船去接日本警察时编唱的㊶。1943

年黑泽龙潮采录的《湖上的愉悦》《收获的快

乐》内容虽然接近于1922年所采录的版本，然歌

词已经有很大的丰富。20世纪70年代，吕炳川、

许常惠所采录的版本则有更多不同的内容。

所以，虽然知道1922年张福兴、田边尚雄感

叹日月潭石印社的杵乐成了旅游业的游戏，口

传心授的传统杵歌已经不复听到，杵歌的“出

现”乃见于1943年黑泽隆潮的唱片解说，而后

《招友来游之歌》和《亲睦的歌》合二为一被

正式称为“杵歌”，且间插于杵音和竹筒合奏之

中，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完整的杵乐表演。

这些歌虽因生活内容的不同而有简繁之不同，

虽因时光的更迭加以组合且加花装饰，甚至曾

经加进过流行歌舞—以毛王爷歌舞团为时

尚；而乐器在组合上、音高上也有变化，如吕炳

川所说的与邵族除夕祭仪上的“舂石音”就有

差别，“杵的支数不是固定的，据第一次调查

㊴吕炳川：《台湾土著族音乐》，台北：台湾百科文化事业

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40页。有一种说法：“原来住在西部

平原靠近海岸的loga-an的蒲嫩族，渐次循着浊水溪、郡大溪

移向峦大社。水社番是峦大社分出来的。蒲嫩族的移动路径是

taulak→linpaho→lamongan→daingad的顺序。其后经过日月

潭的那边和埔里社附近，移到卓社附近，由此处到日月潭去的

变成水社番。”陈进复、袁明智、洪国胜：《邵族故事集》，载洪

国胜、钱善华：《邵族换年祭及其音乐》，高雄：高雄市台湾山

地研究会，2006年，第243页。

㊵参见吕炳川：《台湾土著族音乐》，台北：台湾百科文化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

㊶引自2020年1月4日笔者对林清财的电话采访。

蓝雪霏 : 从台湾邵族杵乐的旅游开发与福建对杵乐的改制谈“非遗”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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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外，杵数为十一支，第二次在屋内则为六

支。… …杵有长短不一，在石磬上交替敲打谱

成旋律，在以前，击杵时也使用竹筒，现在则

只有杵而已，六支杵的音阶大致如下：bb2、g2、

e2、f2、g2、c2（原稿为五线谱）”㊷。但我们毕竟

看到、听到了一百年来邵族所代代固守、传承的

“族性”歌调，我们还可以推测，商业化之前的

杵舂中所哼唱的也应该是这类的调子。我们不

能不感叹：早在一个世纪之前，邵族开始的旅

游商业化却也让“杵乐”获得涅槃再生—原

来不过是早晚在屋里的杵舂之声，原来只在大

年除夕举行的族群仪式之音，却能脱去疲惫打

开局限，来到湖光山色面前，将咏叹生命之歌

穿插在交替敲打的劳动神圣节奏之中，为人，也

为己，奉上天、人之乐。

当“现代化”以摧枯拉朽之势覆盖而来，传

统音乐不是消亡，就是重组。在顺应历史潮流

的“发展”中，固守传统音乐的基因无疑是明智

的选择。

于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族群在社会发生巨

变时所表现的明智，他们以满满的文化自信，利

用了天时地利，给传统音乐注入活力，做到了

自身的“保护”。

（二）大陆对“杵乐”的改制

大陆在1980年因无法听到台湾“杵乐”的

声音，只能在有关“杵乐”的文献基础上加以

想象：选取的旋律并非邵族民歌而是以阿美族

为主要元素的“流行民歌”；舂杵、竹筒每根一

个音被制成以五声音阶排列的形式，合敲乐杵

和竹乐筒时均可奏出旋律，可以作“和弦”伴

奏—虽然后来才看到吕炳川“在石磬上交替

敲打谱成旋律”之说，但我们从台湾此前及此

后采录的音响和著作中却难以听出乐杵奏出的

“旋律”，在日月潭邵族舞台上表演的杵乐中听

到、看到的杵棒和竹筒即使是有音高，也构不

成有意识的、规律性的音组织关系；大陆“杵

乐”的表演方式是边奏乐边唱边跳，而非日月潭

“杵乐”，舂击一会儿停下来唱一支歌，然后再

回头舂击石音。在今天看来，大陆这些改制肯

定与日月潭原生的杵乐有相当的距离。但是，日

月潭杵乐所固守的基因—舂杵的叮咚之声，

又杵又唱的形式以及日月潭的特定场合，都保

留在大陆的《杵乐》之中，特别是大陆对乐杵的

改制—杵和竹筒都能各自奏响旋律并相互伴

奏，其与节目的编排连同舞台设计构成了另一

种美，这也是改变了时、空、价值意义的日月潭

杵乐在大陆舞台受到各界瞩目的原因。

由此，笔者想到传统虽然是过去时，但当

时、空发生了改变，要激活“传统”就必然发生

改变。衡量其改变的价值性与否，当以传统的

优秀部分是否得以继承且是否有艺术创新为标

准。切入当今作为国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

一种理念，是对母语优秀文化遗产的自觉与眷

护，是对不同族群的人类文化的理解与欣赏；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也是一种行为，是以

自身独特的优秀文化的原样继承为基础，及对

不同族群的人类文化精华的汲取。唯此，才能

发挥主观能动性，生发出没有改变属性的中国

音乐文化的万种风情。

附言：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何丽丽教

授、唐振华博士的协助，特此感谢！

㊷吕炳川：《台湾土著族音乐》，台北：台湾百科文化事业

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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