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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布依族是个热爱唱歌的民族，至今，基于用布依语对唱的“布依歌”的分析极少。文章 

对笔者于2007年和2010年在罗甸县所记录的罗甸布依歌进行分析，阐明罗甸布依歌的声调与旋 

律的关系、旋律结构与格律句、格律、对话结构各层面的基本特征，揭示罗甸布依歌的宽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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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是热爱唱歌的民族，布依歌在布依族 

传统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传统节日里，成千上万 

的人聚会，唱着各种各样的歌。唱歌方式主要是 

对歌，男女分组编歌对唱，其内容包括古歌、盘歌、 

叙事歌、情歌、年歌等等。这些民歌(或“山歌”) 

按照语言可以分为用汉语唱的“汉歌”和用布依 

语唱的“布依歌”。由于“汉歌”记录起来不是太 

难，已有很多资料，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少。可是， 

布依歌是用布依语演唱的，在现行布依文问世之 

前，很难记录这些歌词 ，很多时候只有翻译成汉 

语韵文才得以出版 J。布依文正式实施之后，有 

关布依歌的资料也不算多，研究成果也极少，因 

此，布依歌的实际面貌还是模模糊糊。 

笔者于2007年和2010年春节期间在罗甸县 

龙坪镇观看的“罗甸县民族运动会”，其中就有布 

依歌(年歌)表演，特以此为例，分析罗甸布依歌 

的实际演唱模式，分析这首歌的形式特点。 
一

、声调与旋律的关系 

布依歌是用布依语演唱的。布依语属于壮侗 

语族 J，跟汉语一样有声调。声调变了就会很难 

听瞳。这里分析的是对歌，歌手们要迅速反应理 

解对方的歌词大意，现场编歌回唱。如果因声调 

和旋律差异太大而听不懂对方的歌词，歌手们就 

没办法继续对歌了。因此，声调与旋律是否一致 

十分重要。为探讨这个层面，笔者从 2007年的资 

料中抽出30节歌，总共 374个音节，根据这些样 

本将各个音节原有的声调(就是罗甸的调值)进 

行对比，即比较各个音节的声调和旋律上的音高 

上升 ·下降 ·平行。结果如表 l所示。 

表 1 罗甸布依歌中声调与旋律的关系 

旋律 
上升 下降 平行 合计 

声 上升 63++ 41 14—．—． 118 

下 降 56 89++ 44 170 
调 平行 7

一 一  15 45+ + 67 

合计 126 145 103 374 

按照表 1，在布依歌声调与旋律看起来有一 

致的倾向。x 检定的结果也表示在5％水准这个 

倾向有意，虽然例外还不算少，可以说布依歌声调 

与旋律大概一致。从表 1的数据中的“例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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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H{任何规律。 

这个结果只表示在布依歌中歌手们从语言固 

有的调子和歌词的格律句两方面判断歌词内容。 

如下面再讲，布依歌有很多格律句，不过，歌词的 

长短不同，其旋律也有长短。因为歌词形式比较 

自由，听懂歌词比较难，所以声调与旋律的一致， 

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歌手们和听众们理解歌词 

的内容。 

m2 24 

m2 25 

m 2—38 

m245 

m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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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旋律结构与格律旬 

那么，怎么调整旋律长短呢?为了探讨这个 

问题，特用五线谱写下上述样本的旋律进行比较， 

如谱例 1和谱例2。如谷正人以伊朗音乐为例指 

出，在不用乐谱的传统音乐中，旋律句在模糊的记 

忆里，每次演出来的都不一样 J。岁甸的布依歌 

的情况跟谷氏所述差不多，在这些旋律上可以发 

现一些旋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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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部分的旋律句 

谱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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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2 

从谱例 1和谱例2知道，罗甸布依歌将基本 

旋律模型作为基础，随着音节增减而变化，体现其 

旋律。具体来看，例如谱例 2的 f1—34和 f1— 

4l，旋律跟格律句关系密切。更有意思的是如谱 

例2的f1—48。这里，“结尾部分的旋律句”在中 

间部分出现。不过，从歌词就可以知道相似的句 

子在这里反复。由此可知道格律句和旋律句的结 

合性。在谱例 1的“开头部分的旋律句”也可以 

看到这样的现象。 

086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 

从这些分析，可以说布依歌的旋律是经过组 

合一些旋律句模型和调整歌词来完成的。因为难 

以确定先有旋律句再附加格律句或反之，这个句 

子通过一定的旋律构成“旋律句 =格律句”这样 

的结合体。 

罗甸布依歌含有很多格律句，其中有可以推 

测语义的(例如：xaml mengz leh bux laaux“求您大 

人”，daaus nix laaux“这次”等)，也有完全没有语 

义的(例如：ac，xic②，bail ges nos，bail leeux 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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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过这些句子在文脉上大多没有意义，只具 

有调整节奏感的功能，所以经常被看作“虚词”。 

听众一般不太介意歌词的细小的差异，只听大概 

的意思，即使歌手唱错或修改这些格律句的某些 

部分也没有关系。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格律句的价 

值低，相反，这部分跟旋律句结合构成布依歌独特 

的风格。 

三、布依歌的格律 

罗甸布依歌的歌词看起来没有什么格律，长 

短不一，押韵也不明显。下面两节歌词是从 2010 

年的布依歌中节选出来的(除格律句)。 

例 1 xaaml mengz bux laaux ndael raanz． 

求在座的大人。 

例 2 xois miz lengh maz yaangz suil xoonz dianl 

xoonz xeeuh goons daaus nix． 

我不讲别样，这次讲说古老的语言。 

按照《罗甸县志 ·民族志》：“一般是五字或 

七字一句⋯⋯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等⋯⋯无论 

五言或七言，句句都要押韵。” 4 可是从上面的 

例子来看，“一句”不一定是“一节”⑧。例 1好像 

是“一句一节”的例子，不过这有六个音节，不合 

五言或七言。这说明《罗甸县志 ·民族志》的记 

述只是理想的一种模型，实际的布依歌会有偏差。 

例2看起来有 13个音节，完全不合五七，不过如 

果按照文节分开，例2可以分开如下： 

(2—1)xois miz lengh maz yaangz 

(2—2)suil xoonz dianl xoonz xeeul goons 

daaus nix 

(2—1)有5个音节，(2—2)有 8个音节，这 

个结果表明例 2与《罗甸县志 ·民族志》 的说 

法不一致。我对2010年搜集的布依歌中男方的 

第一首加以处理，发现文节的64％是从 5个音节 

或7个音节构成的，其他文节的大部分也是从4、 

6、8个音节构成，离“五七”不远。女方的第一首 

更明显，文节的83％是 5个音节或 7个音节。这 

结果显示《罗甸县志 -民族志》 的说法和实际 

歌词存在一定偏差。布依歌有以五言和七言为基 

本的音数韵律，不过实际的运用比较宽松，会有些 

偏差。 

经过分析这个文节，布依歌的押韵也更明了， 

使用“腰韵”的情况比较多。比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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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nyiel xois xaml bux laaux， 

xois miz nauz maz enh， 

xois miz lengh maz yaangz． 

请大人听我说，我不说别的，我不讲别样。 

在例3第一行的“laaux”与第二行的“nauz”， 

第二行的“enh”与第三行的“lengh”押了腰韵，这 

也表明布依歌没有自始至终都适用的押韵规律。 

如例3的第二行与第三行押头韵。有时候也有押 

尾韵，没有押韵的部分也存在。 

布依歌的另一个形式特征是排比。布依歌 

中，很多文节单位采用了排比。比如： 

例4 xoonz xois dies XUS genz raanz nguax， 

xoonz bix dies XHS lac raanz waang1． 

我们的话放瓦房上，哥说的话搁厢房下。 

如上述，这些排比跟旋律句的重复有密切关 

系。在这里再写谱例2，fl一48的歌词文节。 

例 5 soong bix nuangx dongx dooih bail waangz 

(ac)， 

miz nyiz riel dauc xamz dongz nangh(ndaix 

ges)， 

miz nyiz riel dauc nic dongz nangh． 

两姊妹一起来水塘，想不到你们来玩相坐，想 

不到你们来这相坐。 

例5的第二行和第三行排比使用很明显。在 

这里也看得出是靠格律句区分文节，这就是格律 

句的另一个功能，它能增强歌词的节奏感。 

四、布依歌的对话结构 

这里分析的布依歌是对歌，就是像对话一样， 

男女之间分为两个组(实际上就像两个人)，各想 

出歌词对唱。可是罗甸布依歌歌词极长，一方花 

20—30分钟连续唱几十或上百节，然后对方回唱 

几乎 同样 长度 的歌。如 《罗甸县 志 ·民族 

志》 说罗甸布依歌没有句数规定，而首首都要 

长。这种情况在日常会话中几乎没有。那么，对 

歌和对话是两种吗?或者这两个有共同的基础 

吗?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分析了2010年的布依 

歌歌词。这首布依歌是“年歌”，就是经过对唱来 

表现一年的过程和过年的准备程序。因为对歌的 

文脉已经定了，如果将整个对歌看作一个“语 

篇”，那么，这个语篇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布依学研究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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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歌从男方开始。首先，他们唱“请您听我 

说的话”，“咱不讲别事，顺说古代的言传 ’等等。 

这部分的内容相等于对女方打招呼逗唱布依歌。 

然后说：“过了一月又一年，马上进六月”，开始唱 

年歌。接下来，又唱“六月田土种的庄稼要成 

熟”，“咱们忽然进入七月”，“现在地下人没有准 

备过年，中央的历书还没出来”，“吃闲饭的人没 

有算出来(历书)”，“进八月十五了”等等，以农业 

为中心叙述一年的整个过程，同时指出歌中的 

“现在”与过年的距离。当唱到“我又问你妹，我 

们的收成好不呢?罗甸热闹不呢?”，“讲给我们 

知道，讲给哥们知道”，就给对方留下一些话，说 

“我们的话就这样，我们的布依歌本钱不多，说不 

到尾，我们就要搁下”暗示对方马上要结束这首 

歌，而“我们的话放瓦房上，哥说的话搁厢房下”， 

“(如果你)想合嘴就帮我们接”，“想合心合意，帮 

我们答应”，对方如果愿意就接着这个话题继续 

对歌。 

接着 ，女方就开始 了。开头就 唱“人搁人就 

接”，“人搁人就答应，好像接肩上的扁担，好比接 

挑桶的扁担”，“肩上挑水就往垂，蹋倒枇杷树下 

面不悔”等，说她们愿意答应男方的歌。接下去 

唱“过一月又一月了吗?你们这样说，是吗?”“你 

的心还在进入六月份”，“你说一月过一月，忽然 

进七月”，“地下的人没有造春节，吃闲饭的人没 

有翻开方块字”等，确认男方说的内容，再说“转 

脸过来妹跟你说”，“寨子过得很平安，罗甸地区 

都很平安”回答男方提出的问题。然后唱“咱们 

就忽然进入九月份”开始接男方唱的内容，“像哥 

们现在，垫有绿色紫色的帕单”，“哥就铺下渐渐 

增高(的床铺)。丈夫铺的帕单妻子很满意”，“ 

十月去十七了，远路的哥们”，“哥家做酒要过年， 

像妹们单身都没想到腊月”，“说到这方面妹们就 

感觉到难过”等，一边叙述迎接新年的准备，一边 

感叹自己的孤独和贫穷。最后唱“像我们的话就 

这样讲，糊涂多了，妹们要搁下”，“我这句搁放瓦 

房上，亲戚们啊”，“想合心合意就帮我们答应，嫌 

我们谈不合就算，学布依歌不像就算”等，与男方 
一 样结束本节对歌。 

接下来的对歌程序基本相同，男方表示愿意 

接歌，谦虚地说自己的布依歌水平不高，确认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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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否定女方的夸奖，还接唱女方说的迎新准备 

的过程(这里提到“砍牛”仪式，并问这个仪式如 

何进行)，然后暗示 自己的歌到此就要结束，请女 

方接。 

除此之外，双方随时唱“像我们现在”等格律 

句，慨叹自己的情况，互相赞美对方，还经常使用 

像“亲戚们啊”等招呼。 

从以上对唱的程序分析，可以说，其“语篇” 

通过两个歌手互相“确认接受对歌”，“招呼对 

方”，“确认对方的歌词”，“表明希望对方的回答” 

实现“衔接”，造出“连贯”。衔接和连贯是韩理德 

和哈桑提出的概念_8 J。衔接是各种“语用标记 

语”在语篇中发挥的功能，就是通过语法或词汇 

显示语篇中各个句子之间的相关性。连贯是利用 

语用知识、语境、衔接等等线索让读者或听者在语 

篇中发现的相关关系。在布依歌，上述的程序都 

是一种衔接，都表现出一种连贯，使对歌的整体始 

终保持一个语篇。在这个事例中“年歌”特色的 

文脉也表现出其连贯性。 

这种情况不仅在 日常会话中经常发现，布依 

歌的“提问 一回答”结构也是会话的一种典型结 

构。不过在13常会话里“听见对方说的话”，“期 

待回答”这种说法一般不会出现，只默默地支撑 

会话而已。总之，虽然布依歌表面不像日常对话， 

可是底层的对话结构却基本一致。因为每一首布 

依歌都很长，要显示对话的状态就得保持“对歌” 

结构。 

五、总结 

本文基于罗甸布依歌，分析了布依歌的旋律 

与声调的关系、格律和对话结构。通过这些分析， 

发现罗甸布依歌的一些特点，即形式的宽松性。 

旋律与声调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不过不一 

定一致，有很多例外。因此，可能会产生听众听错 

或听不懂的情况，格律句和旋律句可以弥补这个 

缺憾。在格律方面有五言七言的模型，不过实际 

的歌词有偏差，而且唱出的歌词不一定一句一节， 

在很多场合几句构成一节。对话结构也是，布依 

歌的对唱遵循一定的程序，造就了语篇的连贯性， 

不过歌的句数不定，首首不一，留给对歌者很大的 

自由空间。罗甸布依族歌手利用这样的对歌规则 

与格律的宽松性发挥了各自的创造性，增加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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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是以我的博士论文和在 日本出版的 

山歌 民族菇：歌 词藻老交扣亨(山歌的民族 

志：通过唱歌来对话)为基础加以改编整理的。 

因为篇幅有限，删除了布依歌歌词全文及部分分 

析结果。 

— — 槐 丸岳 

注 释 ： 

①一个宝贵的收获是赵煜等编译的《布依族酒 

歌》。这本书搜集了贵阳地区布依族喜庆节日时用布 

依语对唱的“酒歌”歌词。《罗甸县志 ·民族志》里也 

有用布依文写民歌的部分，不过，未点明这些歌词的来 

历。 

②“xic”一般意味着“就”，不过，在布依歌里没有 

实在意义，只有调整语调功能。 

No．1 

Feb．20】4 

③在布依歌，歌手们一节一节地唱，各节之中间有 

停顿。“节”是演唱的一个停顿单位。 

④这里“古代的言传”是“布依歌”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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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ructure of the Buyi Songs in Luodian County 

Kajima—ru，Take—shi 

Abstract：The Buyi people loving singing，but there is little study on the Buyi songs．Based on a re— 

cord of the Buyi songs from 2007 to 2010 in Luodian County，Guizhou Province，this pa— 

per illu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ne and rhyme，the rhyme structure，meter，and 

dialogue structure in order to show their relaxing features． 

Key words：Buyi people；Buyi song；Song in antiphonal style；Meter；Luod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