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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论 

民族音乐学是连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

桥梁，“从作为最初的学科平台开始，就有了作

为研究对象的音乐文化和作为方法论支撑的人

类学两个基本来源”①，研究的议题始终与社

会、文化紧密相关。问卷调查是通过实证进行

定量研究的典型方法，从人文角度考虑，问卷

调查是“通过对个体进行一套标准化的问题调

查，以获取人类活动的感知、行为、态度等原始

数据的一种研究方法”②。由此可见，在民族音

乐学调研中对问卷调查方法进行适当妥善的运

用，有助于针对具体问题从微观视角系统地加

深对音乐行为与社会文化环境关系的认识。

目前，问卷调查主要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已

经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民

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

摘  要：民族音乐学是连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桥梁，问卷调查是通过实证进行定

量研究的典型方法，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在民族音乐学调研中，对问

卷调查进行适当妥善的运用，有助于针对具体问题从微观视角系统地加深对音乐行为与社

会文化环境关系的认识。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典型人文对象的主观性特征，在运

用实证性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时有一定难度，极少涉及问卷调查方法。而在针对南传佛教佛

学院现代佛寺教育模式下经文—诵经教学系统的构成及发展情况的调研中，鉴于调查问题、

研究范围和对象具有展开问卷调查分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尝试以佛学院的学僧作为调查对

象，运用调查问卷收集相关资料，并通过分析总结得出较为有效的调查结果。进而对问卷调

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调查中的使用提出初步的建议，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和拓展该方法在

本学科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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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运用

○  董  宸 

— 以南传佛教佛学院经文—诵经教学系统的调查分析为例

民族音乐学学科从文化行为角度理解音乐，强

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但是民族音乐学的特殊性

在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音乐及其相关文化，具

有典型人文对象的主观性特征，使得民族音乐

学较难开展实证性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因此，

虽然民族音乐学处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相

互关联之处，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音乐，探索关

于艺术行为和艺术产品的知识与规律”③，但无

论是从学科理论方法角度还是研究实践角度，

都极少涉及对问卷调查方法的讨论。目前，从

①杨民康：《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

究—兼涉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对象学科向思维学科转型的几

点思考》，《中国音乐》，2016年，第3期，第12–13页。

②Nicholas Clifford, Gill Valentine. Key methods in 

geograph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p.231. 

③〔美〕艾伦·帕·梅里亚姆著：《音乐人类学》，穆谦译，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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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实践角度涉及问卷调查方法的有：齐琨在

针对香港庙街高升歌座的考察中，用调查问卷

作为了解访问对象基本信息的手段；④李松兰、

黄虎在对全国高校音乐院系少数民族音乐教学

传承现状进行的调查中，通过电子问卷的形式

进行随机抽样，并对最终回收的33份问卷进行

了分析。⑤在研究方法角度，仅有杨曦帆在《社

会学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意义与实

践》中，以介绍的方式提及在社会学基本调查

方法中的抽样、问卷、统计方法。⑥

问卷调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其本质是通过统计获取“数据”的一种途径，在

运用中可通过对多种方法的把握，根据实际调

查需要，借助统一、标准的收集程序，获取有针

对性的调查结果。考虑到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中

交叉学科间理论方法交流互补的发展趋势，不

仅民族音乐学日益受到相关交叉学科的重视，

而且学科自身也逐渐呈现出综观、包容、多元的

积极发展态势。因此，民族音乐学对问卷调查

方法的使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人文学科借

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中相对更具客观性的分析

验证方法的一个典型方式，通过带入本学科聚

焦式和融入参与式⑦的田野调查中进行适应性

的吸收，并结合研究实际对该方法进行转译和

掌握。这样，可以在音乐文化材料系统收集整

理的过程中，辅助具体调查内容展开综合分析，

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社会内容

是如何渗透到音乐当中的，进而分析阐释音乐

行为与社会习俗的关联及其构成的规律。

结合民族音乐学及其交叉学科人类学／民

族学目前对问卷调查方法的应用实际来看，问

卷调查涉及的调查范围多集中于城镇，尤其是

在校园中的运用最为普遍，不仅调查结果具有

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并且调查过程的可控性较

强。鉴于以上，笔者以较为充分的前期调查为

基础，考虑到调查问题、研究范围和参与对象

具有展开问卷调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尝

试使用该方法。笔者针对自1980年宗教政策恢

复后，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发展重构中产生的佛

学院教育模式，以其经文—诵经的教学及构成

情况为研究对象，以佛学院的学僧作为调查对

象，设计了半结构式⑧的调查问卷，对佛学院经

文—诵经系统和风格的组织构成、产生的影响

及其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得出较

为有效的调查结果。进而尝试在此调查实践的

基础上，对问卷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中的使

用提出初步的建议，以期启发和拓展该方法在

本学科的应用。

二、南传佛教佛学院教育模式中

有关学僧经文—诵经学习情况的调查问卷

中国和东南亚信仰南传佛教的国家和地

区，其传统文化中适龄男童都要出家为僧，在

佛寺接受教育，世俗教育依附于佛寺教育，形成

“教教结合”模式。自我国现代学校教育普及

推广以来，“和尚生”就成为世俗教育与佛寺教

育相互适应而产生的特殊学生群体。目前，对

这一群体的关注，多集中于学校教育与佛寺教

育传承之间的矛盾问题，而就现代发展产生的

问题，针对信仰南传佛教的民族社会自身主动

进行适应和解决的关注还不够。而20世纪80年

代以来，南传佛教佛学院的开办和发展就是佛

寺传统教育模式现代化适应和改良的一个非常

④参见齐琨：《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中的问卷、访谈、观

察—以香港庙街高升歌座考察与分析为例》，《星海音乐学

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⑤参见李松兰、黄虎：《2014高校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现状

调查报告—关于33份调查问卷的分析研究》，《星海音乐学

院学报》，2015年，第3期。

⑥参见杨曦帆：《社会学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

意义与实践》，《艺术探索》，2006年，第S1期。

⑦参见杨民康：《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一种从艺术切入

文化情境的表述方式》，《民族艺术》，2016年，第6期。

⑧半结构式的调查问卷，介于结构式和开放式之间，根据

不同的问题类型，既有结构式的固定标准答案选项，也有开放

式的让被访者自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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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例证。一方面，佛学院通过应对外在变

化，调整自身进行改良，即整合佛寺教育和现

代学校教育（世俗教育），确立自身的经文—诵

经教学系统；另一方面，佛学院集中了西双版纳

各地的学僧和老师，这里的人员构成及其对经

文—诵经内容和风格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可以

反映西双版纳各地南传佛教信仰传统恢复发

展的情况。进而，学僧在佛学院对经文—诵经

内容和风格的学习掌握，又会在日后对西双版

纳各地形成反馈，产生影响，逐渐作用于地方

传统的发展重构中。

（一）佛学院办学模式确立过程的概况

南传佛教传统的佛寺教育主要涉及文字、

经文、诵经、佛法、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等方

面，20世纪80年代恢复宗教活动后，为应对我

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整体社会的发展变革，西双

版纳南传佛教社会依据佛寺教育传承发展宗

教、民族文化的需要，逐渐进行适应性的调整。

西双版纳地区有政策规定，为保证义务教育阶

段的入学率，要求男童在小学毕业后才能正式

出家为僧。由此，小学毕业前男孩只能作为“科

勇”⑨在佛寺旁听学习，接受家中父母的管教，

不能在佛寺过夜。小学毕业后的男孩举行“升

小和尚”仪式，出家为僧，白天去学校接受中学

教育，放学后回到佛寺继续学习傣文、经文和

佛法。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男孩子

进入寺院后成为佛教佛、法、僧三宝中的一员，

只接受佛爷的管教，父母亲人甚至学校的老师

都成为了他的信徒。在传统佛寺教育中，小和尚

一直在寺院中，时时接受佛爷的耳提面命和老

人、信众的监督，然而在现代学校教育和佛寺教

育的交锋中，对小和尚的管理形成了寺院、学校

和家庭之间的管理真空，小和尚越来越难以管

教。第二，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小和尚要面

临出家还是还俗的选择，以及继续接受何种教

育的选择。这些小和尚，如果初中毕业后还俗，

通常达不到上高中的条件，大部分会在尚未成

年前就务农或进入社会工作，而继续出家的小

和尚，就要继续兼顾在学校和佛寺的学习，课

业压力很大。这种现实矛盾和非此即彼的选择

冲突，分流了不少原本想要进入佛寺或者留在

佛寺学习的孩子，直接影响到以经文—诵经为

主体的宗教文化传承。

由此，为了给不同阶段的适龄男孩提供更

多、更高质量的受教育的选择，并在保证僧侣数

量的同时提高僧才质量，20世纪90年代经中国宗

教局批准，在西双版纳景洪建设了云南省佛学院

西双版纳分院，这是我国目前唯一一所南传佛

教专门院校。佛学院旨在为小和尚提供更高级

的专门佛寺教育，并表现出对传统佛寺教育方式

的改良。首先，改变了村寨佛寺的分散教学和管

理，将不同地方适龄的小和尚集中在一起统一接

受教育，将传统宗教社会结构与民族社会需求

结合，继续维持佛寺教育方式的传承。其次，从

政策层面继续协调，与现代世俗学校联合办学，

学校教育和佛寺教育双轨协同发展。再次，淡化

了寺院、学校和家庭之间对小和尚的管理真空，

并为学僧提供更多继续深造学习的机会，为培养

高水平僧才和社会人才提供了条件。

根据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所了解到的情况，佛

学院目前教育模式的确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1995年，萌芽期。松列龙

庄勐自1992年担任总佛寺住持起，开始组织进

行佛寺教育，1993年下半年开始正式招生，主要

组织学僧进行集中的短期培训。

第二阶段：1995-2004年，调试期。“云南上

座部佛学院”在1995年挂牌成立，开始正式招

生，主要是培养初级僧才，聘请中专退休教师

来佛学院教小和尚文化课，由此开始了佛寺传

统教育方式和现代学校教育方式结合的尝试。

第三阶段：2005年至今，确立发展期。2005

年，佛学院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与西双

版纳州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办学，在佛学院开设

⑨“科勇”，为傣语音译，即“预备小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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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汉双语”中专班，正式确立佛寺教育和现

代教育结合的办学模式。学僧在佛学院接受规

范的学校课程教育和佛寺传统教育，毕业后授

予中专文凭，并可继续到东南亚佛教大学留学

或中国各地高级佛学院进修。2010年，又与西

双版纳州第二中学联合办学，在佛学院开设初

中班。截止到笔者进行问卷调查的2016年2月，

佛学院授课教师共12名（见表1），学僧共四个

班级，其中中专三个年级各一个班，初中有一个

班，且由于学僧傣文程度和经文诵经水平的差

异，又分成两个佛学教育小班进行授课。

由此，在佛学院这种集中教学管理模式的

发展下，其统一、规范的经文—诵经教学系统和

诵经风格，不断巩固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表1  佛学院教职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课程，下午和晚上安排传统佛寺教育的课程；

（2）初中班，上午（五学时）和下午（三学

时）安排学校教育课程，晚上安排传统佛寺教

育课程。

2. 常规教学实践

（1）早上6:30、晚上7:30，全体学僧在大殿

例行早、晚课诵经仪式（各约一小时）。

（2）每年“赕维仙达腊”（供养“维仙达

腊”佛本生傣语故事经）仪式，每位学僧分配一

本经书，独立完成诵经。

在佛学院的传统佛寺教育课程中，常规课

程包括傣文课程、巴利诵经课程、宗教理论课

程等，并编印了相应的教材。其中傣文课程使

用老傣泐文课本学习，熟练掌握文字是学僧能

够进行傣语经文诵经的基础。巴利诵经课程使

用巴利语诵经教材，教材是从篇幅极大的手抄

巴利语三藏经典中抽取早晚诵经和仪式常规

使用的内容，编辑刊印而成。佛学理论课采用

的课本分为初、中、高级，包括经、律、论三藏

经典和佛陀传，是20世纪90年代起从东南亚留

学回国的僧侣用泰国、缅甸的佛学课本翻译而

来，帮助学僧理解巴利三藏经典中的蕴含教义

教理。非常规的课程为傣语诵经课，短期集中

培训。培训使用《维仙达腊》佛本生故事经，佛

学院教师自20世纪90年代起对其进行了重新编

译、校对，并最终成套刊印。根据佛学院的教学

安排，中专班周一、三、五上佛学课，二、四上

巴利诵经课并检查背诵，初中班周一、三、五上

傣文课，二、四上巴利诵经课并检查背诵。

其中，经文诵经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它具

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反馈性，除了对经文内容的

读、写、背有熟练程度的要求，还要掌握诵经音

调。诵经课程包括教、学、检查三方面，不同班

⑪⑩

⑫

（二）佛学院的课程设置及经文—诵经教

学的基本情况

根据笔者的调查情况，佛学院的教学安排为：

1. 常规教学课程

（1）中专班，上午（四学时）安排学校教育

⑩在咨询相关负责人意见后，姓名标识仅首字母。

⑪南传佛教的僧街称谓，即比丘。

⑫玛哈，是巴利语，直译为“大”，南传佛教里指受过佛教

高等教育，有大学问的人。



－ 97 －

董 宸 : 问卷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运用

级由不同老师教授统一的经调，并检查经文背

诵和经调掌握情况。同时学生每日的例行早、晚

课和各类仪式活动的诵经，也都有助于进一步

巩固巴利诵经的内容和音调。傣语诵经教学在

20世纪90年代被特别强调，其主要作用是帮助

学生更加熟练的掌握傣语拼读和诵经经调。后

由于课程和教学安排的时间限制，傣语诵经课

程逐渐弱化，集中在每年举行“赕维仙达腊”仪

式前的节假日进行学习。傣语诵经的基础是傣

文的拼读能力，老师主要传授经调，包含诵经时

高低起伏的旋律以及断句、气口等方面。

（三）问卷调查的设置

基于较充分的前期调查，笔者用半结构式

调查问卷和访谈结合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对佛

学院的学僧群体就诵经音声的了解程度、学习

掌握情况、自我评价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进行

更为系统和深入的调查。这些调查材料也能够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宗教政策恢复后南传佛

教信仰传统在西双版纳各地自主恢复的情况和

程度，以及总佛寺—佛学院经文—诵经系统及

风格发展的实际情况。

佛学院学生数量为88人，为保证问卷的有

效性、完成度和回收率，与教务长和各班班主

任事先达成协调和统一，留出课堂时间给学

僧发放并完成问卷88份，全部回收，回收率为

100％。截止到调查结束的2016年2月份，西双版

纳佛学院中的两个班有少量来自德宏和思茅的

学僧，不属于常规性招生，根据问卷调查的目

的，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籍的学僧问卷不属

于有效问卷，因此回收后问卷的有效率为80％。

调查问卷问题选项主要采取基本统计法进行分

析，无打分选项，未涉及信度、效度的测算。

问卷共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部分：学生的个人基本材料和偏基础

认知的问题。包括班级、年龄、生源地、出家时

间、来佛学院前的学习经历等。

第二部分：选择题。主要关注学僧在未来

的规划中对所学内容的使用／适用情况的判

断，以及他们对各自的地方传统经文—诵经系

统与佛学院经文—诵经系统的比较和判断等。

这些问题比较全面地涵盖了佛学院学僧基于自

身的学习情况，对地方传统及佛学院经文—诵

经教学现状整体的普遍性评价。

第三部分：半开放问题。希望学僧发表自己

对佛学院经文—诵经及其他课程设置和学习方

面的看法、需求和意见，毕业后的个人规划，以

及对所学内容的运用。问题提取有关诵经内容

和风格传承中较为重要的因素，让学僧结合自

己的理解和判断进行评价。

三、学僧经文—诵经的学习基础

（一）佛学院学僧的基本情况 

根据调查问卷，对佛学院不同班级学僧的

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2），其中不同班级

学僧的年龄分布情况为，中专班7班（即中专三

年级）17-21岁，中专8班（即中专二年级）16-20

岁，中专9班（即中专一年级）15-19岁，初中班

14-19岁。

表2  佛学院学僧基本情况统计表

根据对学僧基本情况的统计结果，得出以

下判断：

其一，中专7班和8班有部分来自普洱（以景

谷为主）和德宏的学生，由于目前德宏佛学院尚

未建设完成，普洱仅有景谷、普文等傣族聚居

区信仰南传佛教，没有集中办学的条件。该情

况具有偶然性，不属于固定招生范畴，故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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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籍的学僧问卷不属于有效

问卷的范畴。

其二，佛学院的布朗族学僧所占比例很小，

据此结合笔者同布朗族祜巴和往届佛学院的

布朗族毕业生的访谈情况来看，一方面，布朗

族主要聚居于勐海县布朗山等地，在宗教恢复

时，依托仅一山之隔的缅甸布朗族聚居区，在僧

侣、宗教活动、经书文本、诵经风格等方面都得

到了较好的恢复。另一方面，相对于聚居于平坝

地区的傣族，布朗族受到现代化的冲击较晚、

较小，目前布朗族聚居区的僧侣和小和尚相对

数量较多，且没有完全遵循男孩必须小学毕业

后才能出家的规定，很多男孩自小就出家在佛

寺接受传统教育。由此在布朗族聚居区，南传

佛教文化传统和佛寺教育传承维持情况较好，

现代教育和传统佛寺教育之间的矛盾不突出，

因此布朗族学僧去佛学院学习的需求少。

其三，西双版纳景洪、勐海、勐腊三个市

（县）的学僧数量的比例差别较大，佛学院分别

来自西双版纳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的教师数

量的比例为3︰6︰2，学僧数量比例为14︰15︰1。这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教恢复后三个市（县）信仰

文化传统在民间的恢复情况决定的，恢复情况

越好，则僧源越充足，反之则不然。

（二）学僧入学前的学习基础情况

中专班的学僧，在来佛学院学习前已经

在村寨佛寺学习过的占98.2％，其中学习过傣

文、巴利经文诵经和傣语故事经诵经的分别占

89.4％、84.2％、36.8％。学僧入学前都是在村寨

佛寺跟随住持学习，住持为本寨人的占78.9％，

有外出学习进修经历的占46.7％。入学前有一定

傣文和诵经基础的初中诵经1班，人数占整个初

中班人数比例的45.1％，其中来自勐海县勐混

镇的学生占到了78.6％，这部分学生入学前跟随

村寨佛寺的住持学习，住持均为外地僧侣，其

中92％在缅甸学习过。初中诵经2班是没有傣文

和诵经学习基础的学僧，在入学前接受过佛寺

教育的比例达93.3％，但只学习背诵了升小和尚

仪式中需要使用的诵经内容。

这一调查结果显示，傣文和巴利诵经在西

双版纳各地都属于小和尚入门学习的重点，巴

利诵经在男童正式出家前就会接触到，参加升

小和尚仪式都要背诵相应的经文。但这时的

诵经教学是口头模仿和背诵，系统的文字学习

通常在入寺后才正式开始，傣语故事经诵经的

学习则是在掌握所有文字之后才能进行的，傣

文的熟练程度直接影响诵经技巧的发挥，故

此，在入学前学习过傣语故事经诵经的比例相

对较低。

西双版纳地区规定适龄男童须在小学毕

业后才能正式入寺成为小和尚，佛学院的初中

班，就是为小学毕业后刚成为小和尚的学僧

们开设的。受到现代教育的挤压，在城市化发

展进程较快的市镇，很少有男孩在正式出家前

进入佛寺学习，因此在初中班一半以上的学僧

在出家前少有傣文和诵经基础属正常现象。但

同时，也有较多信仰环境和寺院管理较好的区

域，准备出家的男孩很早就会作为预备小和尚

经常出入寺院与小和尚一起学习，参加早晚课

诵仪式，有了较好的文字和诵经基础。由此，佛

学院初中班的学僧们在入学时，其学习程度形

成了两极分化，佛学院根据这种差异，将初中

同年级的学僧，在传统佛寺教育课程中，分为一

个提高学习班和一个基础学习班，其中初中诵

经1班为有一定佛寺学习基础的学僧，初中诵经

2班为没有佛寺学习基础的学僧。

在初中诵经1班中，来自勐海县勐混镇的学

生占78.6％，分布在不同的村寨佛寺，并且这些

村寨佛寺中的住持很多都有在缅甸学习进修的

经历。这与勐混镇自宗教政策恢复至今，南传

佛教文化传统的恢复情况和整体的信仰环境都

维持得比较好有很大关系。勐海地区凭借与缅

甸便利的跨界区位优势，依托密切的民间宗教

文化往来，维持了相对较好的信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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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僧对地方与佛学院诵经风格的比

较、判断

问卷根据学僧在佛学院入学前、后分别在

不同地方学习的这一情况，提出有关村寨佛寺

和总佛寺—佛学院不同类型经文诵经风格的

异同问题，并进一步调查诵经风格的差异对学

僧学习的影响情况。

有关巴利语经文的诵经风格，问卷显示，

中专班学僧在生源地与佛学院风格的差异程

度在“很大”“一般／较小”“没有”三项之间的

比例（以下简称为“‘三项’的比例”）为6︰22︰

9，而初中班为0︰24︰7。随后的问题是关于差异

的程度对学僧学习影响的程度，其“三项”的

比例中专班为0︰14︰23，初中班为0︰14︰17。针

对傣语故事经诵经，学僧对其生源地与佛学院

诵经风格差异问题的判断，其“三项”的比例中

专班为7︰24︰6，初中班为2︰27︰2。而在这种差

异基本没有影响学生学习新的诵经风格的问题

上，“三项”的比例中专班为0︰17︰20，初中班

为0︰11︰20。且学僧们都认为自己能够跟上现

在佛学院的傣文、巴利诵经和傣语诵经课程。

这一调查结果显示：

首先，从巴利语经书诵经风格来看，传统

的地方风格与总佛寺—佛学院确立的诵经风格

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其中一部分学

僧认为村寨佛寺和佛学院的巴利语经文诵经

风格没有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在的村寨佛寺的

住持都有在佛学院学习（毕业）的经历。

其次，从傣语经书的诵经风格来看，佛学

院和村寨佛寺傣语经文诵经风格的差异程度，

学僧选择差异大和较大的比例较高。一方面是

由于傣语故事经文比巴利语经文诵经有更强的

“旋律性”，不仅地方性风格明显，且有个人发

展创作的空间和条件。另一方面，虽然佛学院

的老师接受的是各自地方（村寨）的传统诵经

风格的传承，但经过长期个人念诵实践和在外

的学习生活，诵经风格都发生了一些融合和变

化。因此学僧自然会认为自己当地的传统风格

与佛学院的诵经风格存在一定／较大的差异。

但是，由于入学前学僧们基本都没有学习过傣

语经文诵经，因此这种风格的差异并未给他们

的学习带来很大困难。

四、学僧对诵经风格的学习和实用情况的判断

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是明确学僧对地方

诵经风格和音调的了解和掌握情况，这部分需

要学僧结合学习经验进行判断。

学僧认为，毕业后如果回到原来所在的村

寨佛寺，信众能够接受自己在佛学院所学的巴

利诵经风格和傣语故事经诵经风格的比例高达

92.8％。同时，有67.6％的学僧选择回到村寨后

会使用佛学院学到的诵经内容和风格，23.6％

的学生选择改用地方风格，1.4％的学生备注说

回去听取当地人的意见再决定，还有7.4％的学

生表示不知道怎样选择。

对于自己所在地区的巴利语经书诵经风

格，有79.1％的学生表示是了解的，而对于所在

地区的傣语经书诵经风格，比例相对更高，为

88％。在此基础上，学僧们经过在佛学院的学

习后，认为自己仍然能够使用地方传统音调念

诵巴利经书的比例占29.9％，会一些的占53.7％，

不会的占10.4％。而经过学习后仍会用地方传统

音调念诵傣语经书的比例占26.9％，会一些的占

58.2％，不会的占9％。针对这两个问题，有6％的

学生认为自己不能做出判断。

目前，佛学院傣语故事经诵经音调的课程，

安排在供养经书仪式举行前集中进行。据笔者

对20世纪90年代在佛学院任教的老师和毕业

生的访谈来看，彼时傣语故事经的诵经音调在

教学中很受重视。这一被称为“朗木坦木”（诵

经音调）的课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辅助傣文

教学，这点与传统村寨佛寺教育相似，可以帮

助学生更好的掌握傣文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

结合这一情况，笔者在调查问卷中提出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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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希望通过学习傣语诵经音调来更好的掌握傣

文？”和“是否希望能跟地方的老人学习传统的

诵经音调？”两个问题，结果显示，学僧均做出

肯定的选择。

由此可见，目前西双版纳仍然保持了传统

的诵经风格分区，但大多数佛学院的学僧，会

选择使用在佛学院学到的巴利经文诵经内容和

风格，而关于傣语故事经，学僧则普遍想要学习

各自地方的传统风格。这一调查结果与目前巴

利经文诵经地方性风格逐渐弱化，而傣语经文

的地方诵经风格仍然能够辨明的现状相符。同

时学僧们不仅在学习诵经时并没有很大困难，

也表示在学习后仍能掌握，或者部分掌握地方

传统诵经风格。学僧灵活可变和兼而有之的态

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诵经风格的多

元、融合已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五、学僧对佛学院经文—诵经教学系统的看法

和未来规划

问卷的最后一部分，尝试了解学僧对佛学

院经文—诵经及其他课程设置方面的看法，

对所学内容的运用，其他方面的学习需求和意

见，以及毕业后的发展规划。从更深层次了解

学僧群体的想法，并反映出佛学院（经文—诵

经）教学系统和方式的实际效果及其可能产生

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南传佛教音乐

文化在西双版纳各地恢复重构的现状和未来

发展传承的趋势。

（一）调查情况

首先，从学僧的入学动机来看，多是在家长

和大佛爷的安排下来到佛学院读书，自愿前来

学习的人数仅为4％。

其次，从学僧对具体教学内容的评价和需

求来看，他们普遍认为应当接受现代学校教育，

也都认同有关傣文和诵经内容的学习会对以后

有很大帮助，有96.7%的学僧认为自己以后会将

现在学习的诵经内容和风格应用于地方佛寺

的教学中。而针对学僧对目前佛学院教学和课

程安排的看法，问卷采用半开放的答题形式。

学僧主要表现出三类态度，一部分学僧对佛学

院的教学安排没有过多的想法，认为现在这样

就可以；另一部分学僧则认为，现代教育课程

和传统佛寺教育课程在早、中、晚都有安排的

方式，让他们感到非常辛苦，其中有学僧认为，

多种学习内容的穿插令他们感到“很混乱”。此

外，还有一些学僧对佛学院的教学安排和管理

提出更高的要求，认为教学管理和上课的进度

很松懈，提出“（教学）不够严谨，应该提高教

学质量”的意见。

第三，从学僧对自己的未来规划来看，中

专班学生希望毕业以后能继续深造的比例为

38.9％，有学生写出具体的地点，如泰国、斯里

兰卡等；毕业希望回地方做寺院住持的有11%，

此外还有33%的学僧想毕业后还俗，剩余学生

表示暂没有想法或不知道。而初中生对自己读

完初中后的规划则相对简单，53.3%的学僧表示

想继续深造，其中一部分希望读高中／中专，另

一部分则希望去东南亚学习；其他46.7%的学僧

表示毕业后想要还俗，可以的话就继续读书，

不行就工作。

（二）调查结果分析

根据这一调查结果，结合笔者与佛学院招

生老师的访谈，佛学院的学僧中有一部分是在

地方佛寺和学校里很“不好管”的学生，因此

才被家长送到佛学院。而佛学院通过明确的分

工，能够在生活和学习上对学僧进行统一的组

织管理和教导督促，对这些学生形成了有效的

管理。问卷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学僧在入学后，

在学习态度和认知方面，普遍对宗教文化和民

族文化方面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并且也在学习

上有了自己的想法、选择，会提出更多的学习需

求。由此可见，佛学院的集体教学管理不仅有

助于学僧学习具体的宗教文化知识，还能够从

整体环境上督促和影响学僧，有助于他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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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解南传佛教文化，确实有利地缓解了现代

学校教育与佛寺教育之间的矛盾。

结合调查结果来看佛学院经文—诵经系统

的传承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首先，大部分学僧认为，将来会把在学校学

习到的内容和风格应用到地方佛寺的教学中，

这里先不考虑未来可能的变量因素，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预测出诵经风格系统未来发展会有多

元融合的趋势。尤其在巴利诵经风格方面，佛学

院风格会对地方风格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

从佛学院经文—诵经教学系统的确立来看，形

成了与以往传统村寨佛寺教学传承体系的平行

发展，而佛学院集体、规范的学习管理方式，则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依托地方村寨佛寺传

承的地方诵经风格分区。随着西双版纳各地很

多熟悉传统的老人逐渐过世，加上现代学校教

育的推动、汉化程度的增强，南传佛教传统的

地方经文诵经风格和经腔系统传承，实际上已

经面临青黄不接的情况。这时，依托总佛寺确立

并日益发展成熟的佛学院教学模式系统，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村寨佛寺没有能力组织传

统佛寺教学的境况，有助于僧才的培养，并逐渐

形成完善的僧才培养体系，同时为南传佛教音

乐文化的传承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其次，佛学院的教学系统已经对地方佛寺

产生影响，例如佛学院的巴利诵经课本在地方

寺院的推广使用，诵经风格的影响也在各地有

显著的体现。

第三，傣语故事经的诵经风格则仍然维持

着传统的地方风格分区。一方面，佛学院教师

的傣语故事经诵经风格建立在他们原本掌握

的地方风格的基础之上，佛学院会安排与学僧

所属生源地或诵经风格相近的授课教师进行

分班授课；另一方面佛学院傣语故事经的诵经

属于非常规教学内容，因此学僧在这方面的学

习，很大程度上仍需依托地方传统风格的传

承。此外，通过在佛学院的学习，大部分学僧意

识到传统诵经内容及风格的丰富性对民族文化

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们在回到西双版纳各地

时，也会有意识地向老人了解和学习各种传统

的诵经音调和地方佛曲，产生了自发学习保护

传统诵经风格的趋势。

整体来看，目前西双版纳佛学院巴利经文

的诵经内容与风格系统，对西双版纳各地的传

统传承体系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多元融合发

展的趋势，但各地方诵经风格系统仍然会在一

定阶段内继续维持，同时还会受到诸如跨界传

播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傣语故事经诵经风格方

面，佛学院的教学在整体上仍维持了西双版纳

傣语故事经的传统诵经风格的分区。

六、问卷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中的运用

笔者针对南传佛教佛学院的教育模式中经

文—诵经教学系统的构成及其发展情况，以佛

学院的学僧作为调查对象，运用调查问卷收集

基本材料，对一系列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

统计和分析，得出有效的调查结果。问卷调查

方法强调实证，而实证主义方法论所强调的是

对研究的假设进行实证和整体主义的研究，需

要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因此，结合民族音乐

学的研究需求和笔者一定的调查经验，认为可

以从民族音乐学研究使用调查问卷方法的切入

点和目的，调查问卷方法在具体使用中的注意

事项这两方面提出初步的建议。

（一）民族音乐学研究使用调查问卷方法的

切入点和目的

1. 在民族音乐学的调查中，对音乐文化持

有者进行调查以及对音乐文化内容进行收集具

有集中性，因此调查问卷作为标准化的数据收

集程序，可以用于了解研究对象和当地音乐文

化的基本情况。不仅有助于快速融入调查群体

以及同研究对象建立密切的关系，并且能够为

针对焦点问题的集约调查提供有效经验。

2. 调查者经过前期调查，对研究对象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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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有整体性的把握，并确认能够在一定社会场

景、群体中持续地识别出相关的调查对象、问

题和现象的基础上，产生运用调查问卷针对具

体问题展开基础或深度调查的需要。随后通过

逻辑规范、细致准确的问卷调查组织，一方面，

对问卷答案进行详尽有效的统计、分析和总

结，能够使研究在微观上进一步深入；另一方

面，可以参考分析结果，进一步用于访谈、参与

等调查方式当中，增进整体调查效果。

（二）民族音乐学研究使用调查问卷方法的

注意事项

1. 把握基本原则：问卷调查在社会科学的

调研流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

使用方法和规范。民族音乐学在对其进行借鉴

和使用的过程中，先要明确问卷调查是针对某一

问题，在一定的规范中用问题的形式收集材料，

并将这些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这种标准化、统

一化的收集程序在针对人文研究对象的调查中

并非普遍适用，因此需要在准确把握问卷调查

功能和方法的基本使用原则的基础上，针对适

当的对象和问题进行使用，避免做无用功。

2. 确认可操作化范围：综合考虑研究对象

及调查问题的两个方面，来确定民族音乐学研

究使用问卷调查方法的可操作化的范围。（1）

研究范围和对象具有进行量化调查的可转化

性，研究者要判断问卷调查收集的信息结构，

制定问题时要定位层次和目的，达成从音乐对

象层到研究知识层的信息转化的可能。而这种

转化要基于局内人的主位观，即考虑到参与者

能够借助问卷表达自己的信息和观点，如此才

能使问卷具有系统和意义。（2）参与者群体所

处的地域／区域、调查的音乐文化事项／问题

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民族音乐学调查群体多

分布在村寨当中，考虑到这一现实因素，且以音

乐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主观上的不稳定性，要展

开问卷调查，首先要考虑该方法在田野调查中

展开的阶段及目的，再据此设计田野调查与分

析研究的衔接方式。此外，问卷的参与者及调

查事项在一定的调查范围内需要具有稳定性，

这是保障调查样本数量和质量的基础。因此，

对于民族音乐学的调查而言，如果是田野调查

前期为了便于进入田野，作为了解调查对象基

本信息的手段，那么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调查

问卷方法具有较广的适用范围；但如果是有深

入调查收集资料或有针对性地解答相关问题的

需要，那么问卷调查方法则更适用于聚居在城

镇当中的调查群体，尤其是具有稳定性的办公

场所和学校当中。

3. 整合调查渠道：由于音乐行为依托于人

而存在，并且在社会生活中有其特殊的构成方

式，故此，要结合本学科人文研究对象的特殊

性，做到问卷调查方法的“民族音乐学化”。一

方面，要考虑问卷调查方法的调查渠道，除了

相关政府单位和相应权威机构的支持，还要充

分运用研究对象的相关社会关系，或者由研究

者直接进行发放和收集等。另一方面，要与民

族音乐学聚合性（聚焦式）、离散性（融入参与

式）⑬的田野调查方法相结合，在结合的方式

上，可以考虑综合问卷与访谈（采录）、问卷与

参与观察等方式。

4. 考虑文化整体性：问卷是研究者和研究

对象之间的沟通媒介，那么问卷设计的信度和

效度就成为关键。由于民族音乐学学科及其研

究人员普遍不强调／不擅长统计测算，因此要

尽可能对社会科学问卷调查方法进行灵活的转

译和改良，要充分考虑文化背景因素，以及调

查内容的整体性，控制调查质量。民族音乐学

调查多涉及使用不同方言和民族语言的群体，

因此尤其要充分考虑到参与者语言文字系统的

多样性，特别是母语非汉语参与者的汉语水平。

并据此确定问卷使用的语言／文字，设计表达

上谨慎、文化上得体的问题，要重视问卷中概

念的一致性和表达的统一性，尽量用调查对象

⑬同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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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习惯进行表达，以此保证研究者和调查

对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对问卷中的概念和

表述达成相同的理解。

5. 以人为本：理想的问卷在设计中应当充

分考虑到两个功能，也就是问卷能将调查者的问

题顺利地传达给被访者，而被访者能够顺利回

答问题并为调查者所用。进而，在民族音乐学对

问卷调查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尤其要考虑到音

乐这一人文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给予调查对象充

分的尊重和理解，考虑到“人”的感受。要结合考

虑被调查群体对问卷形式的接纳程度，在其能

够接纳的前提下注重安排好问卷调查中的各种

细节，包括保密性、问题设计、组织方式等，令被

访者可以接受问题并回答，同时回收问卷后调查

者能够处理问卷材料并对收集的数据材料进行

分析，保证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性。

6. 注意过程控制：对问卷调查的过程控

制，是保证问卷调查实证性的基本手段。“社

会科学中的问卷调查属于方法论意义上的实证

主义范畴内的科学主义流派,来源于对于自然

科学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的‘在受控条件下可重

复的试验’的模仿，并以此实现其科学性。”⑭

问卷调查从研究者到对象，是建构人与人的关

系，具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这一特征在民族

音乐学领域更为突出。那么涉及到相关分析，

就需要考虑将“主观建构”的方式纳入客观

控制变量的方法中，形成问卷文化背景、具体

内容、问题结构的贯通性和整体性。在此基础

上，为了保证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要结合研

究对象的文化特性，充分考虑调查范围和所涉

人员的情况“专事专办”，最好调查者在被调查

群体中有较高的被接纳度和融入度，另外开展

时能尽量依托强有力的组织手段和方式。如条

件允许，能够有统计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专业

人员协助，可在设计问卷时考虑到涉及测算的

选项，也可以通过抽样、统计尝试寄送问卷调

查和网上问卷调查。如未有充分的开展条件或

专业人员的协调帮助，不建议盲目涉及，以免有

损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立足于民族音乐学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方

法，需要结合本学科研究实际，从知识论系统、

研究视角和问卷设计上，形成社会科学研究方

法和人文学科研究对象的沟通和整合。民族音

乐学的“扬长避短”，并非是对与人文对象相关

性小的诸如调查问卷方法的规避，而是根据本

学科研究实践的需求，结合跨学科方法论进行

恰当的借鉴和转译，从而“取长补短”。本文尝

试基于整体概念语境结合与研究对象的互动，

建构针对具体问题的问卷，并得出较系统的分

析结果。虽然仍有不足，但确实在民族音乐学

对调查问卷方法的运用上，前进了一小步。希望

借此开启对民族音乐学领域对问卷调查方法运

用的尝试，促进该方法在学科研究实践中的拓

展，以推动使用规范和方法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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