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
覽
群
書

孫
星
群
：
《
中
國
少
數
民
族
古
代
音
樂
史
稿
》(

遠
古─

清
末)

體
例
與
結
構

１０７

1、民族與人文

本著按朝代簡略地撰寫了中國歷史上17個消
亡部落、部族、民族的音樂，有匈奴、塞種、月氏、

烏桓、城郭諸國（即三十六國）、夫余、挹婁、鮮

卑、吐谷渾、敕勒、柔然、庫莫奚、突厥、契丹、黨

項羌、渤海國、沙陀等，這是繼拙著《西夏遼金音

樂史稿》（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出版後對消
亡民族音樂的又一次關注與範圍更廣的研究，但

由於古代史料的不足和感性的茫然，仍處於所知

甚微的狀態，還難以還原它真實的原貌，甚至只

能採取逆向法，以今天的材料來推論古代的音樂

文化。同時按朝代分別論述了五千年來分化、融

合、發展至今的54個少數民族在清末前的音樂發
展歷程（中國俄羅斯族1935年才遷徙中國故不論
及），也簡略地介紹了它們與音樂學有關的歷史、

政治、經濟、習俗、語言文字、宗教信仰、歌種、民

間文藝等諸多的人文材料，這是基於本著者的拙

見：「音樂史」涵蓋著「音樂」與「史」，無人文材

料僅有「音樂」不成為「史」；無「音樂」僅有「史」

也不成為「音樂史」。如第七編「明清時期」，論述

了滿族清朝的政治社會情況，本著者曾一度想把

它刪去，認為它與民族音樂史聯繫不甚密切，後

來又一想，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中國在秦、漢、唐、

宋、明、元及清代康乾時期曾經強盛過，是當時世

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由於政治制度、生產方式未

能適應世界潮流的改變而改革，導致清道光以後

成為世界的弱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音樂

《中國少數民族古代音樂史稿》
(遠古-清末)體例與結構

■ 孫星群

福建藝術研究所

博覽群書

摘  要：本著以歷史朝代為緯，以各個少數民族

音樂為經，這是本著的新意，是適應民族音樂史

研究的需要，是適應民族音樂史學科發展的需要，

它依據朝代、族系、語系語族、地域、信仰、民族形

成、立國時間並參照《二十五史》及有關文獻、著

述、資料進行劃分；本著的冠名依據：除現存55個
少數民族習慣稱「族」外，其他一律只稱名，不冠以

「族」「民族」「國」等；本著的史料來源：讀原著，

查資料，聽錄音，看錄影，進行田野採風，參加

各種學術會議，與各族音樂學者溝通交流；本著

者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二十餘年對民族歷史、民

族政策、民族生活、民族習俗、民族感情等等的學

識、感悟、體會。

關鍵詞：遠古先秦；中華音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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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曾經的輝煌亦敗落得不為世人所重視。就像日

本在馬關條約和遼南條約中掠奪了中國二億三千

萬兩白銀的賠款；就像修建一百餘年，耗費白銀約

二億兩的圓明園，在八國聯軍的鐵蹄下破碎，被

掠，被焚，被瓜分，至今國寶還被強盜們堂而皇之

地「擺在」他們的博物館裡炫耀；同樣不可容忍的

是明成祖親為作序的《永樂大典》，全書三億七千

萬字、兩萬兩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零九十五

冊，《英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第十五版》介紹中

國古代27種類書時特別指出《永樂大典》是全世
界最大的百科全書，八國聯軍燒毀翰林院時被強

盜們所劫掠，現在英、美、德、日、俄及愛爾蘭等國

的大圖書館中都藏有《永樂大典》，目前國內僅餘

195冊，各強盜國約有149冊，《永樂大典》中就保
藏有久已失傳的三種南戲《小孫屠》《張協狀元》

《宦門子弟錯立身》。這都使本著者想到音樂與美

學、物理學、生理學、心理學、藝術史、文化史、政

治史、哲學史、語言學、民俗學的關係，音樂與國家

的強弱，音樂與政治是皮與毛不可分離的關係，皮

之不存毛將無附焉。西洋傳教士錢德明（Amiot, J. 
J. M）說得對：「中國音樂體系是與這個民族的一
切知識連在一起的，並成為這個古老民族的生存

基礎。」因此，也就慨然地把它敘寫在此，以為史

鑒。

2、設「樂府」的民族政權

我國歷史上夏桀時就設有宮廷音樂，《管子

校正》卷二三《輕重甲》云：「昔者桀之時，女樂三

萬人，端噪晨樂聞於三衢」；秦朝設立樂府；漢承

秦制，其職在於採集詩歌，被以管弦以入樂，制樂

譜、訓練樂工；東漢初年，樂府繼續採集民間歌

謠，而文人擬作之樂府亦漸繁榮；《魏書·樂志》

載：北魏朝廷因「無洞曉聲律者，樂部不能立」，

當時西域諸國「地方數千里，眾可二十餘萬」的大

國悅般國在他們的宮廷中設有樂署，有鼓吹，故

北魏「通西域（後），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

前趙匈奴人劉氏、前秦氐人苻氏、前燕鮮卑人慕

容氏等所建政權都設有樂府機構；諸燕樂府後來

多保留在北魏樂府之中，據《魏書·樂志》載「《掖

庭中歌》《真人代歌》……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

之」，《舊唐書·音樂志》載：「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

將數百曲」「今存者五十三章」。匈奴族政權前趙

也置有「樂府」，設立「太常」機構，以統太樂、鼓

吹等。遼立國後建立了宮廷教坊，有宮廷「樂官千

人」；西夏立國後建立了宮廷樂舞機構「番漢樂人

院」；金立國後設置教坊官署，掌鐃歌、機構；渤

海國設立樂府，渤海樂、靺鞨舞、渤海琴作為渤海

國音樂，以其獨特的風格，與唐樂、林邑樂、高句

麗樂一起為日本宮廷禮儀音樂所吸收，成為日本

樂的組成部分，世代相傳，並直接、間接地傳播在

遼、金、宋、元各個朝代的廣大地域，為各族人民

所喜愛。忽必烈登極後，「儀文制度，遵用漢法」，

把太常寺、太常禮院合併為太常禮儀院，教鼓吹、

散樂、渤海樂、本國樂等；元世祖在禮部設立太常

禮儀院、儀鳳司與教坊司三大音樂坊之下設「雲和

署」「安和署」「常和署」「天樂署」「廣樂庫」五個

機構。元朝還增設儀鳳司掌管「天下樂工」「調音

律」執「樂籍」等，使宮廷音樂得以發展。清朝設教

坊司、和聲署、樂部、升平署管理禮樂事務，升平

署中設置「什幫處」專門管理各民族的音樂事務。

各民族統治者參照「漢法」設置樂府機構，一是以

統治者的意識來規範、管理民族音樂；二是促進了

各民族音樂舞蹈的發展。

3、使用記譜法的民族

遼國使用中原的工尺譜，《遼史·樂志》載：
「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

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闕其一，猶

雅音之不及商也。」

吐蕃的布敦、宗喀巴於14世紀創造了「央移」
記譜法。

白族沒有正式的樂譜，但廣泛流行著一些「口

頭譜」，這些口頭譜雖然不準確、不完備，但有一

定的實用價值，確切地說，它還只是口語的繞口

令，如劍川的三弦口語譜《桑旦桑》：「桑旦桑，九

鬥桑，九鬥桑旦桑，桑旦九鬥桑，九鬥桑旦桑」。劍

川流行的三弦口語譜《桑納光》：「桑納光，納桑

光，桑納光拉納桑光，桑納光桑納光桑，納光桑，

納光桑納桑納光」。它一字代表一個音級，桑為la，
旦為do，九鬥為mi mi。據說只要把桑、旦、九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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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弦上的音位找到了，通過練習，就能很快演奏。

4、各民族的朝代安排

中國古代各民族就像「大珠小珠落玉盤」一

樣散佈在中華大地，怎麼把它們編寫成史？一是各

民族並列橫寫，各自為史；一是按朝代豎寫，共同

為史。

按民族平列的橫寫來論述55個少數民族，不
利於讀者對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發展整個歷史的全

貌理解。因此2002年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
文學藝術研究所才構想按中國歷史朝代發展的脈

絡來撰寫《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史》，先是得到中

央民族大學「十五」科研規劃重點專案的立項，後

提升為中央民族委員會的立項批准。他們邀請我

撰寫該課題的第一章《遠古與先秦時期的少數民

族音樂》、第二章《秦漢時期的少數民族音樂》、

第三章《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少數民族音樂》、

第五章《五代十國遼宋西夏金時期的少數民族音

樂》，原定7萬字，我完成了27萬字，以中華民族歷
史朝代為體的豎寫的體例由我在撰寫的幾個章中

確立了，第四章隋唐、第六章元、第七章明清、第八

章民國、第九章建國至二十世紀，由於其他撰稿者

沒有完成，該課題也就停止了。但，許多學者都認

為該課題按朝代豎寫的學術價值重大，如我曾向

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于潤洋教授說起這個課題，他

高興地說這個課題太有意義了；如中國音樂學院

院長、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會長樊祖蔭教授於

2014年9月11日給我來信說：「我認為您做的工作
特別重要，為將來的中國音樂通史打下堅實的基

礎。祝順利！一定要保重身體」。我撰寫的書稿完

成後送給時任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會長馮光鈺

教授看，他說：這部音樂史「厚古薄今更有價值」，

說：「資料齊全，寫的比較細緻」，「框架及內容都

好，可以看出星群兄花了很大功夫，佔據資料充

分，論述流暢，有學術價值，值得肯定」；中央民

族大學音樂學院專攻少數民族音樂的關也維（錫

伯族）教授說：「南北朝時期很亂，很不好寫，星

群條分縷析，把第三章整理得很清楚。」因此我才

強下決心，才有今天這費心費力的拼命，經過12年
的努力才寫完後面的四個編，完成了這部一百幾

十萬字的課題；它的時間只界定在遠古至清末；定

名為《中國少數民族古代音樂史稿》。今天看來，

以中華民族歷史朝代為體的豎寫是本著的新意，

是適應民族音樂史研究的需要，是民族音樂史學

科發展的需要，是整個中華民族音樂史研究的需

要，因為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離不開各朝代的

漢族音樂，以歷史朝代豎寫的體例目前是中國少

數民族音樂史的第一部。本著者依據朝代、族系、

語系、地域、信仰、民族形成與立國時間、並參照

《二十五史》及其它著述做如下的安排：

（1）民族形成：回紇——維吾爾族在唐朝才
開始成為漠北獨立的大汗強國；藏族在松贊干布

13歲（唐貞觀三年，公元629年）時才統一全藏建
立吐蕃王國，又及門巴、珞巴同一地域，又同屬藏

語支；南詔國與唐朝相始終，彝、哈尼、傣、傈僳、

納西等民族都在它的統治下發展。故把以上民族

都放在第四編《隋唐五代時期》論述；

（2）族系與立國：「西南夷分佈區域極廣，民
族成份多而又相互雜處，加上各種文化的影響，

故其族屬和來源紛繁難辨」，按族系西南夷大致

可分為氐羌（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百越（漢藏語

系壯侗語族）、百濮（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三個

遼代契丹琵琶制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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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系。1.屬於氐羌族系的有：滇、靡莫、勞浸、僰、
巂（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馬、摩沙

等，他們分別是今天的彝、白、納西、拉祜、哈尼、

傈僳、基諾、羌、普米、景頗、阿昌、獨龍、怒等民

族的先民；2.屬於百越族系的有夜郎、且蘭、句町、
漏臥、滇越，他們分別是今天的仡佬、布依、傣、壯

等民族的先民；3.屬於百濮族系的有哀牢、濮，他
們分別是今天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先民。但

由於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他們多處於不同的

歷史發展時期，故又按其它原則分列在其他朝代

論述。

百越嫡裔有壯、侗、瑤（拉珈）、毛南、仡佬、

黎，以及百越近親瑤（勉、布努）、畲；宋人朱輔

《溪蠻叢笑》的葉錢《序》說：五溪之蠻「沅其故

壤、環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瑤、曰僚、曰

僮、曰仡佬」；黎族的稱謂「普遍使用始於宋」；

「僮、布依族稱的出現是現代壯侗語族開始形成

的標誌」。白族是大理立國的主要民族；所以把

遼、西夏、金、沙陀、大理、白、壯、侗、毛南、仫佬、

仡佬、布依、苗、瑤、畲、黎等民族放在第五編「遼

宋夏金時期」論述；

（3）語系語族：1.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有維吾
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烏孜別克、塔塔爾，再考慮

地域故把印歐語的塔吉克、滿語的錫伯一起放在

第四編《隋唐五代時期》論述；2.阿爾泰語系南亞
語的佤、德昂、布朗放在第四編論述；3.阿爾泰語
系滿語——通古斯語族的滿族、赫哲、鄂倫春、
鄂溫克，因地域也因明朝初期，女真族分為建州女

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野人女真中留居

黑龍江一帶的部落，後來形成為赫哲、達斡爾、鄂

倫春、鄂溫克等民族，再考慮地域故把朝鮮與蒙

古語的達斡爾都放在第七編《明清時期》論述；

（4）地域與信仰：元朝時期，「回回」才形成，
撒拉族先民才從中亞的撒馬爾罕遷徙到循化地

區，而東鄉族、保安族都信仰伊斯蘭教，蒙古語的

東部裕固族與土族雖信仰佛教、西部裕固族雖屬

突厥語但地域都在西北，故都放在第六編《元時

期》論述；

（5）文獻記載：《後漢書》《三國志》提到「夷
洲」「夷洲人」「山夷」，故把台灣高山族放在第三

編《魏晉南北朝》來論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

究所編撰的《中國歷代民族史叢書》也把高山族

收在《魏晉南北朝民族史》的第十章。

《明史》《清史稿》在湖廣、四川、雲南、貴

州、廣西（《清史稿》增加甘肅）等六個土司傳中論

述少數民族時，《清史稿》設藩部一至七論述科爾

沁等蒙古各部，藩部八論述西藏，但都沒有論述

少數民族音樂；《清史稿·樂志》論述《十二律呂尺
度》、《樂章一》論述「郊廟、群祀」、《樂章二》論

述「禦殿慶賀、禾辭、桑歌」、《樂章三》論述「筵

宴、鄉飲酒」、《樂章四》論述「筵宴舞曲、大宴笳

吹樂、番部合奏」、《樂章五》論述「鐃歌大樂、鐃

歌清樂、凱歌辭」，宮廷中演奏的只是平定西域、

擄獲回部、擄獲藏族的音樂；《明史·樂志》記載宮
廷禮儀音樂，只在《樂志三》記述了兩段「四夷舞

曲」。所以把難以歸屬的其他各民族都放在第七編

「明清時期」論述。

撰述中以著者掌握材料之多寡而定，各民族

篇幅之大小沒有厚薄、輕重之意。

5、冠名根據

歷史上各民族興起、強盛後，有的立國，有的

衰亡，立國的遼、西夏、金與宋是什麼關係？消亡

唐代胡樂奚琴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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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匈奴、鮮卑、突厥應當冠以「民族」？遼國主稱

自己為遼朝、北朝，稱宋為宋朝、南朝，把自己與

宋看做是平等的兩個政權實體，番、漢有別但又

不是對立的國家。遼還把自己看做是中原朝廷的

兄弟，《續資治通鑒長編》載遼興宗耶律宗真在重

熙十一年（公元1042年）《致宋帝書》中稱「弟大
契丹皇帝謹致書兄大宋皇帝……」。故元朝圍繞着

宋遼金三史的纂修義例問題發生過一次正統與偏

統的爭論。揭傒斯、楊維楨主張宋為正統，遼為偏

統；謝（修）端、王理主張北宋為宋史，遼、金為北

史，南宋為南史。最後，元朝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

於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採納確定為「三國各與正
統，各系其年號」，宋、遼、金史就按此修撰。本著

為簡便起見，在目錄和標題上，除現存55個民族習
慣稱「族」外，其他一律只稱名，不冠以「族」「民

族」「國」等。

6、史料來源

一部浩瀚的《中國少數民族古代音樂史稿》，

對於一個著者來說是多麼大的工程，任何人都難

以熟悉諸多民族的一切，以一己之力完成這樣一

部大著，實在有許多的困難，始初又沒有科研經

費，怎麼辦？本著者聯想到司馬遷撰著《史記》，

其「八書」中的《禮記》抄自《荀子·禮論》，《樂
書》抄自《禮記·樂記》，正如《史記·太史公自序》
所云「《樂書》取《禮·樂記》」，《曆書》乃他先人
司馬談《萬歲曆》，《封禪書》與《漢書·孝武本
紀》相比僅少60多個字。同樣《漢書·禮樂志》中
「禮」的部分，纂自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諸

人的奏議對策；「樂」的部分，摭錄高祖劉邦姬唐

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及武帝劉徹「郊祀

歌」十九章。再想到《蒙古黃金史綱》一書，轉錄了

《蒙古秘史》全書282節中的233節，亦成為最重要
的一部蒙古史，而且《蒙古秘史》是現存保留古蒙

古語詞匯最多的一部。魯迅的《漢文學綱要》《中

國小說史略》就是從上千卷文獻中，不厭其煩地

查閱和尋找自己所需要的材料，積累而成的，這

種魯迅式的知識積累的方法已被大多數學者所採

用。廖輔叔撰寫的《中西音樂交流史》是一項開拓

性工作，他從閱讀清朝早期外交官的著作和遊記

入手，從中央音樂學院、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

北師大圖書館、科學院圖書館的藏書中，一本本的

細心披閱，從中摘錄出有關音樂的隻言片語。他

閱讀了清末外交官、洋務派馬建忠的《適可齋紀言

紀行》，披閱了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通覽

了容閎的《西學東漸記》。雖然沒找到一句有關音

樂的記述。但，廖輔叔日復一日的伏案細讀，終於

寫出了《中西音樂交流史》的最初論文，如《王韜

與西洋音樂》《與音樂有緣的外交官——曾紀澤》
《近代中國人筆下最早的西洋音樂劇作》《乾隆宮

廷音樂中的洋玩意》《近代中國人最初接觸西洋

音樂的反映》《貝多芬在中國》《劉師培論音樂亦

有新意》等。古代纂述中，有的原著在散佚前被其

它著述所引用，引用的部分被保藏了下來，後人才

能在被引用的著述中看到該著的許多寶貴的史料

與觀點，如南宋琴家姜夔（公元1155年-公元1221
年）的《七弦琴圖說》，在它散佚之前，有幸被元代

脫脫收進他主持修撰的《宋史·樂志》，姜夔《七弦
琴圖說》中有關徽法律調弦法和正弄調轉弦換調

法的論述被珍貴地保藏了下來，這就為我們研究

七弦琴、研究七弦琴的徽律法、證實在宋代和宋

代以前的七弦琴上就已經使用徽律法提供了有力

的論據，這種引用為後人保藏了多麼珍貴的先人

思想與成果。再如南齊(公元479年-公元502年)王
僧虔的《伎錄》一書已佚，《伎錄》所收錄的豐富

的古樂府資料，四百六十年後被北宋郭茂倩《樂

府詩集》和六百六十年後被南宋鄭樵《樂略》所

採擷，才得以靈光不滅，這也正是《樂府詩集》和

《樂略》流傳於今的價值之一。漢代劉向把古文籍

的提要從原書中抽出，編成《別錄》，成為我國第

一部滙集經、傳、諸子、詩賦、敘錄的專著。其子

劉歆摘取《別錄》再作分類，編成《七略》，其中有

《六藝略》等。後世不少文獻學家，以此為宗，編

撰了不少類似的著作。今天我們研究古代音樂史

無法直面當時活的樂人樂事，引述只是無為而為

之的通幽之徑而已。

因此本著者（1）讀原著、查資料、聽錄音、看
錄影，述往事，思來者，忠實所述問題的時間性、

條理性、真實性、完整性、文獻性，網羅散佚，力求

精細，不避引用，重在根據撰著者的需要來選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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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撰著者對各民族音樂發展歷程的瞭解與感

受，利用諸多民族音樂學者幾十年乃至上百年來

浩如煙海的研究成果，得當選用，注明出處，以纂

述的辦法加以解決。

（2）本著「纂者述也，不參入己見；撰者著
也，不容他人見」的原則，「纂者述也」該引述則引

述，做到「不參入己見」的引述，並注明出處；「撰

者著也」該發表己見之處，做到「不容他人見」的

發表自己的見解。所以本著首先以《二十五史》為

據，再參閱其他史著，以示所引材料的歷時性、學

術性、權威性、嚴肅性，力求可靠為是。陳垣告誡

人們：「查尋史源，有二句金言：勿信人之言，人實

誑汝」，不查史怎麼知道史呢？撰寫中本著引用馬

克思恩格斯的著述18條、次，《二十五史》806條、
次，《資治通鑒》《禮記》《山海經》等史籍文獻

246條、次。為了克服本著者個人對資料掌握的局
限性，研讀了文獻171部、論著195部、論文630篇，
引用少數民族圖騰圖54張、圖片289張，譜例96
首，蘊含著大量的資訊。

（3）本著者在寧夏文聯工作23個年頭，對西
夏音樂有長期的研究，在國家級的核心音樂理論

刊物上發表西夏音樂論文10篇，出版《西夏遼金音
樂史稿》（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專著，以後
又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李希凡總主編的「九五」全國

藝術科學規劃重大課題《中華藝術通史》第七卷

撰寫了「五代宋遼西夏金音樂」12萬字；做過高山
族音樂的田野調查，出版了《高山族音樂史》；對

寧夏回族音樂也熟悉，幾十年來通過各種學術會

議、活動、田野採風，與各民族眾多音樂學者、藝

術家的交流學習，這個歷程對我今天撰寫《中國少

數民族古代音樂史稿》有極大的幫助。這裡要向

所有我參閱過的、引用過的文獻、著述的著者表示

我的感謝。

《中國少數民族古代音樂史稿》(人民出版社，
2020年7月版)上、下冊。申報「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
助項目」，批准號為13FYS002。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
劃辦審稿摘錄：在我國已出版的古代音樂史專著中，

對眾多少數民族音樂大都是一帶而過，至今尚缺乏

系統的少數民族音樂史研究專著。該成果以歷史朝

代為緯，各個少數民族音樂為經的框架結構很具條

理性，資料翔實，論述流暢，是我國目前第一部在歷

史文化大視野下的填補中國古代少數民族音樂史空

白的重要學術成果。

Historical Monograph on Music of China’s 
Minorities–Styles and Structures

Sun Xingqu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work comes with a new intent, 

having history of dynasties as its warp and music 
of the minorities, its woof, to address the needs for 
researching national music and that for developing 
national music history, as evinced by dynasty, ethnicity, 
linguistic group, region, religion, ethnogenesis, and 
each nationality’s founding time according to “The 
Twenty-Five Histories” and related documents, writings, 
and materials. In the spirit of the book’s title, except for 
the specific 55 existing ethnic minorities customarily 
termed “nationalities”, the rest are not entitled to be 
labeled as “ethnic group”, “nationality”, or “country”. 
Source of origi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reading original 
works, verifying materials, listening to recordings, 
watching videos, gathering field data,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engaging with 
all ethnic groups’music scholars. With over 20 years 
working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author has direct 
experience, insight, and perception of various ethnic 
histories, policies, lifestyles, customs, and sentiments.

Key Words: Ancient pre-Qin era, mus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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