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说唱艺术鼓词知识图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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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鼓词是文学、
音乐和表演三种艺术结合，
而以文学为主的说唱艺术。

鼓词历史十分悠久，
既是我国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
“活态”
文化遗存，
也是人类文化传
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较为广泛的关注。为了知
往鉴今，
以启未来，
本文重点基于 CNKI 中 1956-2016 年间鼓词研究文献，
运用科学计
量学理论，
通过数据挖掘得到相关科学知识图谱，
并分析其全景式图谱特征及文献的
内在规律，
探讨相关研究热点、
存在的普遍局限性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为多学科交叉
融合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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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鼓词是有着数千年历史、极具浓厚地方

术魅力和价值。

色彩的“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鼓词一般指以
韵散并用的唱词为底本或话本，伴以鼓、板击节
兼弹拨乐或弦乐的说唱曲艺形式。鼓词是流行
于北方民间的讲唱文学，从广义上说，凡是以鼓
击节的说唱艺术都称为鼓词 鼓词是各种大鼓唱
①

词的统称，它是文学、音乐和表演三种艺术结合，
而以文学为主的说唱艺术。②近代，学术界分别
从文学、音乐学、戏曲学、考古学、服饰学、美学等
不同侧面，较为深入地解读了中国鼓词的独特艺

一、鼓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为了知往鉴今，掌握“鼓词”相关研究整体概
貌，以中国知网（www.cnki.net，全文年限：1915-）
① 为叙述上的方便，本文对“说唱”
“说唱艺术”
“讲唱
文字”不强作区分。相关概念的辨析，可参见吴文科：
《
“曲
艺”与“说唱”及“说唱艺术”关系考辨》，
《文艺研究》，2006
年，
第 8 期, 第 76-80 页。
② 周青青：
《我国的说唱艺术与文学和语言》，
《中央
音乐学院学报》，1998 年，
第 2 期, 第 46-49&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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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原始数据采集来源，检索主题为“鼓词”，共

响，鼓词研究沉寂，导致 1963-1979 年间无一篇

检索出相关文献 316 篇，人工剔除相关度不高的

鼓 词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 自 1980 年 起 ，我 国

文献，并补遗重要的文献，选取从 1950-2016 年

学术研究重新走向繁荣，鼓词相关研究也进入

公开发表的 211 篇研究论文作为考察对象（如图

活跃期，至 2012 年达到顶峰（达 30 篇）。从 1986

1 所示）。

年至 2016 年 30 年间，相关文献共 192 篇，占总篇

从图 1 不难看出，最早研究鼓词的文献出现
在 1950 年，老舍在《鼓词与新诗》一文中，从自己

数的 91%，这也跟我国文化事业繁荣的社会背景
相吻合。

实际习作鼓词与新诗的经验出发，系统论述了鼓

二、关于鼓词研究的知识图
谱学分析
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是应用数学、
物理、
计算机
等知识分析有关科学研究的相
关问题，研究科学研究的投入
产出，以及科学知识的产生机
理、
传播机制等知识的学科。⑦
科学知识图谱研究是一个以科
学学为基础，涉及应用数学、
信息科学及计算机科学等交
叉科学领域，是科学学和信息
图1

1950-2016 年 CNKI 数据库收录主题为
“鼓词”
文章的时间分布

计量学的新发展。⑧科学知识

词（包括北方的各类鼓词、连快书、牌子曲、数来

图谱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从全局上通过对海量数

宝等）与新诗之间的关系。 1952 年，老舍在《柳

据的充分挖掘与分析，
得出可靠的量化结论，
进而

③

树井》一文中，指出《柳树井》作为一部宣传婚姻
法的独幕歌剧，汲取了鼓词的押韵技法，因此可
以略加修改当作鼓词来唱。④ 1956 年，徐扶明在
《贾应宠及其鼓词——兼评钱东甫的〈记贾凫西
鼓词〉
》一文中，在评述钱东甫的《记贾凫西鼓词》
一文（目前并未被 CNKI 数据库收录）及叶德辉重

③ 老舍：
《鼓词与新诗》，
《人民文学》，1950 年，第 6 期,
第 35-36 页。
④ 老舍：
《柳树井》，
《剧本》，1952 年，第 8 期，第 3-17
页。编辑部：
《关于“柳树井”的若干问题答读者》，
《剧本》，
1953 年，第 5 期，第 96-97 页。
《柳树井》是老舍先生于 1952
年为北京曲剧创作的第一个剧本。作为北京曲剧的开山之
作，
当时为小型歌剧中比较流行的一个剧本，
曾被改编为各

刻本《木皮散人鼓词》的基础上，系统地考证了明

种地方戏曲形式在各地演出。至今，
《柳树井》仍然是黄梅

代遗民、
清末鼓词泰斗、
鼻祖贾应宠（约 1590—约

戏中广为传唱的经典剧本。据《老舍全集》统计，老舍鼓词

1676 年，字思退，号凫西，亦称木皮散客）的生平
并客观评价了其所著《木皮散人鼓词》
（又名《历
代史略鼓词》
）的价值，
对于客观评介和继承贾应宠
鼓词遗产具有积极意义。 1957年，
任二北在《唐声
⑤

诗之范围与定义》一文中对
“唐声诗”
进行了系统的
论述，
涉及声诗与鼓词的关系。⑥随后 1966 年 5 月
至 1976 年 10 月期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

创作16首，
大多短小精悍。
⑤ 徐扶明：
《贾应宠及其鼓词——兼评钱东甫的〈记
贾凫西鼓词〉》，
《文史哲》，1956 年，
第 9 期，第 56-62 页。
⑥ 任二北：
《唐声诗之范围与定义》，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57 年，第 3 期，
第 93-120 页。
⑦ de Solla Price, D. J.. Networks of Scientific Papers, Science, 1965, 149(3683), pp. 510-515.
⑧ Rousseau, R..Library science: Forgotten founder
of bibliometrics, Nature, 2014, 510(7504), pp. 21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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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开展鼓词的起源、流变等研究工作。

brother），
则是明显的失误。
“蔡中郎”
实指南戏《赵

在 西 方 ，关 于 鼓 词 的 研 究 最 早 可 追 溯 到

贞女蔡二郎》和高明《琵琶记》的主人翁，
乃假借东

1804 年 John Barrow 爵士的游记。 近代关于中

汉时期著名文学家、
书法家蔡邕形象。蔡邕因官

国鼓词的专题性研究虽寥寥无几，但其中也不乏

至左中郎将（Left Leader of Court Gentlemen），

压卷之作。曹本冶教授回顾了我国说唱艺术的

后人尊称“蔡中郎”。史载蔡邕早年丧父，母亲曾

历史，
较系统地论述了说唱表演中的音乐结构。

卧病三年，父母丧后，依叔父蔡质生活，堂兄弟蔡

美国学者 Mark Bender 通过对 20 世纪 90 年代苏

睦、
蔡谷，
并无兄弟。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⑨

⑩

州光裕社演出情况的分析，着重分析了女性弹词

相较西方，中国鼓词国内的研究则活跃得





艺人表演的叙事形态、
音乐风格的形成与流变。

多。因此，此次知识图谱学分析研究选取中国知

Vibeke Børdahl 以 扬 州 评 话 艺 术 家 王 少 堂

网（www.cnki.net）作为主要的信源。首先，
进行原

（1889-1968）口述本《武松打虎》为切入点，较系

始文献数据采集。检索主题为“鼓词”，检索年限

统地论述了说唱表演的叙事特点、历史流变以及

为入库
“所有年份”
，
选择数据库为
“中国学术期刊

活态传承方式。





网络出版总库（全文年限：
1915-）”
，
共检索出相关

从跨文化的视角、以英文为媒介的鼓词相关

文献316篇。其次，
人工补遗。人工剔除相关度不

研究，对于鼓词艺术的海外传播无疑是大有裨

高的文献，
并补遗重要的文献，
选择 1956-2016 年

益。著名音乐学家高厚永先生的《论曲牌》原载
于 1988 年中国台湾《北市国乐》，
后被翻译成英文
出版，
影响甚广，
就是最好的例证。与此同时，
西

⑨ Chinese Popular Airs. No. III. In: John Barrow. Trav-

els in China: Containing Descriptions, Observations, and
Comparisons, Made and Collected in the Course of a Short

方文献中偶有关于中国鼓词的相关论述，但遗憾

Residence at the Imperial Palace of Yuen-Min-Yuen, and

的是，由于文化差异和对我国传统鼓词缺乏系统

on a Subsequent Journey Through the Country from Pekin

性认知，
漏译、
误译、
错译现象屡见不鲜，
以致后来
的学者难免彼唱此和、以讹传讹。以骆玉明的
《简明中国文学史》英译本 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由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叶
扬教授翻译）为例，
在翻译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
舟步归》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




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时，
至少有两处翻

译明显值得商榷：其一，译者将“作场”与“表演”
（performance）相混淆。鼓词表演者通常以自己拿
手而又具独特风格的前奏鼓点，为随后的正式演
出开场，
是为
“作场”
（亦称为
“开场”
“开篇”
“头通”
等）
（overture），功能类似于戏曲演出中的“闹台”
锣鼓。乾隆年间杨米人的《都门竹枝词》也描写
过鼓词《太平年》表演中的作场场景：
“围坐团团密
复疏，开场午正到申初。风高万丈红尘里，偏有
闲人听说书。棚棚手内括三弦，草纸遮头日照
偏。更有一般堪笑处，新闻编出《太平年》。”其
二，译者认为“蔡中郎”是蔡氏“二弟”
（the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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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anton.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4, p. 319.
⑩ Pen-Yeh,T..Structural Elements in the Music of
Chinese Story-Telling,AsianMusic,1989,20(2),pp.129-151.
 Bender, M.. Suzhou Tanci Storytelling in China:



Contexts of Performance, Oral Tradition, 1998, 13(2), pp.
330-376.
 Børdahl, V.. The Storyteller’s Manner in Chinese



Storytelling,Asian Folklore Studies,2003,62(1),pp.65-112.

 Houyong, G. and Li, Z..On Qupai, Asian Music,



1989, 20(2), pp. 4-20.

 Chapter Fifteen: Literature of the Yuan Dynasty.



Luo Yuming. Ye Yang (trans.) 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1, p. 600.
 周传家：


《梆子腔和说唱艺术》，
《戏剧》(中央戏剧

学院学报)，
1994 年，
第 1 期，第 51 页。

 刘孝严：


《高明和蔡邕》，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1990 年，
第 2 期，
第 86-90、
80 页。

 Hucker, Charles O..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91.

 陈海燕：


《汉末名士蔡邕家世及生平考述》，
《西南石

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
第1期，
第90-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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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公开发表的 209 篇研究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最

知如何相传，年久遵而不敢改，可疑亦可叹也。”

后，分析平台选择。知识图谱理论源于科学计量

则为鼓词始见于早期的历画——《九九消寒诗

学理论，
是科学计量学的研究前沿之一，
常用的知

图》提供了重要的可资借鉴的旁证。自古以来，

识可视化处理软件有 CiteSpace、ArnetMiner、Pa-

在我国民间流传着“数九”
“画九”和“写九”的岁

perLens、UCINET、CNet-Miner、HistCite、Publish、

时风俗，后传入宫廷，明宫年年都要由司礼监刷

Perish、
Sitkis等。为便于进行知识图谱的研究及应

印《九九消寒诗图》，且此制亦“不知如何相传，年

用，笔者主要采用 CiteSpace（版本号：CiteSpace

久遵而不敢改”
。公元 550 年，
南北朝时期梁朝宗

5.0.R7 SE）作为知识图谱学可视化平台。

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中也有关于
“数九”
习俗的文



字记载：
“俗用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
为寒尽。
”

研究结果发现，目前鼓词相关研究仍存在的
普遍局限性在于：
（一）从关键词聚合图谱（图 2）及
研究主题 Timezone 图谱（图 3）来看，虽
然国内鼓词研究近 60 年来比较活跃，
但几乎所有研究工作停留在分散的
“点”
的研究，
而缺乏
“面”
的研究。从艺
术形式上，以文学、音乐和表演三个侧
面的讨论为主；以区域划分，以温州鼓
词、
松阳鼓词、
瑞安鼓词、
南阳鼓词等讨
论为主，
关于单口说唱的鼓词（如：
永康
鼓词等）的讨论则被普遍忽视；从比较
研究来看，
以清代子弟书、
江西道情、
长
阳南曲、
瓯剧等讨论为主；
从作品来看，
《桃花扇》
《船山遗书》
《车王府曲本》
《天
咫偶闻》
《连昌宫词》
《清稗类钞》
《楚辞通
释》等作品成为最活跃的引注来源和重

图 2 1956-2016 年间
“鼓词”
领域研究关键词聚合图谱

要的讨论对象。总体而言，
少见鸿章钜字，
大多重
规迭矩、
零散琐碎、
难窥全貌。
目前，学界普遍缺乏对鼓词的起源及其流变
等系统性研究。“鼓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最早年
代在明代，明清文献中还出现了“瞽词”
“瞽儿词”

“鼓儿词”
“三弦书”
“弦子书”
等别称。
《荀子·成相》
是战国时期荀况（约公元前 313-前 238 年）著作

《荀子》一书中记载的一篇唱词文本，它被学界普
遍认为是关于我国说唱音乐最早的、最完整的记
载。但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刘若愚的《酌中志》曾
记载“司礼监刷印《九九消寒诗图》，每九诗四句，
自
‘一九初寒才是冬’
起，
至
‘日月星辰不住忙’
止，
皆瞽词俚语之类，非词臣应制所作，又非御制，不

 Chaomei Chen. Searching for intellectual turning



points: progressive knowledge domain visualization. Pro-

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4, 101(Suppl), pp. 5303-5310.
 李雪梅、于红、霍耀中、尹变英、李豫：


《中国鼓词文
学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第 1-30 页。
 刘若愚：


《酌中志》卷之二十《饮食好尚记略》，北
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第 183 页。
 Imperial Calendar in the Third Year of Emperor


Jia Jing’s Reign in the Ming Dynasty. https://dl.wdl.org/
108/service/108.pdf.
 关于“数九”的习俗起源，迄今尚无确切的文字记


载，
但敦煌和居延汉简中已发现“数九”
的残文。
 李松龄：


《冬至数九话消寒》，
《北京档案》，2013
年，
第 11 期，
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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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州画舫录》中著述：
“大鼓书始于渔
鼓简板说孙猴子，佐以单皮鼓檀板，谓之
段儿书；后增弦子，谓之靠山调。此技周
善文一人而已。
”
据此，
许多研究者得出了
完全错误的结论：
“清初至乾隆年间，
有流
传于江苏省扬州地区的扬州鼓词，
说唱时
采用鼓、琴合奏的形式，后来逐渐失传。”
事实上，多种演唱艺术形式交融发展，造
就了许多像周善文、
王周士这些技艺高绝
的艺人，
恰恰是当时鼓词创作及演绎艺术
均处于鼎盛时期极好的佐证。
（三）关于鼓词流变过程中，鲜见共
图3

1956-2016 年间
“鼓词”
领域研究主题 Timezone 图谱

时并存的曲艺艺术门类之间的互动关联

（二）从研究者协作网络图谱（图4）来看，
鼓词

研究。据叶德钧统计，在现存元及明初 144 本杂

相关研究不够深入，
处于人云亦云的初级阶段，
且

剧中，大多数都吸收和借鉴了词话艺术。
《元曲

研究者之间缺乏广泛协作。目前，学界普遍认为

选》记录的 100 种杂剧中运用了词话艺术的就达

鼓词艺术
“源于明、
兴于清”
。清人梁章钜在《归田

92 种之多。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代言体戏曲对

琐记·北东园日记诗》中写道：
“半夜浑成喜雨诗，
平

共时并存的叙述体词话的借鉴吸收。从图 3 和

明唱遍瞽儿词。侯门都作沉沉梦，翻笑衰翁局外

图 5 中，不难发现“徽班”在鼓词的流变过程中扮

痴。
”
清中、
后期，
“子弟书”
无论在农村，
还是在城市

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目前尚未出现涉足该领域的

均有流传。陆游诗《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就生

动地描绘了江南农村演唱鼓词的盛况。清人李斗

深入研究。作为“京剧之父”的“徽班”有着辉煌
的艺术创造，最突出的在于其吸纳融合创造出了
一种新的戏曲声腔——皮黄。一方面，
随着曲目日益丰富和音乐结构的不断完
善，诗赞体鼓词中的戏剧化倾向愈发明
显，弹词中出现了行当概念，鼓词里有了
板式变化，人物对白个性化分化，均为板
腔体戏剧皮黄的形成提供了可供吸收的
养分； 另一方面，鼓词作为民间喜闻乐
见的说唱形式，是随着北方民族的南迁
流传到南方，在流变过程中也深受皮黄
艺术的影响。显然，对两者间的互动关
系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更有利
 车锡伦：


《
“道情”考》，
《戏曲研究》，2006

年，
第 2 期，
第 218-238 页。

 周传家：


《梆子腔和说唱艺术》，
《戏剧》(中

央戏剧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1 期，第 50 页。
图 4 1956-2016 年间
“鼓词”领域研究者协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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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传家：


《梆子腔和说唱艺术》，
《戏剧》(中

央戏剧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1 期，第 52 页。

李 燕 胡智文: 中国民间说唱艺术鼓词知识图谱研究

于深入理解其流变过程，
洞见古今。

当》等多种木刻本传世。
（五）对鼓词艺术
“唱者”
（即盲乐师与盲艺
人）及其生态环境的研究，
并未引起学界的广
泛关注。一方面，
从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北方
农村中涌现的鼓板击节而唱的艺人，
到拼档演
出的弦子书艺人，
从近代自击鼓板并佐以三弦
伴奏的大鼓书（山东大鼓、
西河大鼓等）艺人，
到后来的京韵大鼓、
乐亭大鼓、
东北大鼓艺人，
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
可以忠实记录并近距离
感受当年的鼓词艺人行吟坐唱的艺术人生和

图 5 1956-2016 年间
“鼓词”流变研究网络图谱

（四）对于鼓词唱本等珍贵史料的系统的、抢

艺术精神。以浙江为例，
温州鼓词、
永康鼓词、
丽水鼓词等，曲调由古代的词曲和当地的民间小

救性保护与发掘，缺乏足够的重视。我国鼓词说

调发展而成，
流传至今。另一方面，
只有从
“唱者”

唱形式的历史十分悠久，从先秦的成相词，到两

的维度——从古代宫廷的“盲乐师”到“盲艺人”，

汉魏晋南北朝的叙事诗，从唐宋的变文（又称佛

系统研究唱者主体与说唱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





曲、俗讲）、传文、词文 、话本、宝卷、鼓子词，到金

才能重温那份曾带给我们先民的快乐与感动。对

代的诸宫调，从元明的词话、鼓词，到清代的子弟

于古代宫廷的“盲乐师”，仍停留在“善记忆、精音

书、岔曲、单弦、三弦书、大鼓、鼓儿词、鼓儿哼、鼓
书，以及远古的鼍鼓，诗经中的瞽、矇、瞍，两汉
的击鼓说唱陶俑，南北朝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
飞》，唐五代的变文，宋元明的陶真、崖词、鼓子

律”的普遍认知上。事实上，
《荀子·成相》中的演
唱者为“瞽”，属于盲人说唱，兼具独特的娱乐、宗

 在敦煌石窟所存唐代词文中，


《大汉三年季布骂阵

词文》留存十卷、
四十种以上抄本，
堪称国宝。

 鼍鼓被认为是先秦瞽人说唱表演时所使用的最重



词、诸宫调、货郎儿、弹词、词话、瞽词，清代的鼓

要的伴奏乐器之一。20 世纪 30 年代，安阳殷墟王陵遗址

书、鼓儿词、子弟书、大鼓等,无不与鼓词有着紧

首次出土了鼍鼓。1959 年，山东大汶口遗址北辛文化地

密的血缘关系。因此，珍贵史料的系统性、抢救

层出土了商代龙山时期的“嵌蚌漆木鼍鼓”。20 世纪 70 年

性保护与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代末，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了先秦时期的陶制鼍鼓。这些考

以诗赞体为例，内容多以长篇讲史类题材见

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形成了较完整的考证证据链。

 陈汝衡在《说书史话》中将明代诸圣邻的《大唐秦王词



长，今存世数量众多的抄本、刻本、石印本，但演

话》视为最早的长篇鼓词。李桂玉等撰著的《榴花梦》则被认

唱情况则往往缺乏具体记载。据李豫等著《中国

为是我国最长的一部弹词，
全书共360卷，
共计500万字。

鼓词总目》统计，现存上海石印鼓词有 997 种，其
中有目未见藏者达 397 种之多。  鼓词表演，除

 李豫、李雪梅：


《中国鼓词总目》，太原：山西古籍出

版社, 2006 年, 第 29 页。

 为了方便国内外学者开展文化遗产领域协作研



以鼓板击节为主乐外，兼以弹拨乐或弦乐伴奏。

究，作者创建了“文化遗产开放式知识库”(Open Reposi-

清人李声振在《百戏竹枝词》中记载：
“瞽者唱稗

tory on Cultural Property, ORCP)中，记录了大量鼓词相关

史，以三弦弹曲，名‘八板’以按之。”说明直至乾
隆年间以《老八板》乐曲演唱的鼓词仍在流行。
而《霓裳续谱》中记录了盲艺人演唱鼓词《留神

的珍贵史料，如：1804 年 John Barrow 爵士游记中出现早期
“八板”演唱的曲谱和 MIDI 文件、嘉庆鼓词《太平年》乐曲演
唱版本的平仄谱等。

 倪淑萍：


《非遗保护与永康鼓词生态现状研究》，
《交

听》时，使用了弦子、琴、筝、琵琶等作为伴奏乐

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12年，
第2期，
第79-83页。

器。嘉庆年代，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以《太平年》

观”。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中也记载“以其无目，无所睹

乐曲演唱的鼓词，至今仍有《绣鞋记》
《白宝柱借

见，
则心不移于音声，
故不使有目者为之也”
。

 《黄帝阴符经·下篇》中记载“瞽者善听，聋者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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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祭祀、
教化及进谏等多重职能。

CNKI 收录的原文数字化质量偏低，
所提供的文献

（六）缺乏对于行之有效的文化传播学模式

共引等原始数据质量与 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

的探索。以单口说唱的永康鼓词为例，一方面，

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极大地制约了全文检索的

现代民间盲艺人在经济大潮中挣扎并苦度余生，

深度与广度；
另一方面，
中文期刊的参考文献引用

他们大部分都难得重操旧业，除非亲朋邀请，偶

标准化程度偏低，造成常常很难通过文献引用准

尔助兴，有些盲人艺术为了生存，甚至改行算命；

确反映出高质量的被引信源，尤其是像李豫等著

在唱功方面，大部分艺人已不如从前；道具方面， 《中国鼓词总目》和《中国鼓词文学发展史》、
叶德均
专业的“永康鼓词”板鼓已经很难找到，传统板鼓




著《宋元明讲唱文学》
《老舍全集》等代表性的著作

制作工艺几已失传。 另一方面，1995 年高雄杰

类信源。此外，中文在代码转换过程中易出现乱

执导拍摄了反映永康鼓词的纪录片《山远歌残》，

码、
早期中文文献无法直接进行全文检索等问题，

让观众见证了永康市唐先镇横洋村盲艺人童兆基

这些制约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关键词匹配的

的鼓词人生和永康鼓词的独特魅力。2009 年 10

效果。因此，
在知识图谱学分析研究过程中，
文献

月，
永康鼓词更是凭借高雄杰拍摄的电影《王良的

补遗、
数据纠错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理 想》
（Wangliang’s Ideal, 又 名 The Butcher’s

鼓词是我国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立体文学

Wife）走出国门，大放异彩。高雄杰将童兆基的

艺术，学界也应从文学、音乐、戏曲、考古、服装、

鼓词唱腔作为贯穿电影始终的电影配乐。该电

审美、科学计量学等多视角融通研究其艺术价

影配乐帮助影片成功入选第 46 届卡罗维法利国

值，这将有利于激励广大群众自觉传承和永续这

际电影节
“独立论坛”
竞赛单元、
第 15 届釜山国际

些厚植根柢于民间的传统技艺精粹。全景式科





电影节等10多个国际电影节，
并斩获各类奖项。

学知识图谱研究也为今后鼓词研究指明了方向：

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如此评价童兆基的鼓词唱腔：

起源及流变的系统性研究，鼓词与其他曲艺门类

“他用优美而忧伤、荡气回肠的歌声，将这部电影

的关联及互动关系研究，珍贵史料的系统性、抢

推向了极致！他唱的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
”
配乐

救性保护与挖掘，传承主体及其生态环境研究，

中的永康鼓词令评委和影评人折服的同时，优美

传播规律与模式研究等等。

而忧伤、荡气回肠的永康鼓词艺术表演也征服了
不同种族、
不同地域的观众，
使得永康鼓词艺术在

责任编辑：
田 林
 据章竹林著《金华曲艺志》


（香港：
天马图书有限

海外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传播。在 2011 年第 34 届

公司，
2003 年）记载：
永康鼓词所用传统板鼓，
一般由六块

美国米尔谷国际电影节上，
永康鼓词这种艺术形式

黄檀木（或乌柏木）拼接而成（代表礼、
户、
兵、
刑、
工、
吏等

更是被评委们誉为
“世界上最早的嘻哈乐团”
。遗

六部最高官员），
用母猪皮或黄牛皮包制而成，
鼓边铆 272

憾的是，
目前为止，
我国鼓词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

面大小可分为，
大（直径 26-26.5 厘米，
边阔 5-6 厘米）、
中

值远未得到充分挖掘，类似的现代传播与传承方




式也并未引起学者的普遍重视。

结 语
本文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科学计量学研
究方法，选取了研究主题、关键词、协作关系等多
个维度的指标体系，
用以支撑并验证相关结论，
从
而为鼓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提供了相对客观平衡
的视角。但毋庸讳言，
以CNKI为信源的科学计量
学研究仍普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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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鼓钉（代表商朝时我国治下的 272 个管辖县域）。以鼓
(直径 25-25.5 厘米，
边阔 8 厘米)、
小号（直径 24-24.5 厘
米，
边阔 8 厘米）三种。

 蒋中意：


《永康鼓词借电影
“王良的理想”
走出国

门》，
《金华日报》，2011 年 12 月 6 日，
第 2 版。

 影片根据王雪梅的同名中篇小说《王良的理想》



（王雪梅：
《王良的理想》，
《北京文学》，2006 年，第 4 期，
第 47-67 页）改编而成。

 34th Mill Valley Film Festival Wraps Up.http://



www.indiewire.com/2011/10/34th-mill-val ley-filmfestival-wraps-up-51603/. Oct 18, 2011.

 吴冠平:《2010：


青年电影的表情和话语》，
《电影

艺术》, 2011 年，
第 1 期，
第 11-1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