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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性”法器与“世俗性”乐器的双向功能建构
——德宏傣族（傣那支系）“象脚 鼓乐队”

（hei guang hei mang）差异性叙事

李广鑫

傣族以其丰富的创造性，成为民族音乐宝库中鲜艳的花朵。作为具

有“他感宣示”重要标识的文化符号，傣族音乐音响最具标识性的乐器

当属“象脚鼓”，族群民众自称“guang”。在民俗活动中，以象脚鼓

（guang）、铓（mang）、镲（xiang）组合而成的“三架头乐队”，成为

傣族民间展演重要的乐器配置。“象脚鼓乐队”属于局外人立足“它称”

赋予的一种称谓，作为文化持有者的傣那民众的自称，这一组合形式为

“hei guang hei mang”，亦即“敲锣打鼓”之意。

以音乐地理学的立场，从文化圈的角度来区分，中国境内的傣族音乐

文化圈，分别以西双版纳傣仂方言区和德宏傣那方言区为核心，兼及其他

方言区组成的文化群落。田联韬的《中国境内傣族民间音乐考察研究》a

一文中，对于“傣那”的定义作出具体阐述，“分布于德宏州大部分地区

（包括州首府潞西市、盈江县、梁河县等），以及景谷、耿马、沧源、双

江县等地的，称‘傣那’”。文本依托傣那文化群落作为观测剖面，对傣

那族群的标志性符号“象脚鼓乐队”进行田野考察基础上的文本解读，而

田野的认知是实现文本表达的实践性基础。

文章针对德宏州首府芒市（原潞西市）及周边村寨“出洼”仪式中

a　田联韬：《中国境内傣族民间音乐考察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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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脚鼓乐队”的功能及作用，再与芒市相邻的瑞丽市“象脚鼓乐队”的功

能及作用进行差异性比对，力图以多方田野材料及数据为支撑，考察“乐

队”在不同场域达成的双重功能建构，借此书写学理表达的叙事文本。

日常生活中的“三架头乐队”，作为傣族民间从事民俗展演重要的

乐器配置，其“象脚鼓乐队”一说，属于局外人立足“它称”赋予的一

种称谓，而作为文化持有者的傣那民众，却称这一组合为“hei guang hei 

mang”，亦即“敲锣打鼓”之意。

一、配置差异

傣那文化圈“象脚鼓乐队”虽由象脚鼓、铓、镲组合而成，但具体配置

却存在差异。田野所观，芒市及周边村寨“乐队”配置为：短象脚鼓（傣那

族群称为“光恩”）、单面铓、镲，笔者称为“光恩乐队”；而瑞丽市及周

边村寨“乐队”配置为：长象脚鼓（傣那族群称为“光耀”）、排铓、镲，

笔者称为“光耀乐队”。在此言明，作为地方性的知识解读，在此将其赋予

“光耀乐队”与“光恩乐队”之称，目的是为文章架构完成“他者”视野下

的形象探讨，做好文章支撑材料的梳理与分析，因此“光耀乐队”与“光恩

乐队”之称只在此文予以商榷，并非为文化持有者重新定义民族文化。

在传统保留的时代，因地理、交通、经济等多方缘由，两种不同配

置的“乐队”似乎“从未谋面”，因此，它们在各自所属区域内扮演同一

角色，发挥同样的功能。在经济繁荣、交通便捷的时代背景下，两种“乐

队”随时代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阻隔，与傣那支系的“地方性文化”编织

交融、互为渗透，在同一村寨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二、形制差异

对文化持有者而言，不同形制的“guang”经过族内“专业人士”的

调音手段，能够调校为“局内人”认同的音色。但对于受过职业音乐教育

的“局外人”，笔者认为，声音是由发音体振动产生，即使相同形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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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体也会因数据的差异（高度、宽度、厚度等数据的差异）产生不同的音

高，因此对于“局内人”而言存在数据差异的乐器“听上去”音色相同，

实际乐器振动的频率并不相同，因此乐器的音高也不相同。

对于文化持有者“音色相同”一说，笔者持不同观点并进行数据分

析，此举并非偏执的“抬杠”行为，而是运用自身专业知识，对田野数

据达成可视化的文本操作，亦是笔者对于学术严谨性的遵守与学理性的追

求。田野工作以芒市象脚鼓艺人朱宽涵和瑞丽市象脚鼓传承人金依保的

“象脚鼓”为观察对象，分别进行数据的测量与采集。

芒市象脚鼓艺人、傣剧国家级传承人朱宽涵，短象脚鼓测量数据：

短象脚鼓（光恩）

总长
（cm）

鼓身长
（cm）

鼓颈长
（cm）

鼓面直径
（cm）

鼓底直径
（cm）

空心直径
（cm）

① 93 31.5 60 27.5 28 10.5

② 75.2 33.5 41.3 20.7 22 7

瑞丽市象脚鼓省级传承人金依保，长象脚鼓测量数据：

长象脚鼓（光耀）

总长
（cm）

鼓身长
（cm）

鼓颈长
（cm）

鼓面直径
（cm）

鼓底直径
（cm）

空心直径
（cm）

① 182 64.5 118 31 33 16.5

② 161.5 50.5 104 30.5 34 14.5

③ 148.5 50 98 30 33 14.7

数据显示，“光恩”长度约为70～90厘米，“光耀”长度约150～180

厘米，形制的大小、长短决定演奏时的身体表现与视觉传达。如数据所

显、田野所观，“光恩”长度较短、便于携带，演奏时演奏者将鼓斜跨于

肩肘进行演奏，鼓伴随演奏者进行空间层次中的位置转换；“光耀”长度

较长、不便携带，需放置地面、固定位置进行演奏，演奏时需演奏者在固

定空间中进行敲击或在狭小范围内进行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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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奏技艺系统差异

（一）鼓语差异

芒市民俗展演以“光恩乐队”为主，主奏乐器“光恩”的敲奏手法

主要分为三种：一为“唻往嘎嘿光”，意为出场鼓音打法；二为“唻三

莫”，基本打法之一，未命名汉译称谓；三为“唻朵干”，意为七六步对

打法，这三套敲奏技法作为“光恩”的基本鼓点在芒市及周边村寨传承至

今、应用广泛；但许多艺人又以三种打法为基础，衍生出多种肢体语汇，

如：“唻海望”，意为基本步伐打法；“唻拜洗腊”，意为拜四方打法；

“唻往丁甩棍光”，意为跨步甩鼓打法；“唻森丁甩棍光”，意为点步甩

鼓打法；“唻往阿哈顺丁”，意为蹉马步敲打打法等。事实上，不管肢体

如何变化，出于对传统的遵守，鼓点的基本语法确是亘定不变的，彰显出

族群成员对于传统的遵从。

瑞丽民俗展演以“光耀乐队”为主，将“光耀”的基本鼓点称为“来

浩路拥”“局内人”以“来浩路拥”为原型，衍生出三种基本鼓点。一为

“来海路拥”，意为民众跳孔雀舞时所用鼓点；二为“来海嘎先”，意为

当地民众展示傣拳时所用鼓点；三为“来海光来腊”，意为民众展示刀、

棍、枪等多种武艺时所用鼓点。

作为“乐队”的基本组合，铓和镲是“标配”的乐器。正如金依保所

言：“三件乐器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在一块的，永远不离开。有鼓有镲没有

排铓就不好听，那有鼓有铓没有镲的话也不好听。‘guang mang xiang’永

远离不开。”因此，“象脚鼓乐队”在民俗仪式中形成了“有鼓必见铓，

有铓必配镲”的音声场景。笔者在参与几次不同村寨“出洼”活动后，已

然对三件乐器的音声阈场已达至“局内人”的听觉感知。如在芒茂村“出

洼”时，乐队成员或因身体乏累，某件乐器便会随之停奏，此时的现场声

阈带给笔者的心理感受就会出现“缺失”，直至“候补者”上场重新演

绎，笔者的听觉感知才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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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舞肢体差异

仪式身形映射族群发端，体态律动彰显民族心理。对于一个群体而

言，仪式的内涵多与本民族的历史进程或集体的审美接受具有较大关联，

仪式需要声音的烘托以提升在场的有效性，而仪式的精神内涵保障了声音

心理象征的增值。

“光恩乐队”的演奏特点为乐器节奏简洁、变化幅度较小，但动作节

奏感强，其包含手的敲打、腿的踢打、胸部的拱缩、肩的耸动、身躯的仰

附等，击鼓以右手为主，左手按住鼓面作为右手的配合与衬托。其动作分

为甩鼓、转鼓、点伸、跨腿转、掖腿和吸腿跳等，且具备“三道弯”的造

型与重拍向下均匀颤动的韵律特点。

“光耀乐队”的敲奏特点为各乐器节奏多样、变化幅度较大，击鼓时

将身体多部位视为“鼓槌”而用于演奏，其动作包含一指击、二指击、三

指击、手腕击、握拳击、开掌击、肘击、膝击、足击等多种击鼓方式。击

鼓动作与象脚鼓舞相结合，多部位的击鼓方式将鼓的敲打与身体动作相结

合，成为地方性身体表达的独特方式，亦即象脚鼓舞特有的肢体表达。

可以说，芒市的“嘿光”以身体为轴，重在身体表达，以身带鼓进行

空间位置的挪移与转换；瑞丽的“嘿光”以鼓为轴，将身体表达与鼓点节

奏相结合，围绕象脚鼓展开多种身体表达方式，形成了固定的空间场景。

（三）演奏用语差异

依托笔者在那目村与芒茂村分别参与“出洼”的体验，“光恩乐队”

在两村的仪式中节奏均保持恒定，展现出民俗仪式场域中民众对于传统的

遵守彰显的心理轨迹。

“光恩乐队”节奏示意图：

（节奏下方文字为“局内人”口述“乐队”音色时的口语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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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传承模式，金依保告知笔者，他在开展象脚鼓技艺的传授

时，第一个步骤就是“教口诀”“口诀”中包含“乐队”整体信息，也包

含三件乐器的节奏、音色、敲奏动作的提示等。

“光耀乐队”节奏示意图：

（节奏下方文字为“局内人”口述“乐队”音色时的口语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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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鼓技艺差异

象脚鼓的制作技艺由象脚鼓艺人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其制作工艺流

程基本相同，有时会因艺人不同的传承手段存在工艺细节的差异。如笔者

曾问询两位有代表性的象脚鼓制作艺人朗四和金依保，两位艺人对制鼓流

程的描述大致相同：流程基本分为选材、浸泡、加工、琢刻打磨和上漆、

绷皮、较音六个步骤。不同的是，朗四的制鼓流程最后还有一道程序——

穿鼓衣。所谓鼓衣，就是将麻或棉质细绳编成网状，面积约一件成人的外

衣大小，在网上装饰众多的彩色绒线球、小圆镜等装饰物，将其固定在鼓

带上，使用时鼓手将鼓跨于左肩，缀饰各种饰物的鼓衣从鼓手肩上披至鼓

身，奏鼓时色彩与鼓音相融合，为人们提供了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

科技的发展带来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传统“作坊”向机械化生产方

式的转轨。据金依保介绍，机器的使用给他带来极大的便利，其制作成本降

低、生产速度加快，继而带来家庭经济的创收。但在朗四家，笔者却未发现

机械化的生产工具，据其介绍：“从学习制鼓到现在，我是从不使用机器做

象脚鼓的。”在笔者看来，无论金依保对于机械化工具的使用、还是朗四对

于传统手工制造的坚守，只是制作方法的不同，而一方民众对于象脚鼓乐

队的认同偏向于音声本体的体验，而非制作手段的异同，正如朱宽老师涵所

言：由于“光耀乐队”携带不变，为了节省经费，现在他去外地演出都是携

带存储“光耀乐队”录音的U盘，但也并非采用现代常用的MIDI数字音乐，

此举既表现出文化精英对于便捷方式的采纳，也体现出他们对于族群标志性

音声的认同与坚守。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于乐器制作而言，笔者更加关注

的是艺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坚守及传统文化的传承。

四、结 语

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表达，“象脚鼓乐队”作为傣族村寨“仪

式—音声—行为”三位一体特有的社会现象，其作为仪式的整体过程对

于文化空间的表征不可或缺。如在芒茂村的“出洼”仪式中，民众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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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的以短象脚鼓、单面铓、镲为配置的“光恩乐队”作为“赕佛”的

法器，始终围绕“奘房”进行演奏，以求仪式场域“敬神”之功能；而

以长象脚鼓、排铓、镲为配置的“光耀乐队”作为“娱乐”的乐器，民众

在“奘房”前的广场上进行的敲奏，展现出民俗场景中“光耀乐队”娱人

的功能。这说明，作为人—神领域的表征性符号具现，不同配置的“象脚

鼓乐队”在同一场域发挥着双重功能，“光耀乐队”作为“世俗性”乐器

在现实领域发挥沟通人际的功用，“光恩乐队”作为“神圣性”法器在信

仰领域展现出对话神灵的隐喻。作为一种“诗意化”的创造，“象脚鼓乐

队”被傣那民众赋予了极强的地缘文化特征，蕴含着代代传承的文化基因

与心理印记。作为一种共存的音声现象，两种不同建制的“乐队”在同一

场域的存在，俨然成为芒茂村集体精神的一种声音载体，构成了具备地方

性特质的符号化具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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