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小莹

月色中，夜樱下，B站人气国风UP主墨韵、青年
笛箫演奏家孟晓洁以及武汉本土新民乐乐团 On
Show Art等用古筝、笛子等乐器表演民乐《洵兮》

《英雄之城》《醉花间》《青水之祈》⋯⋯日前，在“英雄
之城·大美武汉——相约春天赏樱花”2022武汉赏
樱全媒体大直播中，樱花树下的国风音乐会带来唯
美中国风，引得网友一片赞叹。

从昔日古风圈小众音乐，到今日逐渐成为华
语乐坛大众音乐的重要分支；从线上单曲分享，到
频繁亮相综艺舞台，国风音乐以兼容并包的姿态，
融合多元曲风，在听众尤其是年轻人中广泛流行。

国风音乐源自古风歌曲，其作曲、作词、配器、
舞美等都体现出鲜明的特色——传统与现代的融
合。腾讯音乐数据研究院日前发布的《国风音乐内
容生态报告》指出，国风音乐富有极强的包容性，包
括当代流行音乐的音乐元素和民乐、曲艺等传统文
化元素，在重新融合创新后，华语流行音乐不仅具
有传统元素与民族特色，还有更强的可塑性。

依照不同表现形式，国风音乐可以分为国风
乐曲和国风歌曲两种类型。

《琵琶语》是国风乐曲的经典之作，许多专业
人士与音乐爱好者以古琴、钢琴等乐器模仿演奏，
并录制上传至互联网进行交流分享。由共青团中
央等联合制作的《兰陵王入阵曲》也令人耳目一新，
乐曲名称出自中国古代歌颂北齐名将兰陵王的歌
舞戏，融合琵琶、大堂鼓、建鼓等民族乐器，通过嘈
嘈切切错杂弹的琵琶乐、令人热血沸腾的雷鸣战鼓
声，同时结合舞蹈和现代舞美灯光，让兰陵王骁勇
善战的形象生动起来。《兰陵王入阵曲》赢得了众多
年轻网络用户的喜爱。在年轻用户居多的B站，该
作品点击数超过1600万次，弹幕多达4.1万。

新近出品的《芒种》《锦鲤抄》等国风歌曲在抖
音等短视频平台有着超亿的播放量。《芒种》作为中
国二十四节气系列歌曲之一，以委婉动人的人声演
唱为主，歌曲间奏部分加入古筝和小提琴的“对话”
式演奏，并配以流行电音应用。全曲虽然融入了中
外古今多种音乐元素，但丝毫没有违和感，曲风悦
耳，清新活泼。

古为今用的创作思路，让国风音乐的创作素
材与表现形式更趋丰富。

一部分国风歌曲吸收传统戏曲唱腔，大胆创
新，收获大众喜爱。国风歌曲《赤伶》的歌词化用昆
曲《桃花扇》的内容，表演者采用戏腔演唱，将流行音
乐与戏曲元素巧妙融合。创作于2021年的《探窗》
是一首以爱情为主题的国风歌曲，歌词凝练含蓄，富
有古风意境。歌曲首发后，互联网涌现了诸多翻唱
版本，其中上海戏剧学院学生采用京腔演唱的版本
最令人瞩目，歌曲翻唱视频上传至短视频平台后迅
速走红，播放总量超5000万，用户点赞量超250万，
刷新了许多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戏曲的认识，也激发
了观者模仿学习的兴趣。

此外，从线上到线下舞台，国风音乐的表演也
强调多元文化的融合和艺术表现形式的丰富。演
唱者多装扮为古装形象，加以美轮美奂的古风场景
渲染，愈发烘托出歌曲的氛围。

不难看出，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将民族音乐与
流行音乐结合，将优质内容与创意舞台呈现结合，
是“爆款”国风音乐深得人心的关键所在。

不断出圈的国风音乐，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
人的关注。数据显示，在数字音乐平台以“国风”为
标签的歌曲中，有七成用户为“90 后”和“00 后”。
而近年来多档国风音乐类节目的推出，让国风音乐
走向更广阔的受众。例如，由广东卫视和山西卫视
联合制作的竞演节目《国乐大典》自2018年首播以
来，至今已播出多季，热度依然不减；酷狗音乐和优
酷联合出品的音乐竞演真人秀节目《中国潮音》首
播即引发关注。

虽然国风音乐创作者渐多，但基于传统文化
的创新探索并非易事，其创作与制作水准也难免良
莠不齐。从播放量来看，《国风音乐内容生态报告》
显示，2020—2021 年度，播放量破亿的“头部”国
风歌曲有 51 首，破千万的有 251 首，破百万的有
920首。优质的原创国风音乐作品仍为数不多。

不论是歌词化用诗词，还是旋律吸收戏曲元素，
国风音乐的流行，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和时代活力，也体现了民众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国
风音乐不是几句诗词、几件民族乐器、几段戏曲唱腔
的简单嫁接，而是在深入理解传统文化内涵、掌握音
乐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期待后续有更多优质作品，让国风
音乐的“火”，不是一阵风。

兼容并包，国风音乐正流行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团结和谐，则国家兴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反之，则国家衰败、社会动荡、人民遭殃。党中央强调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22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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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墓山遗址全景王墓山遗址全景。。

王墓山遗址房址。

石虎山遗址采集物。

凉城县历史悠久，早在 6000 多年前，远古
的先民便在这里繁衍生息，留下了华夏祖先傍
海而居的足迹。辉煌的古文明，离不开岱海的
滋润。在凉城县 3400 多平方公里广袤的土地
上，200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的岱海遗址群，就位于岱海盆
地，是新石器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

“凉城县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遗存，与
中原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王墓山遗址、老
虎山遗址、园子沟遗址等统称岱海遗址群。”凉
城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红明说。

今天的王墓山遗址，是一片用围栏围起的
缓坡，长着稀疏的树木。如果不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石碑的提醒，看起来毫不起
眼。王墓山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西北
17 公里处，北距岱海南岸 2.5 公里，是岱海遗
址群内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

方红明介绍，在王墓山的西北坡，自下而
上依次分布有三处时代不同、内涵各异的文化
遗存，被分别命名为王墓山坡下、坡中和坡上
遗址。王墓山坡下聚落的文化面貌与仰韶文
化庙底沟类型近似，属于仰韶时代中期。相当
于仰韶时代晚期早段的王墓山坡中和红台坡
环壕聚落址，其文化内涵包括三种因素：一是
以陶小口双耳绳纹罐为代表的内蒙古中南部
文化因素，二是以陶筒形罐为代表的红山文化
因素，三是以陶敞口和折腹钵为代表的仰韶文
化大司空类型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具有地区
特征的海生不浪文化。相当于仰韶时代晚期
的王墓山坡上遗址，根据地层叠压和遗迹间的
打破关系，可划分出早、晚两段。早、晚两段房
址造型相同，只是早段房址的门向西开，晚段
房址的门向南开。

随着仰韶文化的快速发展和气候的复杂
多变，社会结构也随之逐渐发生变化，数百年
后仰韶文化逐渐走向没落，取而代之的是龙山
文化的崛起。

为内蒙古地区史前文明的考古研究做出
突 出 贡 献 的 考 古 学 家 田 广 金 在《岱 海 考 古

（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中撰
文：

“相当于龙山时代早期的老虎山文化遗址
群，多有石城建筑。遗址的数量增多，并建在山
坡向阳处，海拔较高，普遍流行窑洞式房屋，说
明这个时期的气候处于冷湿时期。这些石城聚
落址，多数分布于岱海北岸，每隔 3—5 公里就
有一处。老虎山遗址的房址，都成排分布于经
修整的层层台地上，二三间为一组，窑址分布于
遗址墙外西南部。园子沟遗址的房址分布情况
与老虎山遗址相似，有二三间房址组成一个院
落，可能是由一个父辈和一两个子辈共同组成
了一个大家庭，说明个体家庭的巩固。”

聚落遗址的远古记忆

爬上距王墓山遗址 600 多米的石虎山山
顶，便可一览岱海全貌。作为内蒙古第三大
内陆湖，岱海的面积约 50 平方公里，而在距
今约 6700—6000 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它
的面积是现在的 4 倍，那时这里气候温暖、湿
润。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适宜的气候环
境，造就了独特的岱海文化地域性，中原的
先民们北上、西迁，进入岱海南岸丘陵地区，
在阴坡地带形成聚落，他们垦荒种地或从事
渔猎，岱海地区的农业开发便由此开始⋯⋯

“距今 6700 年至 5000 年，一支中原地区
先民从华北平原北部沿着永定河及其主要支

流桑干河，上溯移民到达岱海，另一支由晋中
汾河和汉中渭河沿黄河迁徙，到达岱海地区
定居。”方红明告诉记者，正因如此，内蒙古中
南部发现最早的仰韶文化早期代表性遗存石
虎山遗址两个相距不过 300 米的山头，出现
了文化面貌具有明显差别的有趣现象。

石虎山第二座山头出土的陶器，与河北
中南部和河南北部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十
分相似。而石虎山第一座山头出土的陶器
除了与后岗类型有相似的部分以外，还有不
少绳纹罐，表现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强烈
影响，而半坡类型主要分布在陕西渭河流
域，在晋中北和黄河前套地区也有许多类似
遗存。这两支不同文化类型的人口最终在
岱海地区相遇，经过碰撞和磨合，发展成为
这个地区稳固的新居民。

史前时期，人类的生存以适应环境为
主，尚缺少主动改造环境的手段，随着气候

环境的变化，各种文化的传播方向亦发生变
化。“距今 4500 年到 4300 年，由仰韶文化晚
期和红山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相当于龙山
时代早期的老虎山文化。”方红明告诉记者，
而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中间，有大约
500 年的文化断层。

“岱海地区处于北方季风尾闾区东西摆
动的中轴线上，即农牧交错带东西部的转换
地带，地貌又有山地、丘陵、平原、沙地和台
地等多种形态，再加上受湖泊的影响，岱海
地区的生态环境比内蒙古中南部其他地区
更为敏感。”方红明介绍，当季风加强，气候
较为温暖湿润时，比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
当气候变得干冷时，湖面下降，溪流干枯，森
林退缩，甚至恶劣到致使人类尤其是农业民
族难以生存的地步。“因此北方民族可能是
由长城沿线的农业民族迁徙转变而来的。”
方红明说。

气候引发的人口迁移

原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吉平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仰
韶文化是从河南、河北、山西和陕西发展过
来的，在这里，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是共存
共生的。这说明我们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
史前时代的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和中原地区
的史前文化是同频共振的，他们有发展的共
同内在联系，在精神上、文化上、历史上，都
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我们整个考古过程
中，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在距今五六
千年之前，我们的文化共同体就已经显现出
来了。”

1989 年 至 1997 年 ，在 田 广 金 的 主 持
下，岱海南岸王墓山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始
进行，发现半地穴式房址 24 处，出土了火种
罐 19 个。“火种罐的出现，使远古先民减少
了次次钻木取火的繁琐，也是人类文明进
步的标志。山西芮城和河南孟津仰韶文化
遗址也有火种罐的出土，和王墓山坡下遗
址相比，数量比较少，器型比较简单。”方红
明说。

使用火种罐保存火种的方法被称为“火
炉法”，是岱海湖畔的古人类追寻人类文明
时实现的一次用火史上的革命，相较于其他
地方发现的“灶坑法”，用火种罐保存火种的
方法更为先进。由火种罐延续而来的火文
化在岱海地区影响深远，如今形成了“岱海
圣火”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1982 年发掘的老虎山遗址是典型的聚

落遗址，依山势而建，四周有石墙围绕，是
迄今发现的我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城墙
防护体系之一，标志着这里早在几千年前
就已经进入了初具规模的城市王国时代。
紧接着田广金又带队发掘了附近同一时期
的园子沟遗址，清理出 87 座窑洞式房屋，是
目前全国发现的原始社会时期规模最大的
窑洞式房屋遗址。园子沟遗址的窑洞带前
后屋，相当于现在的客厅和卧室，此外还在
地面和墙壁上抹了白灰以防潮驱虫。因此
有学者曾作出形象的比喻：“现在历史教科
书上的半坡文化遗址是土房矮屋，而凉城
的 老 虎 山 、园 子 沟 文 化 遗 址 则 是 高 楼 大
厦。”

此外，老虎山文化的陶器也很有特点，
一改以往使用平底器作炊器的传统，首开
以袋足器为炊器的先河。通过出土文物形
制，考古学家们找到了从陶尖底腹斝、斝式
鬲和斝式甗，到鬲的发展谱系。老虎山文
化的新生事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鼓腹
袋足鬲为代表的文化，向西南直接发展成
朱开沟文化；向南对陶寺文化的产生和发
展有一定的影响；向东南其影响达到先商
文化区；再向西南影响到先周文化和刘家
文化的发展。

（图片由凉城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文化共同体已经显现

□方晓

在中华民族漫漫几千年的历史长河
中，人口迁移流动在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发
展、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
推动作用。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遗址群是新
石器时代人口迁移流动和文化互鉴融通
的实物见证。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

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了气势磅礴的以中
原地区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分布格
局，这一格局不仅直接影响到文化发展的
本身，甚至奠定了中国版图最初的基础。
这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连接四面八方
文化区系的文化分布格局，给中国历史的
走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当前大开放、大流通、大交融的历
史进程中，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等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现实根基不断夯实。因此，学术上应
加强对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来增强
各族儿女的情感联结，使各民族人心归
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
强大精神纽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
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
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促
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的支撑。

加强人口迁移流动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言】

石虎山遗址全景石虎山遗址全景（（东南东南--西北西北）。）。

2021年6月，在海南省海口市海口湾演
艺中心，国乐大师方锦龙联手新九州爱乐
乐团，融合古筝、钢琴、琵琶、二胡与打击乐，
演绎“国潮”魅力。 苏弼坤 摄（人民图片）

艺名为“等什么君”的邓寓君喜欢
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国风音乐。图为
她在演唱国风音乐歌曲。 新华社发

【石榴籽】

岱海遗址群岱海遗址群
见证见证史前文化史前文化互鉴融通互鉴融通

◎◎本报本报记者记者 院秀琴院秀琴

【同心共筑中国梦】

一部中国史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就是各
民族共同缔造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明史
上上，，伴随着人口的迁移流动伴随着人口的迁移流动，，各民族共同开拓了我国辽阔的疆域各民族共同开拓了我国辽阔的疆域，，强化了经济上的强化了经济上的
相互依存相互依存，，促进了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促进了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增进了情感上的手足情深增进了情感上的手足情深，，逐渐形成你中有逐渐形成你中有
我我、、我中有你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遗址群就见证了距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遗址群就见证了距今 60006000——40004000 多年前仰韶时代多年前仰韶时代
和龙山时代的人口大迁移与文化大融合和龙山时代的人口大迁移与文化大融合，，见微知著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以小见大，，透过一个个聚落遗透过一个个聚落遗
址址，，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脉络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脉络。。

王墓山新石器王墓山新石器
时代石磨盘时代石磨盘。。

王墓山新石器王墓山新石器
时代彩陶钵时代彩陶钵。。

王 墓 山王 墓 山
新 石 器 时 代新 石 器 时 代
火种罐火种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