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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梅维恒：《绘画与表演》，王邦维等译，北京：北

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②达郎，即“dalang”。哇扬皮影戏中负责操控皮影的影

人，他是进行戏剧内容讲唱以及协调整个哇扬皮影戏表演中各

部分间相互配合的核心人物。

在印度尼西亚，所有带有故事情节的戏剧

表演均被人们称为“哇扬”（wayang）。“yang”

是词根，意为“影子”。“wa”是爪哇语前缀词，

有“神圣”的意思。他们所表现的故事情节主

要来源于印度两大史诗，曼特尔·胡德（Mantle 

Hood）就曾肯定过两部史诗对爪哇以及巴厘

岛地区哇扬皮影戏的积极作用：“对爪哇和巴

厘艺术形式的最大促进因素，以及对它们的延

续与发展的激励，是印度教的《摩诃婆罗多》

（Mahaberata）和《罗摩衍那》（Romajana）。”①

然而，印尼的哇扬戏戏剧内容其实最早是以

歌颂祖先前辈、叙述王朝历史为主的。之后，在

古印度文化和宗教势力的影响下，两大史诗才传

入古爪哇地区。随后，当地早期的宗教学者便把

这两部重要的印度史诗作品翻译为本地的文学

语言，即古爪哇语—卡维（“kawi”，意为“诗

歌”）。随着印度教对当地的影响越来越大，这

两部史诗在多种艺术形式上的运用与不同地区

间的传播也越来越广泛，哇扬戏的戏剧故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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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爪哇农村婚礼中
哇扬皮影戏的纪实与分析

究也被它们所替代，两大史诗便成为剧目故事表

演的主要内容来源。此外，哇扬戏在吸收、融合

了古印度等多种文化元素后，创造并发展出了一

批颇受人们喜爱的、印尼本土化的戏剧故事。

今天实地考察中的印度尼西亚哇扬戏，具

有更广义上的戏剧概念。具体可主要包括“哇

扬皮影戏”（wayang kulit）、“人哇扬”（wayang 

wong）和“木偶哇扬”（wayang golek）三个戏剧

品种。“哇扬皮影戏”，或称之为“皮影戏”“影

子戏”，其表演主要由“达郎②”来对皮制影人

进行操控，并讲述、吟唱故事情节；与前者不同，

“人哇扬”，是一种由真人扮演剧中人物的戏剧

形式；而“木偶哇扬”则由表演者操控立体木偶

进行表演，类似于我国南方的提线木偶表演。

尽管上述三者的名称各不相同，但表演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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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正在舞动影人的达郎以及身后的助手
郭子齐摄，2015年4月24日

结构是一致的。

本文所考察与研究的哇扬剧种对象主要指

的是“哇扬皮影戏”。笔者将分别从“婚礼仪式

中的哇扬皮影戏”“哇扬皮影戏的音乐记录与

分析”以及“影戏传承中的两点思考”三个方面

对其展开论述。

一、婚礼仪式中的哇扬皮影戏

（一）婚礼基本流程纪实

2015年4月23日的凌晨，笔者跟随Risnandar③

等一行人乘坐吉普车从梭罗市中心出发，在山

中颠簸了近三小时后到达了一个名叫“Peung， 

Jatiyasa，Karanganyar”的村落，婚礼便是在村中一

户居民家举行。由于山间刚刚下过雨，天气闷热

潮湿，地面略显泥泞，当笔者一行人走到这户人

家时，鞋袜已经完全被泥水浸湿了。与村中其他

民居相比，这户人家的房屋装潢较好，院子宽敞，

可放下十余张供四人坐的方桌。

大约在8︰30笔者一行人到达婚礼现场，新

娘家的佣人们还在忙着整理坐席和食物，不断

穿梭于厨房和庭院之间。而新娘早已穿戴好印

尼传统婚礼服饰，在化妆间里进行婚礼前最后

的妆容修补，此时还未见新郎（妆容服饰样式

见图1）。随着婚礼开始时间的慢慢逼近，来宾

纷纷入席就坐，一边喝着印尼特有的红茶，一

边等待着婚礼仪式的正式开始。

位主持人，其中主持人C是最重要的一位长者。

笔者采访得知，原来他是该村落的村长，是当地

最有权力和名望的人之一，也可以理解为他是此

次婚礼中两位新人的主婚人。其余两位主持人作

用有限，仅在村长进行相关仪式而无法顾及时

他们才会临时穿插讲话。具体流程如表1所示：

（二）婚礼中哇扬皮影戏的各阶段实录及具

体分析

哇扬皮影戏剧团人员主要由达郎及其助手、

伴唱以及甘美兰乐队成员三部分人组成。皮影

戏的表演在婚礼流程中处于最后一部分，自当晚

八点至次日凌晨四点多，皮影戏的表演大约持续

8小时之久。以下是皮影戏各个阶段的实录：

1. 准备阶段

哇扬皮影戏开始表演之前，宾客相继到场。

在所有乐手准备完毕之后，达郎暗示甘美兰乐队

开始演奏开场序曲。在简单的祷告仪式结束后，

助手开始帮助达郎准备相关的表演用具，达郎则

仔细检查每个偶人是否有缺损，然后按照影人

的善恶性质、大小和出场顺序依次把皮影影人

排列在白色幕布的两侧，在整个幕布上形成中间

低、两边高的人偶排列布局（见图2）。序曲的演

奏一般与戏剧情节或主题并无关系，更多的只是

乐手们在正式表演前相互熟悉的短暂性表演，

属于热身环节。同时，此部分也是在通告观众：

表演即将开始，请各位尽快入席。

图1  手持捧花缓缓入场的新娘
郭子齐摄，2015年4月23日

③Risnandar（1983- ），印度尼西亚梭罗艺术学院甘美兰
教师、甘美兰演奏家。他出生于中爪哇省瓦纳基罗市的一个甘
美兰音乐世家，父亲Sarno是当地知名的甘美兰演奏家，同时也
是一位甘美兰乐器制造师，拥有一个乐器制造工坊，母亲是一
位优秀的民间歌手，妻子为印尼传统舞蹈老师。

笔者记录整理了整个婚礼的流程，“哇扬皮

影戏”的表演实际上是整个婚礼的最后一部分，

且持续时间较长，约为8小时。在仪式中，共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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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 卡雍及主体表演阶段

卡雍（kayong）指生命之树，是一个造型

为树状的皮影，影偶上面印有各种植物和动物

的细小花纹，象征着万物生命的诞生和宇宙各

界。伴随着达郎舞动卡雍并开始讲唱皮影故

事，在甘美兰乐队的齐奏配合下，整个哇扬皮影

戏的主体表演阶段才算是正式开始了。

卡雍表演时所用的伴奏乐曲是《花开之

树》。达郎有时会操控几个卡雍在幕布上静止重

叠摆列，当它被放置在舞台中央时，表示一幕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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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手持木棒、脚击青铜片的达郎老师
               郭子齐摄，2015年4月26日

或一段情节的停歇或结束，当它被放于主幕布两

侧（位置不定）时，达郎便可空出主幕布示意乐

队及伴唱配合影人重新开始表演，故事情节即可

继续。达郎通过不断调整卡雍摆列的位置，激发

人们对场景布局变换的新鲜感，以及对故事情

节发展的期待感，紧紧抓住了观众的眼球。与哇

扬皮影戏表演的剧本内容无关，卡雍表演总是会

固定地出现在皮影戏的开始部分和结束部分，在

流程表中可分别对应上、下半场的开始与结束。

除卡雍和“椰子树”“矮木丛”等这类辅助

性影偶外，哇扬皮影戏的影人角色从广义上可分

为正反两派类型，从影人造型、入场方位、表演

风格到配唱语调、乐队伴奏风格等均有区别。同

时，由于宗教信仰和地域特征等不同，各地的影

人特征也不尽相同。张玉安就曾在《以印度两大

史诗为题材的印尼哇扬戏》一文中指出爪哇影人

与巴厘影人的主要区别：“爪哇皮影人脖子长，

肩膀宽，两臂长过膝盖，甚至可以触摸双脚， 与

常人形象相差甚远。而巴厘皮影人的形状则比

较接近真人，但比爪哇的皮影人小些。”④同时，

与巴厘哇扬皮影戏主要为宗教仪式服务不同，爪

哇岛的哇扬皮影戏应用的领域较广。从戏剧内容

上来讲，哇扬皮影戏的影人都具有特定“人”的性

格和命运归宿，剧情多表现善恶对立，故事结尾

终究是正义战胜邪恶的完满结局。

这次婚礼中的哇扬皮影戏是按照常规的典

型模式进行的。在表演过程中，通过对影人的操

控和配音演唱，达郎Aji Dwi Santosa灵活细腻地刻

画了每个影人的性格和形象，赋予影人以生命。

他一边操纵皮影，一边以不同角色的身份进行对

白和演唱，绘声绘色地说唱故事，表演剧情，这一

点类似于我国说唱音乐中表演者一人饰多角和跳

进跳出的表现形式。甘美兰乐队的伴奏音乐也随

着整个剧情的发展时而紧张，时而舒缓。

由于达郎讲唱时所使用的语言是古爪哇语

（掺杂少量梵语词汇），起初笔者很难弄懂具

体的情节内容。但是，从达郎叙述故事和吟唱

时的语调模仿，以及甘美兰乐队伴奏时的轻重

缓急等角度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分析出剧中情节

和人物情绪的发展走向。达郎是唯一一个可以

操控整个皮影戏进程的权威者，他席地而坐，

一只手手握木棒伸到木质影人箱内侧，时刻准

备着对箱壁进行节奏敲击，一只脚的脚掌靠近

木箱外壁以便于灵活敲击到挂在影人箱同侧的

青铜片（见图3）。大多在讲述吟唱故事的非武

打情节时，达郎可以空余出一只手，这样便可

利用木棒和青铜片两种道具同时来表现和强调

吟唱时的抑扬顿挫，以及乐句乐段间的过渡停

歇，进而更好地从宏观上控制和掌握整个哇扬

皮影戏表演的速度与进程。由此可见，整个皮

影戏演出的成功与否，达郎起关键作用。

④张玉安：《以印度两大史诗为题材的印尼哇扬戏》，《南

亚研究》，2007年，第1期，第61页。

笔者无意间发现，此次幕布前的达郎装扮

与以往表演哇扬皮影时略有不同—在他的腰

间多了一把小巧的木制短剑（见图2）。通过演

出结束后与达郎的短暂交谈，笔者了解到，木

制短剑是象征爪哇文化和自我身份的一件特

殊配饰，出席重要的正式场合时，有一定身份

地位的人均会佩戴。由于此次影戏依附于村落

里大户人家较为隆重的婚礼仪式，达郎佩戴木

制短剑便也不难理解了。高拉·曼卡卡利达迪

普（Gaura Mancacaritadipur）在《保护印度尼西

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统、保护计划、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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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及其所出现的问题》一文中对印尼“木制

短剑”的文化内涵、社会功能及其保护发展的

必要性进行了概述，强调了尤其是在本国人民

的婚礼仪式上，通常由新郎等重要人物进行佩

戴，同时这也是印尼婚礼中的一种传统习俗。⑤

由于婚礼舞台距离庭院有一定距离，新郎和村

长是否佩戴木制短剑笔者均未看清，不过，单

从达郎的解释可见，上述高拉·曼卡卡利达迪

普的说法与此次婚礼中笔者所见基本吻合。

3. 诙谐逗趣环节

与典型的民间传统哇扬皮影戏相同，逗趣

环节也是此次哇扬皮影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

部分。这一环节是指穿插在哇扬皮影戏主体表

演之间的逗趣表演段落，起止时间均由哇扬皮

影戏指挥者—达郎来掌控。形式内容灵活多

变，有时还具有较强的教化作用。这也是所有

人未知的、最期待的惊喜部分。

综合笔者在爪哇不同地点所采集的皮影演

出内容来看，达郎停歇时的过渡部分大致可以

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女子现代舞表演。其伴奏

音乐是用音响播放的流行歌曲，舞者们手持羽

毛扇，头戴羽毛装饰品，衣着与扇子、头饰相一

致颜色的长裙伴着舒缓的曲调在台上舞动，观

众们通常可以放松地闲聊片刻，或静静地观赏

她们曼妙的舞姿。此类表演的观看地点为日惹

较为正式的哇扬剧院里，且观众席的座位排列

有一定的等级性：身份尊贵的人坐在第一排，在

与第一排相隔近两米的距离处向后排，才是笔

者与其他普通观众的座位。整个表演风格优雅

内敛，娱乐作用的程度相对有限。

第二类是以面具哇扬人的装扮进行串场的

表演。表演者通常会用面具或特殊化妆涂料来

遮挡面部，着装并无特别之处。此表演所伴随的

音乐曲调多诙谐俏皮，表演时演员手握话筒，发

出“咿咿呀呀”怪异的音调，时唱时讲，有时还

搭配一些滑稽幽默的肢体动作，甚至还会在言语

和行为上掺杂一些隐晦、低俗的成分。其效果类

似于戏曲中的丑角表演，或是东北二人台里面的

荤段子表演。这种面具哇扬作为皮影戏的逗趣

环节在民间村落中还是较为常见的。

第三类是由达郎来讲述一些老段子，或以即

兴的方式对当下的时政热点话题、邻里亲朋间的

矛盾发表看法，甚至进行嘲讽批判。虽然表达的

内容褒贬不一，但这都不会造成民众与达郎，甚

至与国家政府间的不满或冲突，这种亲切又合

理的方式，反而更容易让民众虚心受教。然而，

最受人欢迎的一种即兴表演还要数达郎对日常

新鲜事物所进行的夸张调侃。他们利用灵活快

速的大脑反应和风趣巧妙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对

各种突发事件，使得话题氛围轻松欢乐，场下的

观众也听得津津有味，时常被逗得笑声不断。

由于这个村落从未来过外国人，意料之中

地，笔者一行人被村里人视为了当天婚礼上最

新奇的对象，在哇扬皮影戏表演中也变成了他

们调侃逗趣的“猎物”。他向我们提出了“你们

来这里多久了？”“是否会说印尼语？”等一系列

问题，笔者一行人每回答一个问题，达郎便用印

尼语与观众们相互谈笑几句。当笔者身处异乡，

初次感受到周围大量异文化陌生人莫名的关注

时，内心确实有些恐慌，略显尴尬。由于达郎的

印尼语和英语混用，笔者始终无法准确辨别他们

局内人之间的对话内容和这些“笑”的性质。紧

接着，达郎又向我们提出了“演唱一首中国传统

民歌作为串场表演”的要求，于是笔者一行人便

合唱了一首陕北信天游—《赶牲灵》。歌毕，达

郎用英语向乐手及其他村民解说道：”Loud and 

clear，like a song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在场观

众顿时开始嬉笑讨论，起哄叫好，笔者一行人相

视一笑，才确定了他们的笑实际是善意的赞美。

这次的偶然参与使笔者一行人的民歌表演成为

了哇扬皮影戏中逗趣环节的一部分，笔者也真切

⑤参见〔印尼〕高拉·曼卡卡利达迪普：《保护印度尼西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统、保护计划、相关活动及其所出现

的问题》，白羲译，《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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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了从观察体验逐步深入到直接参与表演体

验，从研究他文化扩展到研究“含我”他文化的

一个奇妙转换过程，内心惊喜又感动。

通过细心观察此次参与演出的甘美兰伴奏

乐队不难发现，该乐队在传统的印尼铜锣打击

乐队中间多摆放了一个大军鼓。笔者推测，伴奏

乐队中加入此乐器的原因在于军鼓音色比较适

用于达郎模拟军队打斗时的激烈场景。由此可

见，为民间哇扬皮影戏伴奏的乐器构成具有一

定的灵活性，除传统的甘美兰打击乐器之外，

其他辅助性乐器的适量使用也是被允许的。

综上，中爪哇民间婚礼中的哇扬皮影戏具

有相对的自由性、娱乐性和仪式功能性，前两

个特性也是民间哇扬皮影戏与宫廷哇扬皮影戏

区别最大的特性。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缺

少现代化的娱乐方式和设备，这种带有故事情

节的哇扬皮影表演确实为人们枯燥的生活增添

了些许趣味，是人们进行低成本社交、消遣时

光的一种最实际可行的方式，深受男女老少的

欢迎。此次婚礼中后半夜的哇扬皮影戏表演，

笔者便是跟村里的孩童们一起观看的。

逗趣环节结束以后，哇扬皮影戏表演继续

进行，乐队与伴唱人员继续进行伴奏与伴唱。

表演大约进行3小时后音乐停下，达郎再次引出

逗趣段落，就这样，皮影戏主体表演与逗趣段

落交替进行，直到黎明。整个哇扬皮影戏的演

出也随之结束。

4. 最后的祈福仪式

当地一名参加婚礼的村民告诉笔者，这场

哇扬皮影戏的主题是“the bless of wealth”，是对

新婚夫妻未来日子里能多财多福的美好祝愿。第

二天凌晨，随着整个戏剧表演的结束，婚礼仪式

进行到了哇扬皮影戏表演的最后一部分—祈

福仪式。此时达郎念诵咒语，暗示观众可以散场

了。最后，达郎在甘美兰打击乐队所营造的安详

氛围中，带领新郎新娘及相关家属一同在哇扬幕

布前进行祷告、上香、洒圣水等仪式。祈福仪式

持续时间较短，但不可或缺。随着祈福仪式的完

毕，整个婚礼也随之完满结束。

这场为婚礼仪式而服务的哇扬皮影戏表演，

是几代印尼人民思想智慧与文化艺术的结晶。达

郎与民众一同坚守并传承了爪哇地区人民对“诞

生、成年、成婚、死亡”等人生重大转折点进行仪

式祝福的传统，同时，这一戏剧形式也寄托了爪

哇民众对未来生活安定美满的精神向往。

二、哇扬皮影戏的音乐记录与分析

哇扬皮影戏的音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

分：达郎讲唱音乐、人声伴唱音乐（女声和男

声）以及甘美兰乐队伴奏音乐。其中以达郎讲

唱和甘美兰乐队伴奏音乐为主。在第一部分达

郎讲唱音乐和第二部分人声伴唱音乐中，达郎

和人声所唱歌词均为古爪哇语。

（一）达郎讲唱音乐

达郎讲唱音乐是整个哇扬皮影戏的核心部

分，他的讲唱音乐包含了主要的故事情节，是贯穿

整个哇扬皮影戏发展的主线。笔者在田野过程中

记录并整理了达郎讲唱的全过程，大致如下：

首先是达郎讲唱音乐的准备部分。这个部

分主要集中在甘美兰乐队演奏出热闹的开场音

乐之后，伴随着甘美兰音乐背景，在达郎助手

（常常坐在达郎身后）的帮助下，达郎开始佩戴

耳机和话筒，整理着装和木制短剑等配饰，并

把第一场中即将上场的皮影偶人摆放在达郎身

边的白布（eblek）上面，以供达郎能及时选用操

作。这一部分只在整场哇扬皮影戏的表演中出

现一次，即开场时候。

第二部分是达郎讲唱音乐的进行部分。一

般所指的核心音乐部分就在此处。当开场甘美

兰音乐进行开始放缓，力度逐渐减弱的时候，

达郎人声开始进入，此时常常为拖长的单音人

声，以起到自然的过渡作用。与此同时，激烈的

甘美兰金属敲击乐器开始被一种名叫“根德

尔”木排琴（Genger Burang）的乐器所替代，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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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木排琴演奏出绵绵不绝的柔和曲调随着达

郎人声音量开始逐渐变大，演唱旋律也开始变

化、复杂起来，达郎讲唱的核心音乐部分便从

这里开始了。

以下是笔者记录达郎讲唱音乐的一段谱

例，见谱例1。

 谱例1

在中心幕布两侧摆放好卡雍影偶后，达郎

便开始边舞动英雄主人公“阿周那”边讲唱此

段。此段音乐主要讲述了主人公阿周那（Arjuna）

参加比武招亲获胜，并与其他般度兄弟一同迎娶

黑公主德劳帕蒂（Draupadi）的故事，此故事选自

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摩诃婆罗多》。整段曲调

的节奏极为自由，达郎只唱出音符时值的大致长

短，第二小节的延长音“#G”约为三拍，之后的颤

音“#F”也有延长拖拍的处理效果，可模拟为两

拍或两拍半。第五小节之后，达郎手持木棒敲击

皮影影箱内部，以表示这一段歌唱旋律的停顿，

敲击的速度由快渐慢，之后再继续进行演唱。

第三部分是达郎讲唱音乐的结束部分。此部

分也可以被认作是与下段人声伴唱音乐或甘美兰

伴奏音乐衔接的过渡部分。它常常被安排在达郎

把第一场第一幕的主段故事表演完之后，临近第

一幕故事的结尾处，主要内容是达郎激烈舞动偶

人进行动作表演，同时人声伴唱和甘美兰乐队也

开始活跃起来，与故事情节内容并无必然关系，

哇扬皮影戏几乎每场每幕的衔接部分总是热烈

而欢快的，营造的是一种并不平和的过渡氛围。

（二）人声伴唱音乐

人声伴唱音乐是哇扬皮影戏人物情节塑造

与过渡衔接部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表现形式。

主要分为女声伴唱和男声伴唱两种伴唱类型。其

中，女声伴唱是主要伴唱形式，所唱篇幅较男声

伴唱更为宏大，地位也更高。一般由2至5个女歌

手组成一个小型女声伴唱团，盛装端坐在哇扬皮

影戏幕布的右侧或乐队正前方，面对观众进行

演唱伴奏。观众既可以听到女歌手的美妙歌喉，

又可以观赏到她们演唱时的曼妙姿态。

由于男声伴唱为次要伴唱部分，所以一场

完整的哇扬皮影戏的表演有时也可以没有男声

伴唱，但是女声伴唱是不可或缺的。

以下是对表演中一段女声伴唱的记谱，见

谱例2。

 谱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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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声伴唱主要采用合唱或轮唱的形式，所

唱声部多为单一声部，较为抒情。此段最低音

与最高音的跨度为10度，从宏观来看，女声伴

唱的整首乐曲中间的句读停顿并不明显，常常

形成一种连绵不绝的旋律效果。词曲对应大

部分表现为一音对一词，也有一词对多音的形

式。节拍划分比较均匀，且少动力型节奏，旋

律音乐进行较为平稳。

除此之外，笔者在采集和整理音频资料过

程中，发现了一段由女声伴唱、男声伴唱和打击

乐器共同表演的歌曲，见谱例3。

 

谱例3

从谱例3可以看出，女声伴唱部分的节奏进

行较平稳，少有紧密的节奏组合。除此之外，此

段女声伴唱旋律中的二度音程居多，如谱面中
#F—#G的大二度，#G—A的小二度等。相比于

女声伴唱，男声伴唱部分则显得更为简单清晰，

值得一提的是，演唱男声的男子实际上就是甘

美兰乐队的乐手。他们大多是为了应和女声伴

唱的简单喊唱，并且重点不在旋律，而在于节

奏，其中的打击乐声部均为男声伴唱演奏。特

点之一是每句开始第一拍为空拍，形成一种故

意让出强拍的重拍转移效果，还比较常见的是

四个十六分音符和前八后十六的紧密节奏型组

合，由于常伴随女声伴唱而出现，因此对女声

伴唱旋律有增强律动感的推动作用，音乐情绪

上较为激烈。节奏型的灵活变化形成了打击乐

器声部的主要特色，这与笔者在印度尼西亚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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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影戏伴奏乐器的空间布局，郭子齐制图

厘岛上所见的克恰克舞（Kacak dance）有一定的

相似之处。两种艺术形式均以短促有力的单音

或纯节奏为主，且布局较为密集，音高旋律方面

变化较少，是一种类似于原始人表演的、节奏性

演唱的人声伴唱形式。

（三）甘美兰乐队与达郎音乐的重叠

由苏丹王宫培育的中爪哇甘美兰乐队也直

接影响了爪哇岛哇扬皮影戏的伴奏乐队的构

成。Risnandar老师告诉我们，为所有哇扬戏（包

括哇扬皮影戏、人哇扬、木偶哇扬戏等）伴奏的

甘美兰乐队，至少7个人组成。其中，鼓类乐器和

木排琴无疑是最重要的两种伴奏乐器。此次影

戏伴奏乐队的空间布局可见图4所示。

图5  影戏音乐进行图，郭子齐制图

达郎讲唱音乐、人声伴唱音乐（女声和男

声）以及甘美兰乐队伴奏音乐这三部分的衔接

和过渡是自由且有规矩的，呈现出一种重叠且

不间断式的音乐形态。具体音乐进行部分往往

表现为在某一部分还未结束前，另一部分或另

外两部分同时开始插入进来，中间并没有无音

乐的整体停歇空间。见图5。

开始便是甘美兰乐队的序曲演奏，与巴厘岛

的开场序曲时长不同，爪哇岛的哇扬皮影开场音

乐整体时间持续较短。紧接着，在乐队持续演奏

的末尾，达郎音乐开始进入，两种音乐的重叠结

合部分在纵向竖框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为达

郎说唱伴奏的甘美兰乐队中大部分乐器都是休息

的，而只有鼓和木排琴会继续演奏，“根德尔”木

排琴柔和持续性的演奏贯穿整个达郎讲唱过程，

形成一种若有若无的神秘背景，鼓在其中起到的

作用是调节或指挥木排琴的演奏效果，比如控制

木排琴音量大小和速度等等。

当然，以上有关甘美兰伴奏乐队的相关描述

与分析仅限于中爪哇一带，因为毕竟并非所有地

区的哇扬影戏表演都用传统、典型的甘美兰乐

队来伴奏。与爪哇岛的甘美兰乐队伴奏不同，巴

厘的哇扬皮影戏的伴奏乐器基本只有“根德尔”

木排琴一种乐器，在少数《罗摩衍那》的皮影戏

剧中才会增加一些其他乐器。在巴厘戏剧中，根

德尔常常四个为一组地去使用，一组“根德尔”

可分为一对大的和一对小的。在用木槌敲击铜制

琴键发声的同时，另一只手要快速拖住需要及时

“止声”的音，从而使敲击演奏时的乐音互不混

音，旋律连贯又干净，这种协调式的演奏方法使

其成为印尼公认的最难演奏的乐器之一。

规定的布局顺序除了开场时用甘美兰乐

队引出达郎讲唱音乐外，其余部分每一场哇扬

皮影戏的安排均不同，视故事情节和达郎的安

排而定。综上，达郎在整个哇扬皮影戏的音乐

部分中起到了乐队指挥的作用，音乐构成中的

甘美兰乐队、人声伴唱，以及影戏串场—逗

趣环节，每一部分的开始或结束必须跟随达郎

发出的“铜片指令”或是“木棒指令”来统一进

行。具体操作如图3所示。

三、影戏传承中的两点思考

（一）哇扬皮影世界的虚拟构造与现实意义

通过12天来笔者对印尼中爪哇地区民间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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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皮影戏的调查与分析，笔者一行人亲身感受

到了哇扬戏是与印尼人民生活相融度极高、普

及范围较广的一种戏剧艺术形式。同时，笔者

认为，哇扬皮影戏这一灵活而又程式化的戏剧

品种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了印尼的国家理念

和教化民众的愿景。

象征着权威和神秘的达郎文学艺术造诣极

高，这一从古至今都备受人尊敬的职业和身份，在

整个哇扬的戏剧演绎中表现出了自身极高的协调

性与掌控全局的统领意识和能力。也许是源于对

象征祖先灵魂的影子的怀缅尊敬，或是对达郎通

灵者能够操控人之命运的虔诚膜拜，所有人对达

郎无一不充满了敬畏之心。看似娱乐大众的逗趣

环节，实际上也是借助达郎之口，依附于普及化程

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影戏剧种，为帮助政府教

化民众、治理国家而使用的一种辅助性手段。

从影人布景到影戏井然有序地按流程表演，

从卡雍出入幕布世界的固定时间与作用，到甘美

兰乐队曲式结构的轮回与固定，从达郎操控表

演时间进度到甘美兰乐队与人声伴唱、达郎叙

事吟唱的协调进行，影戏中的每一部分都有各自

的位置与作用。求富贵不如得健康安乐，盼高官

不及老来含饴弄孙—印尼人民对自我等级、

身份的认知与认命是经过宗教教化和历史长期

作用而造成的结果，这种观念就像是写入基因后

又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一样，难以改变。这正如相

关论述中对印尼人民“个体间有秩序的尊卑差

别应注意维持，同时提醒人们时常意识到自己的

社会地位和身份⑥”这一社会现象的描写。

然而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一被束缚和限

制住的民众心理更易掌控与管理，符合国家期待

“民众服从、统治安定”的最大愿景。也正因如

此，安定常乐的心态让印尼的音乐文化传统可以

积极不断地融入时代元素，融合多元文化，灵活

而又不失原则，坚守传统而又拥抱现代。

（二）“活”在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哇扬皮影戏除在农村红白喜事、节庆活动

中表演以外，笔者在梭罗艺术学院的哇扬皮影

戏课堂上看到了哇扬皮影戏的教学现状。与中

国传统音乐中民歌“口耳相传”的受教方式一

致，哇扬皮影戏也主要采用“口传心授”这一灵

活、传统的教学方法。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首

先由哇扬皮影戏老师（一般为当地民间有威望

的“达郎”）表演一遍，然后学生陆续模仿“达

郎”老师进行皮影影偶的操作和故事段子的讲

唱，最后由达郎老师一一点评。从学院派学习到

在社会上的实践运用，当好“达郎”这一角色还

是需要每个达郎学徒进行长期的消化且用心去

掌握的。笔者并未见到该课程所用教材，学生也

只是偶尔做一些笔记。Risnandar老师也表示，

学校内部并无关于“哇扬戏”的书籍著作，一些

研究性文章也是爪哇语的，无英译版本。

通过此次田野调查的分析与思考，笔者认为，

哇扬皮影戏在印尼当地实际保持了一种无意识性

的活态传承方式。除了作为婚葬、节庆等礼仪用乐

之外，日常的哇扬皮影戏表演也随处可见，男女老

少常常摆弄、玩耍哇扬皮影影偶，形成了一种全民

表演、全民推广的热潮。这种方式对当地包括哇扬

戏、甘美兰音乐和印尼民间舞蹈在内的所有传统艺

术形式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与传承作用。现

在的哇扬皮影戏的观赏角度已不仅仅能看到黑白

影子面，有时利用电视转播还可以不断发现新的

观赏视角。即便如此，哇扬皮影戏也依旧尽可能地

保持了几千年前这一古老艺术形式口传心授的教

学模式、传统的表演方式与服务于宗教社会的各

种功用。它反复强化着哇扬戏中的人文精神与信仰

在印尼人心中的地位，时刻唤起印尼民众内心的勇

敢、正直、爱国的优良品德。它在一代又一代的印

尼民众面前上演着一幕幕正义战胜邪恶、胜利最

终属于人民的故事脚本，而这些精神信仰与当地人

淳朴的原生状态形成了统一与促进。

笔者居住在Risnandar老师家时，曾不时地听
⑥龚勋：《爪哇传统的“家”和“国”观念与印尼现代精英

政治的嬗变》，《东南亚研究》，1993年1–2合刊，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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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感叹到，印尼人从骨子里和日常生活中透露出

来的对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自信与热爱。他们

的音乐文化世界没有丝毫被西方体系所同化的痕

迹，流行着的音乐便是本民族的传统音乐。而有音

乐，就有生活。正如Risnandar老师的那句经典语录：

“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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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远远传来的甘美兰乐器的打击声。闻声寻去才

发现，沿着小街陆陆续续竟有三四处人家都在演

奏甘美兰。此刻的甘美兰就像是晚饭后全家人的

娱乐消遣，或是通过交流演奏心得来培养维系家

族亲友间情感的一种方式一样。返途中，笔者遇到

了一群在街道上嬉笑穿梭的孩子们，他们手里拿

着巴掌大小的皮影偶人相互追逐打闹着。让笔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