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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诗词歌曲是文学与音乐相结合的产物。其

语言凝练优美，平仄押韵考究，音乐清新典雅，

风格古朴自然，题材由赞美祖国壮丽山河到颂

扬伟大民族精神，从思考宇宙浩瀚奥妙到表达

人间悲欢离合的情绪，堪称中国声乐艺术中的

瑰宝，也是中国声乐演唱与教学实践的一笔宝

贵财富。

自上个世纪以来，学界就开展了中国古代

诗词歌曲的整理与研究，在高校和艺术研究院

所同时进行了人才培养工作。近年来随着传统

文化热，中国古代诗词歌曲的整理、研究与教

学更成为声乐界的热点。2019年11月2-3日，由中

国音乐学院主办，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中

国音乐研究基地协办的首届中国古诗词歌曲研

讨会，在北京亚奥国际酒店召开。此次会议响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文

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没有高

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①

之精神，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传承与发展进

行深入探讨。会议开幕式发言中，中国音乐学

院古诗词歌曲研究中心主任王苏芬教授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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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传承  展望未来

○  宋  静

— “首届中国古诗词歌曲研讨会”会议综述

会代表传达了中国音乐学院王黎光院长“承国

学、扬国韵、育国气、强国音”，立足优秀传统

文化，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声乐教学理

念。王院长强调，中国古诗词就是我们的“中国

乐派”，他鼓励王苏芬教授把古曲传承下去，建

设好这一学科。中国音乐学院王士魁教授在致

辞中指出：建立中国古诗词教学体系，对古诗词

歌曲的历史传承、演唱、理论等方面进行全面

而深入的研究，不仅为中国声乐的更好发展提

供助力，同时对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

方位融入教育、教学体系，不断创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理念、形式和方法等方面具有

重要的启示。这也正是此次“中国古诗词歌曲

研讨会”召开的主旨和意义。

为期两天的会议，共分为四场，多位专家

学者进行了主旨发言，分别由学者杨和平、谢嘉

幸、郭威、薄克礼、郑茂平、刘桂珍、陈霞、宋瑾

主持；由学者杨赛、李文军、刘冬颖、谢嘉幸、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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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宋瑾、屈歌负责单元点评。与会学者来自全

国文化界、艺术界、表演界、中国语言文学界、传

播界等多个领域，如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

中央音乐学院宋瑾教授、人民音乐出版社戴于

吾先生、中国歌剧舞剧院女高音歌唱家李元华

女士、北京语言大学陈霞教授、黑龙江大学刘冬

颖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李文军教授、浙江师范

大学杨和平教授、西南大学郑茂平教授、上海音

乐学院杨赛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在鸣

教授、北方昆曲剧院周来达研究员、兰州大学刘

桂珍教授、北京古琴文化研究会吴寒先生、中国

艺术研究院郭威副研究员、301解放军总医院屈

歌博士、宁夏音乐家协会哈若蕙先生、著名作曲

家刘尊先生、青年作曲家杨一博先生等，共计40

余位专家学者就会议议题作主题发言。此外，还

有来自武汉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

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星海音乐

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哈尔滨师

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浙江艺术学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大学、江苏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等共200余位教师参加了会议。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主要围绕古诗词传

承、发展两大主题展开研讨，内容涉及从新时

代中国古诗词歌曲艺术的历史传承到高校音乐

教学，从古诗词歌曲创作到演唱理论研究等诸

多方面。

一、追本溯源，品味传承

文化有根，音乐有魂，中国古典诗词自产生

起便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先秦时期是古代诗

歌发展的源头时期，也是古代诗词歌曲发展的

早期。从春秋时期的《诗经》到战国时期的《楚

辞》，诗歌都可以配乐演唱，唐代的部分近体

诗、宋词与元曲也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并留下了

许多词谱和曲谱。到了近代，由于外国音乐的涌

入，古诗词歌曲的创作融入了西方音乐元素与

技巧，中国古典诗词成为融合中西音乐的重要形

式，发展至现代有了更多元化的发展。对于古诗

词而言，其所展现出的文化魅力是无与伦比的。

与会学者们从历史、音韵学等多个角度追溯古

诗词在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传承脉络，探寻古曲

原貌，总的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古诗词传承相关研究

刘冬颖教授的发言集中在中国古代的诗乐

之教，她认为其可谓普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

层面，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诗乐之教涉及到博

物学、识字、民俗、宗教、政治等多方面的知识，

更像是一部走进古代先贤的百科全书。同时，

诗词中所浸润的礼仪制度也使其承担了国家礼

乐教化的功能，这在全世界的教育史上都是非

常特别的教育形式。歌唱家李元华表示，如今

传唱古诗词其实传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古圣先贤的人文品格与优雅神韵，从中不仅可

以看到文学与音乐美，还能汲取精神价值。李

俊勇副教授从中国古代文献学角度对宋词音乐

在《鄮峰真隐大曲》《白石道人歌曲》《魏氏乐

谱》以及清代《九宫大成》几部古代乐谱中的发

展脉络进行梳理，并提出恢复这些留存在古乐

谱中的词乐，应该多种途径并行，或者用昆曲复

原演唱，或是用民族和美声唱法进行演唱的观

点，多种演唱方式可以传达出不一样的魅力。

（二）音韵学研究

众所周知，古诗词极具中国古代汉语音韵

美。无论是以四言为主的《诗经》，还是平仄格

律严谨的唐诗、宋词，均韵味无穷，同时其抑扬

顿挫、长短相和的特征也形成了诗词的音乐性

和艺术美。此次会议部分学者即从音韵学角度

研究古诗词的吟诵，以及其与古诗词歌曲之间

的关系。谢嘉幸教授认为，古诗词歌曲与中国

的吟诵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古诗词歌曲既包

含创作也包含表演，其源头是古诗词吟诵和推

动古诗词吟诵的乐府。吟诵是介于朗诵和唱歌

之间的汉语诗文的口头表现形式。他还指出：

先秦时期是古代诗词歌曲发展的源头，到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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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古诗词歌曲的创作主要是由于外国音乐的涌

入，以西方的音乐元素与技巧来演唱中国古典

诗词成为融合中西音乐的重要形式，现代则有

了更多元化的发展。今天我们还要回到它的源

头去考察整个吟诵和诗词之间的关系，对于古

诗词的歌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李文军教

授从诵唸的概念、声调以及节奏进行分析，指

出诵唸是中国传统社会儿童主要的读书方式，

从音乐角度考量，它是音高与节奏的“唱”的形

态，这种唱的音声体验反映了中国音乐“文为

先、乐为体”的特点。他还以《道德经》《大学》

和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为例，演示了古诗词

吟诵中方言声调与字调的关系以及节奏关系。

宋瑾教授分析了古诗词句式结构和古音的发音

特点，提出复兴古诗词歌曲，弘扬传统美学，应

该多元发展。他认为，当今除流行音乐、西方音

乐外，独特的中国曲调和中国唱法较少，王苏芬

教授所从事的古诗词恢复工程意义非常重大。

此外，劳在鸣教授重视从声韵平仄与诗意内涵

相结合的角度来把握古诗词歌曲的吟唱和吟

诵。薄克礼、王恩保、刘大可等专家学者考察了

古诗词吟诵、吟唱的特征、亮点和演变，论述了

从吟诵到吟唱包括吟诵、吟唱的方式与发音的

历史演变过程，弥补了时下研究的不足，带给与

会者诸多思考和启发。

（三）乐曲溯源

在本次研讨会中，专家学者也对不同时期

的诗词、乐曲追根溯源，这些乐曲的考证、分析

构成了本次研讨会的极大亮点。周来达、池瑾

璟、郭威等学者从古诗词的乐曲考证、译谱方

面入手，对《渔家傲》《凤凰台上忆吹箫》《水

龙吟》及“何满子”“敦煌廿咏”等作品进行了

细致地剖析。郭威教授对唐代曲子“何满子”的

发展演变过程做了大致梳理，他认为，从曲子

到词作的演变过程，在《九宫大成》以及目连

戏等民间诸多乐种里都有遗存，并指出，“何满

子”也反映出曲子以乐籍体系为支撑，在民间

通过“口传心授”传承至今的历史现象。周来达

教授以傅雪漪老师的作品为例，通过对昆曲北

曲的主调贯穿，论述了古诗词歌曲中“三难”和

“三古”问题。池瑾璟教授主要围绕李清照的

《凤凰台上忆吹箫》，从中国传统的乐学、曲学

填词、度曲技法等层面论述韵谱整理，通过案

例研究探究词乐的创作规律。徐利华教授的研

究为学者们展现了中国古代词乐《水龙吟》传

入朝鲜以后的文化变迁现象。任积泉教授则提

供了古代乐府经典的范例—甘州古乐，为当

今学者研究唐宋古乐，以及更好的破译明清乐

谱的演唱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地域性标本。

二、古谱难寻、古曲难唱：在实践中发展

唐宋以来，古代文人诗词歌曲的传播，基

本呈现出宫廷文人的横向传播及其对民间自

上而下的影响。赵珂老师提出，古代诗词歌曲

的传播，除传统意义上的口传心授的传承方

式外，唯一可以作为传播载体的方式是平面传

播，如《诗经》。而从竹木简所记录的形式转变

为纸张，就是诸如《白石道人歌曲》这种带有

音乐曲谱功能的书籍了，这些对于后人研究古

代诗词歌曲的传播具有参考价值。郭威认为：

“我们的先贤们，如唐明皇为了重建声乐的系

统做过一系列的整理工作，清代乾隆皇帝也修

订过《九宫大成》，其中诗歌乐谱有100多首。时

至今日，我们有很大的距离去追赶前人所做的

工作，要整理中华的礼乐文明，我们还有很大

的空间去施展。”

另有部分学者也都提到了“古谱难寻”“古

曲难唱”这个关键词。放眼近代，有中国艺术研

究院的老所长杨荫浏先生翻译和选编的《古典

诗词歌曲》，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傅雪漪先生翻

译和选编的《中国古代诗词歌曲》。傅雪漪先生

还为这项事业培养出了传承人，为今天全面推

动中国古代诗词歌曲传承留下了优秀的种子。

从傅雪漪先生到其弟子王苏芬教授，从傅雪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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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近几十年传承中国古诗词歌曲的著名歌

唱家李元华老师等，我们文化传承的火种才没有

熄灭。当然在这几十年间也有诸如邱望湘、谭小

麟、罗忠镕等为数不多的作曲家，从作曲的层面

延续了古代诗词歌曲创作的生命线。虽如此，迄

今中国古诗词传承和传播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

地还处于星星之火的局面。那么如何发展古诗

词歌曲，与会学者们围绕着这一课题展开精彩

论述。总体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探寻听觉上的中国声音

与会学者们认为：在当今社会文化环境中

重建、发展古老的诗词歌曲艺术，首先需要在研

究的基础上更大力度地整理古乐。谢嘉幸教授

在发言中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这几年一直进行

的重建乐府的科研项目。杨赛研究员提出，我

们要构建从先秦一直到近现代的中国音乐文学

体系，把两千多年的音乐进行重构，这需要各大

高校和地方政府一起承担起这些任务。在本次

论坛中，有不少一线教育工作者也和与会者分

享了实践经验，对古诗词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提

供了许多建议。他们呼吁，要通过研究、整理、

创作和演唱探寻中国自己听觉上的声音。如杨

一博讲到，在对古诗词的编配过程中，整体音乐

风格的确定、对旋律的创作和配器，是一个对

音乐全方位思考的呈现过程。董莹莹老师指出，

古曲演唱要遵循中正平和、纯真纯善的原则，要

唱出中国的声音，要向传统戏曲的民族声乐理

论学习。诚如宋瑾教授所说：“我们现在要复兴

我们的古诗词歌曲，弘扬传统美学，应该多元发

展，我不反对有各种唱法和曲调，但是我很希望

听到独特的中国曲调和中国唱法。”

（二）重构古代诗词歌曲的声乐教育体系

会议上，学者们还分享了各自已经开展和即

将开展的古典诗词、诗词歌曲课程、师资培训和

各类学术研讨活动的信息。在高校教学中，越来

越多的学校通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与考试等

综合手段，发挥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中古诗词歌

曲传播以及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学者们从多

种角度、多重层面提出重构古代诗词歌曲的声乐

教育体系。如冯冰老师提到，她们在课程教学中

已经融入了古琴、瑟等古乐器，极尽还原古诗词

的原汁原味。刘冬颖老师则强调，三千年前中国

的乐官在教授音乐的时候，就是分科系统，甚至

按照诗歌的特点来进行分科教学。因此，在今天

的高校教学中，不仅要成立交叉学科的古诗词歌

曲教学团队，还要因材施教。魏琳老师表示，要

有针对性地选择歌曲进行分组教学，教学内容

可以包括古代原词原谱的歌曲，近现代的古诗词

艺术歌曲，还有当代具有流行元素的古诗词歌

曲，音乐师范专业还可以涉及古诗词儿童教学。

赵柯老师向会议详细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中国

古代诗词歌曲演唱人才培养项目班。这一科研

项目是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资助项目，该项目

自2018年7月20日开始进行了为期32天的集中授

课学习，为古代古诗词歌曲的现代化传播起到了

良好的示范作用。该项目之所以采取立体活态的

教学设计和实践，目的在于获取最佳的教学效

果，以便达到“育种广撒”的效应，使中国古代

诗词歌曲在未来更为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充分

体现自身的文化、艺术价值和意义。此外，陈瑜

老师分享了上海复旦大学古诗词普及传承活动，

田鹏老师介绍了北京中小学教育体系的工作等

等。可以说，此次会议为全国致力于古诗词歌曲

传承、演唱、创作的学者、文化工作者创建了一

个很好的沟通平台，对创建当今中国古诗词歌曲

的声乐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创建新时代的传承、传播途径

在本次研讨会中，一些专家学者也分享了自

己家乡的古乐，如甘州古乐、漳州南词等。这些

都是中华灿烂的文明，但因无人传唱而濒临灭

绝。加之上世纪以来，古诗词在中小学课本中逐

渐减少，人们在现代化生活中对传统文化的逐渐

疏离，致使整个社会对传统诗词吟唱的形式逐

渐陌生，古谱的古代诗词演唱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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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当下的环境中，加大力度对这些灿

烂文明进行抢救是一方面的工作，而如何利用时

下的传播媒介与时俱进地将这一“小众艺术”大

众化、年轻化，也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

的责任。陈霞教授说：“中华诗词的传播是一项

系统工程，在中华传统复兴的道路上，需要文化

界、艺术界、表演界、语言学界、传播界等不同界

别人士的合力来共同推动这项事业。”

当下古诗词歌曲的传承主要靠两种方式，

首先是在国家文化艺术政策引领和扶持下进行

专项古代歌曲培训，学员毕业返回原单位，为各

地大中小学培养一大批演唱和传承的人才。他

们分级开展的工作，将有利于诗词歌曲更广泛

地传承和传播。其次是各地古诗词的研究者、演

唱者，应利用发达的自媒体平台进行传播，使热

爱古诗词的人们欣赏到高水准的古诗词演唱，并

长期互动交流。

在这些传承的摸索中，不乏很多成功的案

例。如王苏芬教授执行王黎光院长“承国学、

扬国韵、育国气、强国音”的办学理念，出版教

程，录制CD，开展大师班，培养传承古曲的中

坚力量，甚至将演出带到了美国、西班牙，使其

走向世界；如谢嘉幸教授多年以来孜孜以求地

在全球各地、各个层级、各个界别推广乐府的

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必将让中国传统

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起到文化种子和文化基

因的作用；再如“摇滚博导”陈涌海创新打造的

《将进酒》，搭建了传统和现代的桥梁，他把诗

与当代审美相结合，成就了千万点击量的优秀

案例… …因此，我们对于古诗词歌曲的传播思

路要打开，与时俱进才能找到路在何方。

诚然，文化传承面临着理念、机制、内容、

对象、环境、操作等诸多问题。从内容单一的文

化传承项目，拓展到整个教育的话语体系，使其

进入主流教育体系，这是我们现在急需要做的。

传承对象从原来区域传承人扩展到全国公民， 责任编辑：韩菽筠

民俗生态环境是基础，校园环境是引领，产业

生态环境是动力，社区生态环境将是根本目标。

而搭建一个诸如中国古诗词歌曲协会的平台，囊

括研究、创作、表演、评论和传播各个环节，将

如珍珠般散落的“非遗”项目串联、融汇起来，

并将其传承、推广开去，尽管“路漫漫其修远

兮”，但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文化工程。

在古诗词歌曲传承与传播的路上，开放与

坚守，争鸣与包容，都应该是其鲜明的特征。无

论是老一代的文艺工作者，还是如今奋斗在一

线的中坚力量，无论是从事古诗词研究，还是

演唱、创作、表演和翻译等，都应有传承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交流，

相互合作，共同攻关。正如宋瑾教授寄语大家

的：“在工作中要‘无龄感’，要永远保持热忱

持续下去。”杨赛研究员也表示：“我们要留住

耳朵上的中国，即基于中国语言的语感，把我

们的乐感、情感联合起来，最终形成‘中国之

美’。”因此，无论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还是中

西的融通，都要充分利用现代的传播手段扩大

古诗词歌曲的影响，以此引领当代中国音乐及

大众的审美，这样，我们听觉中的中国古代诗

词声音才能逐渐建立起来。

综上所述，“全国首届古诗词歌曲学术研

讨会”汇集了音乐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和

语言文学等各学科专家，研讨的范围包含了历

史研究、乐曲考证分析、古诗词创作和演唱以

及宏观的学科建设等多个领域。研讨会所交流

和讨论的古诗词歌曲的历史、创作、传承、表

演和研究话题，都是中国音乐学院提出的建立

“中国乐派”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

转化的重要体现。因此可以说，此次会议对开

创和发展“中国乐派”的实践行动，具有十分重

要的开拓性和奠基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