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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得尔图

2008年 10月，55岁的内蒙古长
调歌手达瓦桑布被评为蒙古族长调民
歌的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10年
后，他又被评为该项目的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对此，唱了半辈子蒙古族
长调民歌的达瓦桑布非常激动，他说：

“能够被评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这
比捧回金奖、银奖还让人高兴！”

达瓦桑布的家乡内蒙古锡林郭勒
盟镶黄旗被誉为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海
洋，这里有乌珠穆沁长调、苏尼特长
调、阿巴嘎·阿巴哈纳尔长调和察哈尔
长调。达瓦桑布从7岁起就跟随父亲
苏达那木学习察哈尔长调。19岁那
年，凭着长期努力学习和继承自父辈
的音乐天赋，达瓦桑布考入内蒙古艺
术学校。在师从蒙古族长调民歌教育
家照那斯图的3年时间里，达瓦桑布
对长调民歌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
解。后来，达瓦桑布走上工作岗位，又
有幸得到被称为“长调歌王”的艺术家
哈扎布的指点。在两位长调名家的熏
陶和影响下，达瓦桑布的演唱技艺和
技法日臻成熟。

在40多年的艺术实践中，达瓦桑
布成长为风格独特的长调歌唱家。达
瓦桑布的演唱将长调技巧、草原韵味、
生活气息等融为一体，不仅完整准确
地表达和传承了长调民歌的风格特
点，而且将其发扬光大，为长调歌唱艺
术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只要谈起长调民歌，达瓦桑布便
滔滔不绝。他认为，锡林郭勒大草原
上传唱过数不清的长调民歌，因此，对
其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尤为重要。
2008年，达瓦桑布参加中蒙两国蒙古
族长调民歌联合调查，在20多天的时
间里就收集到100多首长调民歌。“如
果说长调民歌是艺术之海的话，那么
这100多首民歌仅仅是这片海里的一
滴水。长调民歌的抢救整理工作，依
然任重而道远。”达瓦桑布说。

艺术永远扎根于民间沃土，达瓦
桑布求知的目光始终关注着锡林郭勒
这片热土。策登、吉雅是 20世纪 40
年代活跃于锡林郭勒草原的民间歌
手，他们的长调演唱技艺深深地影响
了那个年代长调民歌的风格，但因当
时环境和条件的限制，许多关于他们
的珍贵录音和影像遗散在了锡林郭勒
民间。达瓦桑布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时
间，遍访策登和吉雅生活、演出过的地
方，最终挖掘出许多珍贵的历史音像
资料，为研究两位长调大师的生平和
歌唱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歌者，你就要让世界听到你
的歌声，让人民听到你的歌声。”达瓦
桑布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铁
青马》《走马》《白骏马》《追风的银鬃
马》等都是他久唱不衰的经典长调歌
曲，而他也正是唱着这些长调歌曲获
得了多个国内外民歌大赛的金奖，让
蒙古族长调民歌在各类舞台上展现亮
丽风采。

说到传承，达瓦桑布从 20 世纪
80年代初就开始收徒传艺，现在已经
有100多名长调学生，他们遍布内蒙
古各地。学生当中既有专业演员，也
有普通牧民。“培养一批优秀的蒙古族
长调民歌传承人，使这一优秀传统文
化瑰宝后继有人，是我们这一代人的
使命。”达瓦桑布正以此为使命，在传
承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征途上孜孜不
倦。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长调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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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尔是蒙古族的一种古老弓弦乐器，音色低沉，浑厚而又柔和。潮尔的发展历史与游牧人民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岁月的磨砺造就了蒙古族刚强、勇敢以及沉稳的个性，同时也使他们的心灵得以净化，音乐得以升华。发源于内蒙古
草原，被称为“文化钻石”的弓弦乐器潮尔，不仅是草原文化的历史见证，也是草原精神的永恒象征。

——编者

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
习俗，创造了马背上的音乐文化，造
就了蒙古族双声部乐器弓弦潮尔。
弓弦潮尔的出现对北方游牧文化的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潮尔”一词系蒙古语，为“回声、
共鸣”之意。弓弦潮尔以倒梯形的共
鸣琴箱为多见。查阅历史文献，有记
载提到潮尔的，是13至14 世纪成书
的《成吉思汗箴言》，这是一部蒙古族
古典诗歌集。诗歌中提到：您有神话
般巧遇的，聪慧而贤能的忽阑皇后，
您有胡兀尔、抄兀儿的美妙乐章，您
有拥戴相随的9位英杰呵，您是普天
下的英主成吉思汗。诗句中说到的

“抄兀儿”就是蒙古族音乐艺术潮尔。
在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和新疆等

地的少数民族音乐中，不可或缺的乐
器就是拉弦胡琴，这是有记载的关于
潮尔琴和马头琴前身最早的记录，也
是两种器乐共同的源头。而马头琴这
一名字，是因为用马头雕刻琴饰，在几
十年前才普遍应用的。因蒙古族人居
住地域辽阔，马头琴从古至今在各地
都有不同的称谓。在阿拉善、厄鲁特、
土尔扈特蒙古族人中间，老人们至今
仍习惯把马头琴叫作“胡尔”即胡琴。
锡林郭勒盟察哈尔、苏尼特、乌珠穆沁
一带叫“黑力胡尔”或“黑力嘎顺胡尔”
（马尾胡琴）。在科尔沁、喀喇沁普遍
叫作“潮尔”的则是流行于我国内蒙古
科尔沁一带，与马头琴同宗共祖的双
声部外弓拉弦乐器。

根据记载，潮尔在13世纪以前产
生，并成为宫廷音乐中的主要乐器之
一。在历史长河中，潮尔从民间步入
宫廷，从宫廷再走进王府，散落在民
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其变化
的过程中不仅名称不同，其形状、构
造及定弦方式上也有不同，其演奏方
法有很多种。

近年来，由于艺术多元化发展和
表演形式多样化的冲击，潮尔艺术一
度沉寂，潮尔演奏面临着失传的危
险。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期，内蒙古
广大潮尔爱好者经过多年不懈的努
力，孜孜不倦地宣传和钻研潮尔艺
术，通过保护发掘和切磋技艺，使更
多的人深刻地认识了潮尔的艺术价
值、人文价值和历史意义。

为发展弓弦潮尔的演奏艺术，首
先有色拉西先生、桑杜仍、孙良等前
辈们的探索与传承，并由原始的民间
口传心授转向正规的学校班级制教
学。其次是有识之士在民间有组织
有计划地定期举办培训班，通过民间
潮尔艺人继续传承发展弓弦潮尔演
奏艺术。色拉西、布林巴雅尔、于宝
林等艺术家在传承弓弦潮尔时进行

的探索、创新实践，清晰展示出传承
与发展的轨迹。

潮尔大师色拉西先生用毕生的
精力和超凡的艺术才华，全面继承了
潮尔的演奏艺术，并将其推向了一个
新的历史阶段。他为潮尔这一古老
的蒙古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作
出了卓越贡献。他的演奏风格深沉
内在、苍凉刚劲、简洁质朴、博大精
深，表现出了一个演奏家所具有的极
高的艺术创造力。他在潮尔演奏中
对音乐形象的烘托性用法、对不同调
式的特殊处理等等，使这一古老的演
奏艺术焕发出更加迷人的艺术魅力。

布林先生是生长在科尔沁草原
的文化功臣。科尔沁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丰富的民间艺术赋予了他非凡
的艺术才华。他不仅是蒙古族著名
艺术家、潮尔演奏家，也是潮尔弓法
的拓荒者。2011年，他的学生于宝林
参加《潮尔神韵》布林师生音乐会，演
奏了《乌云珊丹》这首科尔沁叙事民
歌，用变奏的手法把一首短调民歌曲
调升华为潮尔独奏曲目，成为师承布
林先生潮尔演奏的代表作。

于宝林是近几年传承潮尔演奏
艺术的典型代表人物。近年来，他以
培训、传承潮尔演奏艺术为己任，近
几年，他自编教材，自费办班，培养出
了几百名潮尔新手，以传承民族传统
文化和民族音乐的实践，展示出坚定
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以及为弘扬民族
文化而奋斗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

于宝林早年拜著名民间艺术家
黄乌力吉先生为师，学习四胡和潮尔
演奏。2007年 4月，特殊的机缘，使
于宝林有机会拜现代潮尔、马头琴艺
术家布林先生为师，继续学习潮尔演
奏。他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宣传、培
训、讲座等活动，曾经应中央电视台
《民歌中国》栏目、内蒙古电视台、河北
电视台邀请录制演出节目。由于广泛
的社会影响，科尔沁潮尔项目于2014
年11月11日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四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他的家乡科左中旗被内蒙古自治区文
化厅命名为“潮尔艺术之乡”。2014
年12月18日在内蒙古民族大学音乐
学院成功举办了于宝林《梦中的潮尔》
师生音乐会，展示出一位民间艺人对
本土音乐文化的执著追求。

多年来，潮尔演奏艺术的发展，
主要以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的方式
延续至今，其传授方式多见口头传
授，少见文字曲谱和资料。潮尔艺术
的传承必须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初学
者亟需文字、曲谱、视频等形式的传
授资料，这样才能够得到系统、科学
的普及，让潮尔演奏艺术发扬光大。

在经历色拉西老师辉煌的时代后，发
展科尔沁弓弦潮尔音乐成为当代传
承人的责任与担当。《潮尔教程》的出
版，正是应和了历史的需要。

《潮尔教程》的应运而生是于宝
林对于潮尔演奏方法多年研究与实
践的结晶。它不仅能够满足广大潮
尔爱好者的需求，也必将为潮尔艺术
的传承作出自己的贡献。《潮尔教程》
的出版填补了潮尔演奏艺术教学的
空白，拓展了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新
路径。

《潮尔教程》汲取了古老演奏方
法的优势，又增添了与时俱进的内容
与形式，其鲜明特点是简单直观、由
浅入深，具有可操作性，是引领初学
者入门的金钥匙。

书中分别介绍了3个地区不同的
演奏法以及各自的风格特点，规范了
制琴的规格尺寸，介绍了琴的结构以
及各部件名称；对于演奏坐姿、持琴姿
势、握弓姿势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交代
并配有图片，对于定音、定调、定弦，音
域的宽度以及常用音域有明确说明；
对于音位、把位、指法都有明确图示，
并在各调式中编配了由浅入深的入门
练习曲多首；传授左手技巧演奏指法，
科学地规范了潮尔独特的演奏指法，
并详细交代了几种触弦姿势以及串把
位指法；解析右手技法——弓法，在原
有传统弓法的基础上也借鉴了一些姊
妹乐器的现代弓法，丰富了潮尔演奏
技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潮尔教程》
分别介绍了C、D、F、G这 4种调式，
因为潮尔是一种特殊的双生音（和
声）乐器，泛音演奏乐器，有些调式不
便发挥潮尔泛音演奏效果与和声效
果，所以用定弦定调的方式来调整调
式是体现潮尔演奏特色的重要途径。

为了让学习者能够系统规范地
掌握潮尔演奏技法，在书中搜集整理
的160余首曲目，每一个小节、每一
音符之上均有指法、弓法标记，这些
悉心探索都一一融入教程，相信会给
读者的学习带来方便。

岁月流逝。老一辈潮尔艺人相
继离去，弓弦潮尔的音乐期待着新的
崛起。随着社会转型，在全球化的经
济洪流中，民族器乐的发展似一叶扁
舟，在外来音乐特别是大众音乐、通
俗音乐传播迅猛的冲击面前，亟待在
传承中重树自己的精神，重返辉煌。

如今，弓弦潮尔的音乐一直在民
间、学校、非物质文化传承者中不断
发扬光大。在民族音乐的交响中奏
鸣出时代的强音，在新的历史时期，
让豪放的潮尔之声尽情表达对草原
未来的向往和对家乡的深情祝福。

潮尔大师色拉西（左）

弓弦乐器潮尔

潮尔艺术家布林巴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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