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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音乐的交流与发展

张雯雯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安徽合肥230001)

摘要：人类通过交流加快了世界文明化的进程。通过交流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在世界和平发展的今

天，交流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民族音乐深入发展、逐步完善的道路上，更需要通过交流的方式，了解世

界音乐文化，发展传统音乐，促进音乐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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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流是民族音乐发展的动力

音乐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民族音

乐与外国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已有二千多年之久。

从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来看．华夏音乐文明之初就有

了与其他各民族音乐间的交流，《：路史·后纪)十三注

引<竹书纪年纪>有云，。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

舞”；又<礼记·明堂位>云：“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

鲁于天下也。”这里的“夷蛮”指的正是华夏民族周

边的各少数民族。民族间的音乐交流成就了后世千

年中国音乐发展的重要脉络。【l】∞在交流的过程中。

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影响了别国音乐，同时别国音乐

文化的进入，也推动了我国民族音乐的变革、发展，

并带来了新的文化内容。

我国历史上有两次较大规模的中外音乐文化交

流。第一次发生在南北朝至唐代中期。以西域音乐

的流人为主。大量的音乐文化交流，带动了当时音

乐文化的发展，丰富了乐器品种，完善了歌舞大曲，

乐制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外来音乐经过长期的变

化发展，与我国传统民族音乐融为一体，扎根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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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成为我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民族音乐的内容。第二次

重要的交流发生于封建制度趋于瓦解的晚清政府统

治时期。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瓜分中国之际．人民处

于国破家亡的边缘，中国民族音乐步入了向近现代

转折。音乐前辈从日本将西方音乐引入中国．兴起

了学堂乐歌。它吸收西方音乐的优点，使中国固有的

传统音乐文化出现了新的成份。在传统民族音乐表

现手法的基础上，引入西方音乐理论，将西洋音乐技

法结合在传统音乐中。使音乐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性

和强烈的时代感．从而也开始了近代音乐唤醒民众

救国救亡的篇章。这一时期创作了大批中西合壁的

音乐作品，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大刀

进行曲>、<牧童短笛>、《：梁祝>等，这时我国传统音乐

开始有了新的音乐理论。通过这样的交流．也进一

步推动了民族音乐的发展。

历史的经验说明．在继承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

上。借鉴外来音乐发展优秀成果是促进音乐发展的

有效手段。进入2l世纪，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

扩大。音乐交流也不断深人，那种否定世界各民族音

乐的共性，强调民族音乐主体性，拒绝学习世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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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技法，拒绝吸取外来文化精髓的行为，必定

阻碍民族音乐的前进。音乐交流是民族音乐自身发

展的需要，是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要求，是人民不

断增长的现代文化生活的需求。从我国目前民族音

乐发展来看。音乐交流必须在明确分析自己长处的

同时，寻找自己民族音乐的不足之处，寻找自身发

展的动力，看清音乐发展的方向，建成民族音乐的

新体系。我国传统民族音乐注重理性。以横向思维

为主，平和优雅，激扬壮美的成份较少，缺少和声音

乐大气势、大场面的表达，多声部音乐不发达，单声

部音乐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传统音乐的开

发。西方音乐优秀成果的了解、吸收都还不够。专业

音乐教育重西方音乐、现代音乐发展滞后于时代等

问题，都应使我们深刻地反思并努力寻找解决这些

问题的途径，以形成音乐文化交流的畅通渠道。通过

交流使民族音乐真正得到发展。

二、民族音乐的交流并非。全盘西化”

。全盘西化”是指中国传统的音乐在现代社会

中，已不适应今天人们的需要，只能放人“历史博物

馆”，成为历史的见证。音乐文化的发展，不能盲目

的“全盘西化”，应以自身的发展为主，在强调民族

音乐主体性的同时客观分析中西音乐之间、中国与

世界其它民族音乐之间的异同，引进优秀的成果，

丰富自身音乐的表现手法，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特

点，走出一条规范、适应的发展道路．而非生搬硬

套，盲目效仿。民族音乐在交流发展的过程中，不仅

仅要吸收西方的音乐文化。而且要吸取世界各地优

秀的音乐文化，在挖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通过交流，找到新的发展之路。完全照搬它人。以西

方音乐为唯一标准、唯一模式，否定民族音乐的主

体，否定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发展，必将走向灭亡。效

仿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

任何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都是世界音乐文化

的重要组成。我国音乐文化发展至今。有其辉煌的

发展历史，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摇声”和“弹性节

拍”构成了它的根本特征，这是世界音乐文化的重

要一员，任何一种音乐也不能替代。近现代新音乐

吸取西方音乐某些特征。生成新类型的音乐风格和

音乐作品。它是在继承传统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的，只能成为中国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

能代替中国千年的传统音乐文化。新音乐的产生、

发展也并不意味着传统音乐文化过时了、落后了．

应被“封存”起来。新音乐并不意味着完全用西方音

乐思路发展中国音乐。世界各民族中任何一种音乐

艺术流传至今，必有其自身的重要艺术价值：只是

引领世界音乐文化潮流的时间有所不同。随着社会

的前进。在世界音乐舞台上不充当“主角”。并不是

被所谓的入文音乐、时尚音乐所替代，而是成为珍

贵的“配角”，将永远不会退出音乐的历史舞台，将

会在吸收、完善中发展进步。

事实证明．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和交融

是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正常

现象，也是民族文化升华的有效途径。因此，在进行

音乐文化交流的同时。不仅要学习别人，而且更要

研究自己。研究传统音乐，不能盲目地否定或肯定，

应根据自身发展的需求，选择吸取的内容，通过交

流促进民族音乐的民族性发展。促进我国民族音乐

多元化发展。呼1通过民族音乐自身的改革．找到与

世界音乐交流的切入点。

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人类探寻的目光已指

向了遥远的火星。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思想交流变得

更加容易。在平等基础上展开音乐文化交流成为发

展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手段。．随着国力的增强、经

济的发展，民族音乐将日益进步，面对世界音乐文

化的多元发展，分析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方向，调

整自身的内部结构，借鉴各自发展经验，寻找发展

的动力，形成新的思路，才能找到与世界音乐文化

交流的切人点。

我国民族乐队交响化的发展，就是一个成功的

例子。借鉴西方交响乐队形式。民族乐队重新组成

新型的合奏形式，改进民族乐器的个性，使之适应

乐队新组合的演奏，适应作品演奏要求，创作出了

具有我国鲜明民族特性的交响音乐作品。通过世界

各地的交流演出，使世界各地深刻了解到我国民族

音乐文化。通过世界民族乐队自身的完善与革新，

既丰富了民族乐队的表现形式，同时又促进了我国

民族音乐的发展．找到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的共同

点。找到了与世界音乐对话的好方法。

音乐教育是音乐文化交流的前沿，要培养民族

音乐继承人，也是继承传统音乐审美思想，推广吸

收外来音乐文化．建立音乐体系的重要环节。在引

进欧洲音乐文化体系推动中国音乐文化教育的同

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发

展的停滞，专业音乐院校教材重西轻中等现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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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我国民族音乐审美心理的普及与推广，产生

了西乐高于民族音乐的错误观点。因此应尽快发展

完善我国音乐教育理论体系，提高教育理念，全面

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多方位、多思路地

采取各种教育方式。培养具有集西方与东方民族音

乐精神于一体的音乐人才。要杜绝一言堂．注重教

育思想的开放性，注重人材的个性化发展，使音乐

教育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还要不

断普及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意识，适应现代教育的

需求，使教育机制能适应现代音乐交流的要求。

民族音乐要汇人世界音乐．一定要有现代的意

识。随着电脑科技与世界互联网络的发展。人类文

化资源的共享，音乐的交流将大大提升，不同民族

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更广泛．更深刻。在吸收外来

音乐优秀成果的同时。要注重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

传统音乐。形成双向交流。电子乐器将民族音乐改

头换面，使民族音乐更具时代特点，更容易汇人国际

音乐交流中。更使民族音乐交流与现代高科技结合

起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交流已成为民族音乐发展的

重要手段．民族音乐只有通过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

流，才能永远保持鲜明的个性特征，才能促进传统民

族音乐的继承．必须正确把握民族音乐发展的方向．

推动我国民族音乐的全面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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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柯琳.KE Ling 整体反观解构整合——论少数民族音乐在当代的发展 -贵州民族研究2008,28(5)
    当代传媒的发展,直接促使和推动了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和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使少数民族音乐逐渐在向社会化、大众化

的现代传播模式转化.然而.当代传媒在传播的空间、时间、速度上为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播带来了新的变革,也为其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为少

数民族音乐的传播和发展带来新的思考和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本文分三部分:一、口传模式、二、当代遇境、三、整合发展,分别论述了少数民族音乐

的传承模式的形式、特征;以及在当代的遇境,并提出重新解构的发展看法.传播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弘扬.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播和发展,不仅需要国家文

化政策、法规的倾斜,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及观念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在传播方式上要善于利用现代传媒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传播,才能给少数民族音乐

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2.学位论文 信红霞 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研究及实施建议 2006
    在新世纪的教育改革浪潮中，民族文化作为培养学生素质的重要组织部分，越来越引起各国教育领域的高度重视，关注本民族音乐教育已成为国际

音乐教育的重要发展趋势。近年来，我国的民族音乐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1998年，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国音乐学院的讲话《为进一步繁荣发展我

国民族音乐做贡献》中，就对民族音乐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加强民族音乐的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和普及教育工作”。目前，如

何振兴我国的民族音乐教育，已成为国内音乐界人士讨论研究的话题。

    本文结合新课程标准的教育理念，就如何在我国的中小学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教育，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民族音乐教育的内涵做了阐明，尤其在

民族音乐教育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关系中，强调了民族音乐教育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作用。

    中小学实施民族音乐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通过对几所中小学的学生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民族音乐教育在中小学的发展情况：仅有22-30％的

同学喜欢民族音乐，7-27％的同学喜欢乡土音乐，13-23％的同学对戏曲感兴趣，13-18％的同学喜欢听京剧。本文通过问卷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

原因是：1、思想观念问题；2、学校音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3、社会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文章又强调了我国中小学实施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

，在学校中进行民族音乐教育，不仅能加强学生自尊、自爱、自强的民族意识，还可以让学生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提高民族素质，培养学生的民族审

美观念。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发展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在中小学进行民族音乐教育也是新课程标准中弘扬民族文化基本理念的体现

和要求。

    通过多半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我体会到，要在中小学实施民族音乐教育必须做到：(一)树立正确的民族音乐文化观与相应的音乐教育观。我们要用

多元化的观念正确对待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用辨证发展的眼光看待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本着尊重保持发展弘扬的原则，树立本民族音乐文化的自尊

观念，教育学生要尊重民族音乐文化，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二)确立民族音乐文化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引进、挖掘、合理利用民

族音乐文化资源，编撰系统的民族音乐教材，建立相应的民族音乐教学方法，确立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地位。(三)构建新型的民族音乐教学模式。在民

族音乐教学中，除了合理选择运用一些常规的教学模式外，还必须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构建新型的民族音乐教学模式，有利于民族音乐教育的普及与

推广，真正使中小学生热爱、喜欢、接受民族音乐，实现民族音乐的传承价值。民族音乐教学模式主要有：1、“感染熏陶”式教学模式2、“引导探究

”式教学模式3、融合式教学模式。(四)创造良好而浓郁的民族音乐教育的生态环境。民族音乐教育要发展，必须有一个好的环境，通过社会环境、学校

环境、家庭环境三种氛围的影响，使学生热爱民族音乐，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兴趣。(五)建立一支师资力量雄厚的民族音乐教师队伍。作为高素质

的民族音乐教师，要有民族音乐为主体的思想意识，能结合新理念进行民族音乐教学，有一定的创新精神，能研究民族音乐理论，担负起弘扬当地民族

音乐文化的职责，只有这样的创新民族音乐教师，才能使我们的民族音乐教育，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现象，使我国的民族音乐教育不断成长发展。

    总之，在中小学进行民族音乐教育是弘扬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途径，要发展我国中小学的民族音乐教育，还期待同行们多研究一些有关发展中

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课题，为弘扬我国民族音乐、实现传承民族文化价值做出贡献。

3.期刊论文 杨殿斛.YANG Dian-hu 音乐人类学路径:贵州民族音乐研究的后集成走向——关于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今

后工作发展及学科发展问题的思考 -贵州民族研究2008,28(4)
    贵州民族音乐研究成绩斐然,在中国民族音乐学术界占有一定的地位.如何再创贵州民族音乐研究的历史新高,在中国民族音乐学术界继续保持应有的

地位,是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在"四大集成"完工之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即"后集成工作"研究走向问题.笔者认为贵州民族音乐研究"后集成工作"一是学

会挂靠高校,培养民族音乐研究事业的接班人;二是拓展"音乐人类学"的学科视野,超越"民族音乐学"的局限;三是既要编辑"四大集成"配套音响和普及性

读物,又要走向音乐人类学研究路径.

4.期刊论文 王采 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及前景探析 -大众文艺2010(16)
    中国民族音乐具有悠久的历史,他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人类生存地域的差异使民族音乐各有其风格,社会的变迁使人类表达内容有所不同

,民族音乐也就随之表现出不一样的内涵,民族音乐随着人类文化素质的提高而表现出它的格调层次与价值,发展民族音乐有其现实意义,民族音乐的发展

前景也十分乐观.

5.期刊论文 张莹莹 浅谈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及发展新方向 -文学与艺术2010,02(6)
    中国的民族音乐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创造的,能够真实的反应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是我国音

乐文化的核心.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多元化的曲调.中国的民族音乐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具备了鲜明的民族个性与特征,旱已将中华民族的气节与精

神融为一体.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中国部分音乐界人士形成了"西方一元化"的音乐理念,推崇着当前的流行音乐,爵士音乐,黑人R&B曲风,而逐渐冷落

了我国自身民族音乐,这让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面对着当前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状况,认真分析民族音乐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找出应对措施

,对于推选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与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6.期刊论文 吴曾林 隋、唐燕乐的兴盛对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启示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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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2(3)

    隋、唐燕乐兴盛,佐证了"中国民族音乐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外国音乐交流融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汉族音乐文化与少数

民族文化、外国音乐文化相互交融,衍生发展"的轨迹.因而坚持保护和继承民族音乐,培养高素质的民族音乐人才是民族音乐发展的根本出路.

7.期刊论文 郭中兴.GUO Zhong-xing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价值探析 -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7(6)
    中国的民族音乐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目前社会上流行音乐盛行,很多人对民族音乐遗产知之甚少,特别是年轻一代更是这样.本文从民族音乐的

内涵、民族音乐产生与发展、民族音乐的特点以及在世界音乐中的地位等几个方面阐述中国民族音乐艺术的价值和应有的地位.

8.学位论文 郭嘉 论少数民族音乐的可持续发展——以长白朝鲜族音乐生态环境调查研究为例 2007
    人类的资源不仅包含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还包括人类精神世界赖以生存的文化资源.作为中华文化资源一部分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它的耗竭、

更新与永续性发展直接牵涉中华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目前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多以民族自治的行政区域为基础.为进一步探讨如何对少数

民族音乐资源进行生态维护,寻求继承、传播、发展少数民族音乐的方法与途径,本文以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朝鲜族音乐的生态环境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对

朝鲜族迁入带来的朝鲜族音乐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落户流传、融合变化、流存现况及部分朝鲜族音乐资源的消亡等情况的整理分析,探讨长白朝鲜族自

治县朝鲜族音乐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生态环境变迁与现今各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的生态环境变化的相似性.以此深入研究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生态

环境的变迁对少数民族音乐资源所产生的影响,寻求其规律和特点,为探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的永续发展之路提供科学依据.论文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主要陈述了笔者选题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并简要叙述了笔者在研究长白朝鲜族音乐资源生态环境时所运用到的理论及研究方法.

    第一章史话长白朝鲜族及其音乐资源,包括长白朝鲜族的迁入史、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生态环境特征、20世纪的长白朝鲜族音乐资源的综述等,为分

析和探究长白朝鲜族音乐生态环境特征起到了铺第二章长白朝鲜族音乐的形态构成,对采风收集整理到的谱例和田野调查材料进行分析,归纳长白朝鲜族

音乐资源的基本形态特征及其生态演变特征.第三章长白朝鲜族音乐的生态特征,从长白朝鲜族音乐资源的可更新性、耗竭性及舒适性等音乐生态特征分

析长白朝鲜族音乐生态环境的具体特征与特点,究其利弊.

    第四章管窥少数民族音乐的可持续发展,由长自朝鲜族自治县的朝鲜族音乐生态特征的探究、分析少数民族音乐的可持续发展与其存在的生态环境的

关系.并归纳出以下各项:一、对待少数民族音乐资源中不可再生部分要求"急",求"真"保护.加强官方指导体系运行的实际操作性,提高教育在音乐资源永

续发展中的作用.二、强调重视民间音乐的民间传承机制.三、注重民族音乐特别是少数民族音乐的舒适性特征.四、正确认识在现代世界体系框架内的历

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民族音乐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种资源,在现代资源配置中所扮演的角色.总而言之,创造良好的发展生态环境,提高民族音乐,特别是

少数民族音乐的舒适性特征,为民族音乐资源的永续发展提供一条不竭的发展之路.

9.期刊论文 郭智勇 民族音乐发展中的几个认识问题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4(5)
    在我国民族音乐蓬勃发展的背后,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和技术上的困难,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这些都制约了我国民族音

乐更进一步的发展.只有在先进文化的指导下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

10.期刊论文 周文林 高校教育中发展民族音乐之措施 -中国成人教育2007(20)
    高校教育作为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文化传承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高校教育中发展民族音乐,无论是对高校教育还是对民族音乐都具有举足轻重

的意义,那么在高校教育中如何发展民族音乐乃是我们当前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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