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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调”，也叫“鼓山韵”“本省调”“本

省韵”①，是台湾汉传佛教梵呗的唱诵流派之

一，迄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鼓山调”是福

建的梵呗“福州调”传入台湾后，吸收台湾在地

文化发展衍变而来的。“鼓山调”和“福州调”

都包含丰富多样的唱诵曲调，唱诵风格热闹活

泼，也可以灵活吸收其他姊妹艺术的旋律音

调，如民歌、戏曲等。“福州调”产生并流传于

福州及其周边地区，与福建民间音乐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与闽剧的关系尤为密切。台湾“鼓

山调”与闽剧的唱腔音乐特征也有诸多联系。

本文拟通过梳理“鼓山调”和“福州调”的关

系、“福州调”和闽剧的关系，探讨“鼓山调”

对闽剧唱腔音乐的承续和变易，并分析其变易

的原因。

一、“鼓山调”与“福州调”的关系

台湾的梵呗，一般被分为“鼓山调”和“海

潮音”两个流派。许常惠提出：“目前保留在台

湾佛教音乐的唱腔，归纳为海潮音和鼓山音两

大派，前者属于北方系统，音乐庄严；后者是南

摘  要：“鼓山调”是台湾汉传佛教梵呗的唱诵流派之一，由福建梵呗“福州调”播迁台

湾发展而来。“福州调”在形成的过程中对闽剧曲牌及其常用民歌等音乐元素进行了吸收融

合。“鼓山调”在承续“福州调”的旋律音调、节奏型“坐拍”等因素的基础上，也对其进行了

一定程度的变易，变易主要体现在对闽剧曲牌中的旋律音调进行朴实化改造、拉宽或缩短节

奏等方式。变易的原因是为了适应台湾的语言特点及台湾民众的欣赏习惯等当地文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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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系统，唱腔缓慢。”②上述两个流派主要由于

各自的渊源地不同，以至其唱诵语言和唱诵风

格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海潮音”主要源于江

浙一带，是1949年前后由江浙等地赴台的僧人

传播入台。而“鼓山调”主要源于福建，由福建

赴台的移民、赴台弘法的僧人，或赴鼓山受戒

的僧侣传播入台。“鼓山调”的形成与福建佛教

的发展兴盛及被誉为“闽刹之冠”的鼓山涌泉

寺有很大的关系。

福建佛教在历史上一度兴盛。佛教界有种

说法，“寺院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

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③。此处，“闽中”即为

福建之意。佛教在福建从唐朝开始发展，至五

代两宋时期达到鼎盛。唐时，福建有许多声名远

播的大寺院，如福州鼓山涌泉寺、闽侯雪峰崇

①目前台湾梵呗的另一种唱腔为“海潮音”，主要由江浙

僧人于1949年前后传入。此前已在台湾流传的梵呗曲调统称为

“鼓山调”“本省调”，而“海潮音”也被称为“外省调”。

②许常惠：《台湾音乐史初稿》，台北：全音乐谱出版社，

2000年，第240页。

③［宋］吴潜：《许国公奏议》卷二，《宋集珍本丛刊》第

8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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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寺、福州金鸡山地藏寺、泉州开元寺等。徐经

孙的诗《福州即景》体现了福州佛教发展的盛

况，诗中有云：“潮田种稻重收谷，道路逢人半

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百枝灯。”④

台湾早期的佛教基本都是源自福建⑤，梵

呗亦然。连横所著《台湾通史》有记载：“佛教

之来，已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⑥福建

佛教的兴盛通过鼓山涌泉寺等名刹对海峡对岸

的台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丸井圭治郎《台湾

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记载：“台湾人而想成

为有相当地位的僧侣者，必定要赴福州鼓山受

戒，得到僧侣的资格。这在现时的制度里，身为

台湾僧侣，是因非得要这样资格的公认不可，

不如此的话，难以得到世间一般信徒的信赖，

留锡鼓山者三年为一期。”⑦鼓山涌泉寺在台湾

佛教界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清代，台湾隶属于福建省，因此清代的

台僧，主要是到闽北的福州鼓山涌泉寺，除接

受其传戒仪轨、戒牒外，也往往驻寺学习各种

丛林规矩和早晚课诵等音声佛事。”⑧可见，赴

鼓山受戒的台湾僧侣也会将鼓山的梵呗播迁台

湾。台湾诸多寺院都属于鼓山法脉或者跟鼓山

有着很大关系，如台南大仙寺、苗栗法云寺等。

不仅法脉承自鼓山，唱诵也都称为“鼓山调”。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鼓山涌泉寺的仪轨和梵

呗唱诵是台湾诸多寺院的母体。

福州流传的梵呗唱诵一度被统称为“福州

调”。据王耀华研究：“‘福州调’，应当是来源

于福州地区的佛教音乐的曲调… …并不完全是

同词同曲调的原样照搬，既有同词同曲调地把

福州地区的佛教音乐搬到闽南地区来演唱的，

也有只用福州地区的曲调而配上别的唱词来

歌唱的。”⑨“福州调”用福州话唱诵，普遍运

用于福州及周边寺院的各种法会中。有乐队伴

奏，乐器除了木鱼、铛子、引磬、鼓等佛教的法

器外，还有三弦、椰胡、月琴、二胡、小钹等，具

有非常热闹的效果。据笔者实地调查，长乐天

王寺释本法⑩、民间艺人屠敏⑪、叶天明⑫等一

致认为：在很长时间里⑬，“福州调”不仅像现

在这样流传于福州方言区的小型寺院和民间，

而且也流传于涌泉寺、崇圣寺、西禅寺等大型

寺院。即是说，福州大寺院与民间流传的，以做

法事谋生的小型寺院在法会中所用的仪轨及唱

诵内容、唱诵曲调曾经大同小异。

初传台湾时，“福州调”的唱诵形式依然

保持原状，但不知何时名称被改为“鼓山调”。

在“海潮音”传播入台前，“鼓山调”是台湾最

主要的梵呗。台湾新竹关西潮音禅寺的住持悟

禅法师口述：“我十几岁开始就在这里（潮音

禅寺），当时都唱‘鼓山调’。有乐器伴奏，有扬

琴、二胡、笛子等，哇，好热闹。后来那批老和

尚去世了，慢慢就没有了乐器伴奏。福州来的法

师唱的是福州话，但台湾人不会福州话，所以学

唱的时候，有人用闽南话，我用客家话。”由悟

禅法师的口述可知，“福州调”传入台湾后，为

④［宋］徐经孙：《矩山存稿》卷四，《钦定四库全书》，

国学大师（http://skqs.guoxuedashi.com/wen_2277f/50537.

html）。诗中“三山”原指海上三神山。而此处指福州的别称。 

⑤《台湾佛学院教育之反省与前瞻—以佛教宏誓学院

为例》，中国佛教功德网（http://www.fjgdw.com/news/5092.

html），2018年12月20日。

⑥连横：《台湾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07页。

⑦〔日〕丸井圭治郎：《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

转引自释慧严：《从台闽日佛教的互动看尼僧在台湾的发展》，

《中华佛学学报》，1999年，第12期，第255页。

⑧江灿腾：《日治时代台湾佛教教育的沿革说明》，.http://

www.doc88.com/p-4087377685815.html，2013年9月30日。

⑨王耀华：《福建的佛教及其音乐》，载蔡俊抄：《禅林赞

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第11–13页。

⑩释本法（1930–2015），俗姓李，曾任福州雪峰崇圣寺维

那，后为长乐天王寺住持，擅长“禅和曲”的唱诵。

⑪屠敏（1939– ），男，福州“禅和曲”传承人之一。擅长

演奏逗管，并对逗管进行了改革。

⑫叶天明（1946– ），男，福州人，从11岁开始在法会中

演奏“禅和曲”，为道教及佛教的法会伴奏。擅长演奏的乐器

有斗管（逗管）、月琴、唢呐等。

⑬根据“福州调”唱词集《赞颂集要》出版于1936年可推

断，至迟在20世纪30年代及以前，“福州调”还在福州涌泉寺、

西禅寺等寺院普遍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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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适应当地的需要，语言由原来的福州话改为

闽南语或客家话。

悟禅法师指出：“‘鼓山调’用闽南语或客

家话唱诵，加花比较多，速度较快，比较活泼。

‘海潮音’则唱诵速度很慢，比较庄严，演唱难

度更大。”悟禅法师十二岁左右就在潮音禅寺

学唱“鼓山调”，后来随江苏赴台的续祥长老学

习“海潮音”。曾在圆光佛学院和华梵佛学院教

唱梵呗，早期教唱“鼓山调”。但发现有些徒弟

差不多学会时，就去赶经忏挣钱，于是不再教

授“鼓山调”，只教“海潮音”。悟禅法师强调：

“‘鼓山调’学起来容易，去赶经忏也很快结

束。但是‘海潮音’学起来没那么容易，唱得速

度慢，不适合赶经忏。”⑭

从唱诵风格来看，“鼓山调”更加活泼、热

闹，有时候用电子琴等乐器伴奏以增加气氛。

相对“海潮音”而言，“鼓山调”更接近世俗

性。这种唱诵特点与其母体“福州调”有着不可

分割的联系，而“福州调”从福建播迁台湾后，

在台湾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衍变为“鼓山调”。正

如笔者在相关研究中指出的，“鼓山调”是福建

“福州调”的衍变体。⑮即为母体和子体，二者

在唱诵音调、唱诵风格、节奏、节拍等各方面都

有诸多的一致性。但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福

州调”播迁台湾后，为了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

也发生了一定的变易，二者也有些差异。

二、闽剧与“福州调”之关系

闽剧是福州方言区的主要剧种，是以闽

侯、福清、长乐等地的“江湖”“平讲”“儒林”

等艺术形式为基础，吸收了曾盛行于福州的弋

阳腔、昆腔、“啰啰”等戏曲音乐元素而形成

的。闽剧传统的伴奏乐器主要有：逗管、二胡、

琵琶、扬琴、大锣、三弦、鼓板等。

闽剧的唱腔包括“江湖、洋歌、逗腔、小调

四大部分”⑯，音乐形式为曲牌体。王耀华从三

个方面梳理了闽剧唱腔风格的渊源，分为：本

地民歌的戏曲化、外来声腔的闽剧化、外来小

调的地方化和戏曲化⑰。历史上，江西、江苏、

浙江等地曾有大批移民迁居福建福州等地，

民歌也随之流传至福州，并被闽剧所吸收。据

王耀华研究，“随着江浙女唱班和赣省女伶的

入闽驻榕，江、浙、赣等省的民歌、小调流播福

州，并被吸收为闽剧曲牌，成为‘小调’类的一

个组成部分”⑱。包敏真指出，本地或外来的民

间小调也是闽剧曲牌的来源之一，如【鲜花调】

【孟姜女调】【花鼓】【纱窗外】【银柳丝】等。⑲

由以上研究可知，闽剧的曲牌音乐吸收运

用了不少本地及外来的民歌曲调。在吸收融合

这些民歌曲调时按照自己的风格进行了调适性

改变，通过改变原来民歌的板眼、节奏、行腔或

速度，使之能适应闽剧表演过程中人物性格的

刻画，使其具有了闽剧的特征。

福州地区的梵呗“福州调”与闽剧的唱腔

音乐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常常运用闽剧中很

多曲牌的旋律曲调，对闽剧唱腔音乐的吸收融

合中也同样进行了调适性改变。“福州调”与

闽剧音乐的关系不仅源于闽剧在福州本地的

普及和影响，也源于二者长期的交流融合。“福

州调”的法会中，往往借用闽剧的伴奏乐器及

伴奏形式，鼓山涌泉寺等寺院也曾邀请闽剧的

⑭2018年11月29日，周景春于新竹关西潮音禅寺访悟禅法

师。悟禅法师（1940– ），现任新竹关西潮音禅寺、台北佛国

寺、慈航寺、静观寺住持。早期随礼明法师学唱“鼓山调”，后

随续祥法师学唱“海潮音”。在台湾佛教界以唱诵“海潮音”闻

名，擅长主持瑜伽焰口法会、水陆法会、斋天等各种法会。

⑮参见周景春：《闽台佛教音乐的亲缘关系》，《四川戏

剧》，2019年，第5期。

⑯包敏真：《闽剧唱腔的调式及旋法特点刍议》，载福建

省群众艺术馆、中国音协福建分会民族音乐委员会编：《福建

民间音乐研究》（二），福州：福建省群众艺术馆、中国音协福

建分会民族音乐委员会，1982年，第94页。

⑰参见王耀华：《闽剧唱腔风格的形成》，《福建师范大学

学报》，1983年，第2期。

⑱王耀华：《闽剧唱腔风格的形成》，《福建师范大学学

报》，1983年，第2期，第150页。

⑲参见林庆熙：《闽剧》，《人民戏剧》，197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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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艺人为其法会伴奏⑳。目前，“福州调”依

然普遍流传于福州及其周边地区，活跃于一些

小型的寺院和民间，一些民间艺人也经常为各

种法会伴奏。笔者实地调查中，走访了释本法、

释昌明㉑等法师及民间老艺人屠敏、叶天明等，

上述人员一致表明：民国时期，“福州调”的伴

奏人员多为闽剧艺人或其他自娱自乐的民间艺

人，当下亦然。

由此，“福州调”的唱诵者与乐队伴奏人

员在法会中形成直接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福

州调”亦受到闽剧曲牌音乐的直接影响，闽剧

音乐的特征也被“福州调”所吸收融合。“福州

调”传入台湾衍变为“鼓山调”后，经过不同历

史时空的洗礼，闽剧及部分民歌的曲调及相关

特征已经被“鼓山调”所承续，成为其唱腔音

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鼓山调”对闽剧音乐的承续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与融合，梵呗“福州

调”与闽剧曲牌音乐有着明显的承续关系，主

要体现在旋律音调及节奏、节拍等方面。鉴于

“鼓山调”和“福州调”的亲缘关系，台湾“鼓

山调”对闽剧曲牌音乐的承续关系依然较为明

显。承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闽剧曲牌旋律音调的承续

“鼓山调”中有些旋律音调与闽剧曲牌

的旋律音调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可以体现出

“鼓山调”对闽剧部分曲牌直接承续的关系。

如“鼓山调”《以此振铃伸召请》㉒与闽剧曲牌

【铁断桥】㉓中，部分曲调连续四小节旋律音调

基本相同，落音也相同。（见谱例1）

⑳“福州调”的伴奏者吴文宝送笔者一张DVD光盘，内容

为多位民间艺人在鼓山涌泉寺法会中的伴奏录像。民间艺人叶

天明口述，小时候也曾随父亲去涌泉寺等寺院伴奏。

㉑释昌明（1971– ），俗姓李，福建连江人，长乐观音阁

住持。擅长“福州调”的焰口、水忏、拜斗等法会。

㉒台南大仙寺天宏法师唱诵，周景春记谱。

㉓魏朝国、叶景笙整理：《闽剧唱腔一百牌》，福州：福州

市文化局，1980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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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  “鼓山调”《以此振铃伸召请》与闽剧曲牌【铁断桥】对比谱

 

“鼓山调”有些曲目具有相同的结束句，

该结束句常用在宫类色彩的曲目中，如《稽首

皈依苏悉帝》《春雨和风正及时》和《我佛三

界师》等。其结束句与有些闽剧曲牌的结尾也

是相同的。

“鼓山调”《春雨和风正及时》和闽剧曲牌

【自掏岭接反二簧】结束句的旋律音调也几乎

完全相同。上述案例都比较鲜明地体现出“鼓

山调”对闽剧曲牌旋律音调的直接承续。

（二）对闽剧常用江浙民歌旋律音调的承续

“鼓山调”在承续闽剧音乐的过程中，对

其所吸收运用的诸多民歌的旋律音调也进行了

承续。其中民歌《茉莉花》和《孟姜女》在闽剧

中衍变为曲牌【鲜花调】和【孟姜女调】，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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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是闽剧音乐及“鼓山调”的主体部分，但因

旋律音调优美动听，易学易唱，在两种艺术形

式中经常被运用。

1.  对《茉莉花》旋律音调的承续

“鼓山调”经常运用江苏民歌《茉莉花》的

旋律音调，甚至有部分梵呗与闽剧对民歌《茉

莉花》旋律音调的运用规律相一致。由于“福州

调”的伴奏艺人长期为闽剧演员伴奏，闽剧的

唱腔音乐对“福州调”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台湾

“鼓山调”由“福州调”衍变而来，其旋律音调

等方面也表现出与母体相同或相似的特征。

“鼓山调”对《茉莉花》曲调的承续和运

用非常普遍，其承续的情况大致有以下两种：

（1）对两句或两句以上旋律音调的承续

“鼓山调”往往结合梵呗唱词的结构特点

选用《茉莉花》的曲调，有时选四个乐句中的

两句，有时选三句，有时则选用四句。如“鼓山

调”《我今奉献甘露食》㉔就运用了其第一句和

第二句，此旋律稍加变化，结合梵呗的唱词和

风格特征，使旋律听起来既熟悉又不失梵呗的

特点。这首梵呗与闽剧一些曲牌运用的《茉莉

花》旋律音调基本相同，如【宽板叠转急板插

叠】㉕【英月起解“叠牌”】㉖等。

“鼓山调”往往根据唱词的结构对《茉莉

花》的旋律音调进行选择性运用，在佛号唱诵

中的体现尤其鲜明。如，佛号《天上天下无如

佛》㉗，部分截取了《茉莉花》前两句的曲调，

组成上下句结构，构成全曲的主体旋律。结

束句则回归“鼓山调”常用的特性旋律音调。

（见谱例2）

㉔台北艋舺龙山寺心悟法师唱诵，周景春记谱。

㉕同注㉓，第32页。

㉖马国防：《闽剧传统音乐汇编》，福州：福州市文化局，

1996年，第111页。

㉗戴明贤：《梵呗赞谱》，台中：国际佛教文化出版社，

2002年，第147页。

谱例2  佛号《天上天下无如佛》

    

（2）对某一乐句部分旋律音调的反复运用

有些梵呗会在原有的旋律中融入民歌《茉

莉花》某一乐句的旋律音调，使得曲调具有特

别亲切而又清新的感觉，更易于为信众所接受。

“鼓山调”《志心信礼》《启告十方》和《唵萨

哩斡荅塔》等都运用了《茉莉花》的部分旋律

音调。

《启告十方》是焰口法会中的一首咒语，

用于邀请诸佛菩萨来参加盛会。全曲运用同

一个乐句的反复，乐句前面部分用简单的八

分音符的组合，基本是一字一音的词曲对应关

系。结束部分则运用了《茉莉花》最后一句的

曲调，但将其简单化、朴实化，去掉了do和低

音la两个音，直接在低音sol结束。尽管是截取

了最后一句的两个小节，但旋律音调具有典型

性，与梵呗庄严、神圣的风格非常吻合。（见谱

例3）

2.  对小调《孟姜女》旋律音调的承续

“鼓山调”《喜是离娘胎》是鼓山“往生仪

轨”中的常用曲目，其唱词为长短句结构。在运

用民歌《孟姜女》的旋律音调时根据唱词结构

和字数进行了调整，但谱例方框中的旋律明显

承续了原曲调。（见谱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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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4  “鼓山调”《喜是离娘胎》；台南大仙寺天宏法师唱诵；周景春记谱

 

谱例3  “鼓山调”《启告十方》；台北艋舺龙山寺心悟法师唱诵；周景春记谱

㉘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2015年，内部资料，

第16页。

㉙㉚同注㉗，第83；65页。

㉛㉜同注㉖，第111；153–154页。

在台湾佛教界，民歌《孟姜女》的曲调往往

被称为“四句腔”。一般来说，四句唱词的偈子

都可以套用“四句腔”来唱诵，但有时候也选用

一个或几个乐句。

（三）对闽剧节奏型“坐拍”的承续

关于“坐拍”，王耀华给出了界定：“由连

续切分音和落在末眼、延长到板上收音的乐

种性节奏型。‘坐拍’具有比较强的节奏推动

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南音、梨园戏等古典音

乐、古典戏曲音乐虽然旋律线状迂回曲折，上

下起伏幅度不大，速度比较徐缓，但却仍具

较强活力的原因之一。”㉘“坐拍”在闽剧中

大量运用，在“鼓山调”中也是常用的节奏

型，“坐拍”的运用增强了旋律的动力感。有

助于烘托活泼热闹的气氛，更符合信众的欣

赏品味。如“鼓山调”《堪叹渔翁》㉙《我佛三

界师》㉚等曲目中都经常运用到“坐拍”。（见

谱例5）

谱例5  “鼓山调”《堪叹渔翁》中的“坐拍”

   

闽剧中常用“坐拍”的曲牌有【花鼓相骂】㉛

【水底鱼】㉜等。（见谱例6）

由上述分析可知，“鼓山调”与闽剧曲牌及

其常用的民歌具有明显的承续关系。但是在承

续的基础上，“鼓山调”也结合梵呗的特点及台

湾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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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调”《千华台上》㉟的旋律中，结束

句以外的两个乐句的结尾在闽剧的多首曲牌中

都经常出现，如曲牌【四季花】㊱【十字滴水】

【滴水哭】【滴水】等。《千华台上》为  拍，闽

剧曲牌【四季花】为  拍。

【四季花】的部分旋律与《千华台上》最后

一句的旋律基本相同，只是节奏进行了紧缩。

《千华台上》旋律的节奏是八分音符的组合，后

面一小节是附点四分音符加八分音符再加上二

分音符的组合。在曲牌【四季花】中，四个八分

音符组合为一拍，出现在弱拍位置，与前者形

成强弱拍错位的现象，但各个音级相同。第二

小节略有不同，多了re音。

（二）对闽剧常用民歌的曲调进行朴实化改造

闽剧的唱腔中经常使用《茉莉花》和《孟

四、“鼓山调”对闽剧音乐的变易

“鼓山调”对闽剧曲牌音乐的变易主要有

以下几种情况：对闽剧唱腔音乐的节奏紧缩或

拉宽，对闽剧常用民歌的曲调进行朴实化和简

易化改造等。

（一）对闽剧音乐节奏的紧缩或拉宽

“鼓山调”焰口法会中的《右手执持金刚

4
4

2
4

降魔杵》㉝，旋律由两个基本乐句组成，第一个

乐句的前半部分与闽剧《刘胡兰》中所用曲牌

【清言词】㉞的旋律十分相像。“鼓山调”是将

【清言词】部分曲调的节奏拉宽变化而来，将第

一小节的旋律拉宽变为两小节。第一小节的前

两拍变为一个小节，此旋律贯穿这首梵呗的始

终。（见谱例7）

谱例6  曲牌【花鼓相骂】中的“坐拍”

㉝㉟同注㉔。

㉞福建省群众艺术馆编：《闽剧常用曲调》，福州：福建人
民出版社，1959年，第30–31页。

㊱同注㉓，第134页。

谱例7  “鼓山调”《右手执持金刚降魔杵》与闽剧曲牌【清言词】对比谱 

姜女》等民歌的旋律音调，“鼓山调”亦然。

“鼓山调”在对民歌的运用中，往往将曲调改

造成更为朴实化的风格。其改造的情况大致有

以下两种：

1.  对民歌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乐句进行

改造

“鼓山调”往往根据唱词的结构对民歌的

旋律音调进行选择性运用，经常会选用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乐句，如“鼓山调”《唵斯麻啰》。

（见谱例8） 

上述谱例《唵斯麻啰》选用了《茉莉花》中

的前三个乐句，前半部分将《茉莉花》的前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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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句进行改造，为上下句的结构。后面部分截

取《茉莉花》的第三句“我有心采一朵戴”中的

“我有心”一句旋律，并进行了多次重复，最后

才回到“戴”字所对应的结束音re。

第一个乐句和第二个乐句主要是围绕主

音sol以五声音阶邻音级进的方式运行，后面再

运用《茉莉花》的第三乐句开头的三个音的组

合mi—re—do—re，至结尾句运用梵呗常用的

结束形式。从整首曲调的运用来看，虽然运用

了《茉莉花》的主要曲调，但按照梵呗风格的

需要对其进行了变易。有的乐句是部分截取了

《茉莉花》乐句的旋律音调，节奏型也较为简

单。尤其是对“我有心”这句旋律的变易，词曲

关系基本是一字一音的配合。加上唱词是梵文

直译来的咒语，更加突显出此首梵呗鲜明的朴

实风格，非常符合庄严、神圣的佛教音声特质。

2.  对民歌的旋律音调或节奏进行简化

“鼓山调”在吸收运用民歌时，往往会把

曲调或节奏进行简化。有时仅仅选取部分乐句

的骨干音，简化曲调；有时则在骨干音的基础

上，简化节奏，如《四八端严微妙相》㊲对《孟姜

女》㊳的旋律比较。 

这首佛号运用《孟姜女》的前两个乐句组

成上下句结构，并进行多次反复。上句的前半部

分是re—sol—mi—re—do，是“鼓山调”的特性

旋律音调之一。后半部分出现了《孟姜女》的旋

律音调，旋律落音及骨干音都与《孟姜女》中第

一乐句的“是新春”对应的曲调相一致，但对节

奏进行了改造，使曲调更加简洁，符合梵呗的

风格。下句则运用了《孟姜女》第二个乐句的后

半部分，即“（家家户户）点红灯”的旋律，但对

节奏也进行了简单化、朴实化的改造。

五、“鼓山调”对闽剧音乐变易之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鼓山调”“福州调”和

闽剧三者的关系为：“鼓山调”在“福州调”的基

础上发展衍变而来，“福州调”吸收了闽剧曲牌音

乐的诸多元素，所以，“鼓山调”与闽剧曲牌音乐

之间同样有着承续和变易的关系。台湾“鼓山调”

与闽剧曲牌的旋律音调具有十分密切的亲缘关

系，对闽剧曲牌进行了承续和变易。闽剧曲牌的

唱腔吸收了诸多福建民歌及流传于福建的江浙等

地民歌的素材，吸收的过程中，按照闽剧唱腔的需

谱例8  “鼓山调”《唵斯麻啰》；台北艋舺龙山寺心悟法师唱诵；周景春记谱

㊲同注㉗，第153页。

㊳乔建中：《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上海：上海音乐出

版社，2002年，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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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其进行各种调适性变易。其变易的原因是要

将自己的演唱更符合福州人的思维，与福州方言

相结合，使之符合当地的音乐审美习惯，由此才能

深受福州方言区民众的喜爱。

流传于福州地区的梵呗“福州调”也是以福

州方言唱诵，很多福州的法师自幼就对闽剧耳

濡目染。以“福州调”唱诵的佛教法会不仅普遍

流传于寺院，还经常运用在民俗活动中，如老人

做寿、添丁祝贺以及各种神明的节日等。较重要

的法会一般有加贯（乐器伴奏），伴奏者往往是

闽剧的伴奏艺人等。唱诵“福州调”的法会中，唱

诵的法师与伴奏艺人经常会有直接的交流与合

作。由此，“福州调”与闽剧及民间艺人之间具

有直接的交流关系。“福州调”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闽剧等民间艺术的直接影响，唱腔音调也受

到闽剧中常用的各地民歌小调的影响。

“福州调”在闽剧等福建民间音乐的基础

上遵循自己的风格进行变易，“福州调”入传台

湾后衍变为“鼓山调”，“鼓山调”对“福州调”

承续和变易的原因亦是要遵循自己的风格需

求和当地信众的需求，“鼓山调”对“福州调”

中常用的闽剧曲牌音乐的吸收与变易也同样出

于上述理由，遵循上述规律。在承续闽剧唱腔

音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灵活性改造和变易。

“鼓山调”在承续闽剧曲牌音乐的基础上，结

合闽南语或客家话的发音特征以及唱词的句式

结构，对其音乐曲调、节奏、节拍、结构进行适

应性的改造和变易，使得旋律线条变得更加简

洁、朴实，更符合台湾梵呗的唱诵习惯，也更符

合台湾佛教信众的欣赏习惯。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台湾汉传佛教梵呗研

究”（项目编号：18YJA760087）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樊  荣

同，虽然“嘎基抚”在尼木措毕祭祖仪式（嘎哈

毕）中使用，但是其类别属性却没有发生变化，

这也是音声所透露的制度体现。

这种音乐所依附的仪式长时间地存在于

该文化群体信仰中，毕摩在长期的信仰仪式实

践中使其为群体所熟知，故通过音乐局内人即

能辨别仪式类别的不同。同时正如曲比拉火所

述的“好的”“不好的或坏的”，笔者以为这是

面临不同仪式对象时，经文内容通过音乐在仪

式场域中展演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符号。局内人

能够通过音乐辨别出仪式的类别，局内操持者

（毕摩）在面临不同的仪式对象使用他们所谓

的“好的”“坏的”的音调，这些音调置于仪式

场域中时本身就具备了制度性。

结  语

文章通过现有对毕摩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

和仪式语境中毕摩音乐的自表述，两者结合形

成反思，进一步引申到局内的概念及其分类，

是由于其在仪式场域之中的表述透露出该音乐

事象操作者的音乐观念与思维，这种观念包括

局内人（毕摩）对其所持音乐事象的概念认知、

分类等，而这些认知、分类背后体现着其自身

的内涵及属性。当研究者在面对这些自表述并

对其进行转述时，或多或少赋予了对这些局内

表述、概念的期待，在进行转述时就会存在缺

失。如果将毕摩音乐置于仪式语境中来阐释毕

摩在仪式场域中的表述，我们能够更好地感知

其概念所具的多义性、仪式所包含的类目（分

类）及其背后的内涵所在。

附言：本文为笔者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美姑
县尼木措毕祭祖仪式音乐研究》绪论及第二章节
选，在节选时作出调整与修改。在撰写过程中，得到
导师甘绍成教授及曲比拉火的指导，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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