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研究·

歌谣学运动的代表性成果
———评钟敬文先生的客家山歌研究

3

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钟敬文先生民间文学的学术历程起始于客家山歌的调查与研究 ,是客家山歌的天籁之音激发了他对

民间文学的浓厚兴趣。搜集、记录和研究客家山歌是他田野作业的最初尝试。尽管是初步尝试 ,这些成果却符合

民间文学的学术规范 ,特点突出 ,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准 ,具有引领现代民间文艺学学风的开拓与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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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创刊的北京大学《歌谣 》周刊 ,是我国最

早以搜集研究歌谣为主的民间文学期刊。它的诞

生 ,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思想的崛起。1918年 2月

1日《北京大学日刊 》第 6号上 ,刊出了由北大教授

钱玄同、沈兼上、沈尹默、刘半农共同发起、拟定的

《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 》,校长蔡元培在

“简章 ”前面刊出他的《校长启事 》,表示积极支持。

就这样 ,一向被人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歌谣 ,在“五

四 ”新文化运动前夕 ,闯入了中国最高学府 ———北

京大学。《歌谣 》周刊成为我国新兴的歌谣学运动

的基地和大本营 ,不仅受到全国各地新文学爱好者、

民俗学者、语言学者的热烈欢迎 ,而且还引起苏、英、

法、美、日、德等国学者的注目。在将近十年的时间

里 ,共征集到各地歌谣 13908首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

民间歌谣的搜集研究工作。

在这次影响极其深远的歌谣搜集和征集活动

中 ,钟敬文先生对客家山歌的搜集和研究具有引领

现代民间文艺学学风的开拓意义。下面试图就钟先

生在这方面的成就作些评述。

一

在中国现代歌谣学史上 ,以顾颉刚、刘半农、董

作宾和钟敬文的贡献最大。“五四 ”时期 ,吴歌是歌

谣征集和研究的宠儿。刘半农于 1919年 8月在江

阴老家亲自收集了 20首船歌 ,后以《江阴船歌 》为

名发表于《歌谣 》周刊第廿四号。受刘半农的影响 ,

顾颉刚当时也投入到对家乡苏州吴歌的搜集和整理

工作中 , 1926年出版的《吴歌甲集 》共有吴歌 100

首。胡适在此书序言中 ,将之誉为“真可说是给中

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了 ”。钟敬文先生曾经这样评

价顾颉刚的《吴歌甲集 》:“一个民间文学的资料集

有这样的详密注解及辅助的资料和理论 ,不但在当

时是空前的 ,到现在也没有看到第二部。它的科学

性是不容埋没的。”[ 1 ] ( P106)
董作宾先生在歌谣学方面

的突出成就 ,是他于 1924年 10月 ,在《歌谣 》周刊

上发表了《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 》一文。他从

一万多首歌谣中选取 45首同主题民歌“隔着帘子

看见她 ”,加以考察分析、综合 ,得出风俗、方言、文

艺三方面的结论。在当时 ,这样的研究方法是非常

新颖的 ,而且他总结出来的结论也非常独到 ,因而具

有独特的价值。钟敬文先生认为 ,董作宾的《一首

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 》是“自北大搜集发表歌谣五

年多来 ,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它跟顾颉刚的孟姜

女研究 ,先后辉映 ,“堪称这时期口承民间文艺学上

的‘双壁 ’。”[ 1 ] ( P106) 此文的确开了歌谣比较研究的

实践先例。

在所有投身于民间歌谣搜集和研究的学者中 ,

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并不多 ,钟敬文先生就是其中

之一。钟敬文先生将这方面的精力主要用于对客家

山歌的系统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

方法是“田野作业 ”,钟先生学术生涯中田野作业的

起步始于客家山歌的搜集。他把当时的搜集称为

“很初步的、自发的田野作业 ,或者叫‘亚田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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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2 ]首次调查的成果便颇为喜人 , 1927年 2月 ,

北新书局出版了钟敬文编的《客音情歌集 》, ①收录

钟敬文先生搜集、整理的客家山歌 140首 ,是他从 3

年时间里搜集的四五百首客家歌谣中选取出来的 ,

这应该是我国第一部数量最多的客家山歌专集。

钟先生之所以以搜集和研究客家山歌为其学术

事业的开端 ,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当时轰轰烈烈的歌

谣学运动的驱动以及钟先生对于歌谣的偏爱。关于

此 ,钟先生在《我学术活动中的两个重要时期 ———

<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 >自序 》文中有详细叙述 :

1918年春 ,北京大学文科的一些教授 ,发

起征集中国近世歌谣活动。不久 ,他们就在

《北大日刊 》上开辟了《歌谣选 》栏目 ,逐日发表

这方面的作品。这种破天荒的文化现象 ,很快

成为国内报刊的一时风气。当时广东省垣的大

报如《群报 》及我们家乡的小报《陆安日报 》都

经常登载一些歌谣。这时我正好在家乡一带从

事国民基础教育工作 ,又耽爱文学 ,读过《诗经

·国风 》、《古诗源 》等作品 ,稍后还读了郭茂倩

编纂的《乐府诗集 》———大家知道 ,它里面保存

了不少古代民歌和谣谚 ,因此 ,不免“见猎心

喜 ”。于是我就走上探索民间文艺的工作之路

了。[ 3 ]

同时 ,歌谣较之民间文学其他门类 ,更早获得钟

先生的青睐。他曾经谈到获得杜文澜编纂的《古谚

谣 》时 ,“急于需用 ,又苦于找不得 ,对于它 ,已经差

不多绝望了 ,可是 ,它却跟你碰起面来。这种欢喜真

是永远地留着‘余味 ’的。”[ 4 ]“在‘五四 ’以前 ,我也

曾从古诗的选集上读到一些前代的谣谚 ,并且情不

自禁的喜爱它。”[ 5 ]

二是和钟先生的出生地有关。钟先生的老家广

东海丰流行三种方言 :本地话 (即广东白话 )、福佬

话、客家话。三种方言都有各自的方言圈 ,也都有各

自的民间文学作品 ,如民歌方面有用广东话唱的粤

讴 ,用福佬话唱的畲歌 ,用客家话唱的山歌等 ,钟敬

文对这三种方言的民间文学作品都有涉足。但由于

钟敬文的祖先属于客家民系 ,他小时候读私塾也是

用客家话授课 ,对客家的传统文化自然格外眷恋。

因此 ,在他搜集的近千首歌谣中 ,客家山歌就占了半

数。

三是出于对客家山歌“山 ”的生活语境的了解。

钟先生对客家人的生存状况有所考察 ,他说 :

至于客家人的生活 ,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

的关系 ,所以每日作业于田野山岭间的 ,颇占多

数 ,并且男女俱出 ,没有“男子事于外 ,女子事

于内 ”之严格差别。至少 ,我们这一带客家人

的情形是如此。他们的气质 ,大都简朴耐劳 ,很

少慵惰浮夸的恶习 ,犹保存古代人民的风范。

这些 ,都和他们山歌的产生及内容等有关

系。[ 6 ] ( P301)

客家作为汉族的一个支系 ,社会生活同样受到

礼教的约束 ,在村落生活中 ,男女授受关系有严格的

界限。所以一进入山间 ,情思便能得到适当释放 ,男

女互相倾诉衷曲乃自然之事。

二

“忠实记录 ”是田野作业的基本原则 ,北大歌谣

运动从一开始就对此特别强调。1918年第 61号

《北京大学日刊 》的第二版刊发的《简章 》第七部分

“寄稿人应行注意之事项 ”中明确规定了记录原则 ,

对于方言及过于生僻的字句要求加以解释 ,记录方

言时 ,“一地通行之俗字为字书所不载者 ,当附注音

字母 ,能用罗马字或 phonetics尤佳。”对于有音无字

者在原处以“□”表示 ,而“以罗马字或 Phonetics附

注其音 ,并详注字义以便考证 ”。要求“歌词文俗一

仍其真 ,不可加以润饰 ,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

话。”尽管钟先生当时并没有经过田野作业的系统

训练 ,却能以一个民俗学者的基本立场进入客家山

歌的搜集活动之中。《客音情歌集 》忠实记录了客

家山歌传唱的原样 ,除了根据语气内容添加标点符

号以外再无修饰 ,可谓是田野作业的成功范例。全

辑 140首客家山歌 ,都是采用通俗易懂的普通话记

录 ,必要的地方保存了客家方言词汇。对第一次出

现的方言词汇注音并详细释义 ,其中包括一些当地

客家地区流传的俗语、俚语 ,力图使客家以外的人都

能看懂甚至读出。对于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常用的

一些客家方言词汇 ,钟先生在歌谣文本后面特别罗

列出《本书重要方言音释 》,共 35条 ,再次注明读

音、含义。这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是惟一严谨的

科学方法。当时有人看不起方言 ,甚至想用“死文

学来驾驭活语言 ”。钟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业

绩 ,坚守了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原则 ,展示出客

家山歌的乡土特性。在当时 ,即已显露出中国现代

民间文学学科领航人的风范。

钟先生不仅搜集、整理客家山歌 ,而且还潜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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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1926年 7月 2日写了《客音的山歌 》一文 ,高度

赞美客家的山歌艺术魅力。同时期还写了《中国疍

民文学一脔 ———咸水歌 》、《歌谣的一种表现法 ———

双关语 》等歌谣研究文章 ,也颇多涉及客家山歌。

钟先生在他步入老年后 ,仍时时津津乐道这段遭遇

客家山歌的经历。在《80年历史回顾与反思 ———纪

念北大征集歌谣八十周年 》、《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

思与体会 》、《“五四 ”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 ———呈

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 》、《我学术活动上

的两个重要时期 ——— <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 >自

序 》以及他为一些作品所写的序言中 ,都程度不同

地对自己所从事客家山歌方面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作

了反思和总结。

在歌谣的搜集和研究方面 ,顾颉刚、董作宾和钟

敬文三位巨匠各有千秋 ,特点均非常鲜明。顾颉刚

先生以苏州地域为中心 ,搜集的当地所有歌谣。他

从宏观上对“苏州的唱歌种类 ”作了全面审视 ,并概

括为 20个种类 ,其中包括戏曲、曲艺、民歌、通俗歌

曲等等 ,并从中择出吴歌及与之关系最近的五种歌

谣作为搜集的重点 ,即“ (1)儿童在家里唱的歌 ; (2)

乡村女子所唱的歌 ; (3)奶奶小姐们所唱的歌 ; (4)

农工流氓所唱的歌 ; (5)杂歌。”在《吴歌甲集 》里 ,第

一种类儿歌 50首 ,占总数的一半 ,后四类也是 50

首 ,内容扩展了很多 ,其中部分生活歌“都很可以看

到社会状况的骨子里去 ”(《吴 　集录序 》)。董作宾

先生以一个主题为中心 ,侧重于方法论上的探讨。

他提出“从歌谣中得来的各地风俗 ,才是真确的材

料 ,因为他是一点点从民众的口中贡献出来的。”

“一个母题 ,随各处的情形而字句必有变化 ,变化之

处 ,就是地方的色彩 ,也就是我们采风问俗的师

资。”“到一地方就染了一层深深的新颜色。以前他

处的颜色 ,同时慢慢的退却。”由此说明“歌谣中一

字一句的异同 ,甚至于别字和讹误 ,在研究者视之都

是极贵重的东西。”《歌谣的比较研究法的一个例 》

“对我国现代早期的民间文学研究方法 ,起过重要

作用。后来董作宾的《看见她 》一文 ,就是在歌谣领

域中实践这种方法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7 ]也是运

用比较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成功范例 ,并从文化发

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给后来人以直观的参照。

钟敬文先生对客家山歌的研究则二者兼顾 ,同

样选取的是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和演唱主体 ———客家

人 ,围绕一个永恒而更为常见的主题 ———爱情。

《客音情歌集 》里的爱情歌谣不仅所占的数量多 ,从

艺术的角度上讲 ,也是最高的。对于客家人来说 ,爱

情生活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几乎都离不了山歌 ,诸

如初识歌、试探歌、赞美歌、迷恋歌、起誓歌、相思歌、

送郎歌、苦情歌等等 ,这些在《客音情歌集 》里都有

涉及。钟先生从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角度 ,揭示山

歌在客家族群中的生活功能及艺术特色。具体说就

是既关注客家山歌本体的特点 ———内涵的现实倾向

性、表现手法的独特个性等 ;又不是纯文艺学的审

视 ,而是把山歌置于客家人宽广的社会生活中 ,对山

歌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生活及文化地位进行认定。

三

在客家山歌本体论研究方面 ,首先 ,钟先生特别

注重对音韵美和旋律美的欣赏和探究。1926年 ,他

就写有《音乐化的客歌 》(刊发于《黎明 》, 1926年 7

月 4日 )、《特重音调之客歌 》( 刊发于《北大国学门

周刊 》, 2卷 24期 , 1926年 ) ,详细分析了客家山歌

音韵方面的精妙之处。通过和其他地区的山歌相比

较 ,钟敬文认为客家山歌“像广西、云南、江苏、浙江

等省都有。格式略如诗歌中的七言绝句 ,但首句间

或作三言 ”。[ 6 ] ( P302)
山歌为三言的首句 ,有些可能点

出歌咏的人物对象 ,如 :“阿妹妹 ! ”;也可能是表明

演唱者对所演述内容的态度 ,如“我晤信 ———”;还

可能是对演唱情景、所处状况的简单交代 ,如“初来

到 ———”。但更主要的目的 ,是为演唱定下一个基

本的调式 ,就像唱歌时 ,领唱者首先唱出的一句一

样。除了七言绝句和“首句间或作三言 ”的情况之

外 ,还有前两句为五言的。这是更为特殊的格式。

钟先生搜集的《客音情歌集 》中就有一例 :

门前种盆花 ,

日出云要遮。

阿哥来比黄蜂样 ,

要生要死里枝花。①

客家山歌的结尾极其悠扬 ,富有艺术感染力。

而这种表演效果的获得 ,得益于诸如“里 ,这也 ”的

语气词。钟先生注意到 ,“客家山歌每首歌词完后 ,

也有另附以尾声的 ”,他在《客音的山歌 》中记载 :

“其尾声 ,短者如‘斐 ⋯⋯’,长者如“嗳嗳嵩 ,乃乃

磅 ,磅隆嵩隆乃嗳哟 ”等等 ,不一而足。”[ 6 ] ( P302)

歌谣和其他民间文学体裁的明显区别就是具有

音乐美 ,而当时其他的学者则较少注意到这一方面。

钟先生深深意识到 ,歌谣的采风 ,仅仅记下歌词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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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够的 ,还必须录下歌谱。他本想把这全数的歌

词 ,都附以罗马拼音并“声调谱 ”,使读者可以把它

的音调如实的歌唱了出来 ,但碍于时间及精力暂时

完不成 ,表示以后有机会要找一位好助手共做完这

宗夙定的工作。[ 8 ]
1939年 ,他在《民间艺术探究的

新展 开 》中 强 调 : “歌 调 正 是 民 间 歌 谣 的 生

命 ”。[ 9 ] ( P235)
1934 - 1935年写的《诗与歌谣 》中 ,认

为在歌谣所有的艺术表现形态中 ,“音节的谐美 ”至

为重要 , 它是“歌谣打通人们情思的主要力

量。”[ 9 ] ( P104)
从民间文艺学立场出发 ,钟先生很早就

领悟到歌谣与诗的区别 ,即歌谣是“唱 ”出来的 ,应

该从“唱 ”的角度把握歌谣的艺术魅力。钟先生通

过和他曾经搜集过的疍民歌 ———咸水歌相比较 ,在

《中国疍民文学一脔 ———咸水歌 》一文中 ,钟先生列

举了客家山歌和蛋民歌各 3首 ,同样描写性爱的 ,疍

民歌云 :

巴豆开花白抛抛 ,罗 ,

妹当共兄做一头 ,罗。

白白手腿分兄枕 ,罗 ,

回来相斟舌相交 ,罗。

客家山歌则云 :

桐子打花无叶开 ,

叔系嬲连一回来。

乳姑唔系银打个 , ①

裤头唔使锁匙开。

在音乐风格上 ,钟先生认为咸水歌好似北方的

“横吹曲 ”———企喻歌、捉 � 歌、驰驱歌、柳枝歌等 ,

而客家山歌就是南方的“清商曲 ”———子夜歌、懊侬

歌、读曲歌等 , ②并认为蛋民歌过于直率 ,所以“流弊

于鄙野狠亵 ”,客家山歌则显得非常质朴、含蓄、委

婉 ,并且婉转、缠绵 ,具有音韵上的美感。

其次 ,客家山歌中与音乐美有关的常见表现手

法是“起兴 ”,钟先生对此颇为关注。他通过对国

风、乐府以及自己所采山歌中众多起兴句相同的歌

例 ,实证性地探讨了“起句相同 ,而后文各异 ”篇章

手法的成因 ,发现客家山歌与“十五国风 ”的确有某

种渊源关系。③ 据前辈考证 :“东晋以前 ,客家先民

的居地 ,北起并州上党 ,西界司州弘农 ,东达扬州淮

南 ,中至豫州新蔡、安丰。换言之 ,即法水之东 ,顾水

之西 ,淮水之北 ,北达黄河以至上党都是客家先民的

居地。”[ 10 ]东晋以后 ,客家先民因受战乱、饥荒等所

迫 ,才先后经历了几次大迁徙运动 ,先后由中州一带

迁至江淮 ———闽赣———粤 ———桂、湘、川、台等省。

而《诗经 》“十五国风 ”则是在客家先民未经迁徙南

下之前早就有了 ,而且其主要流行地区 ,正好是在客

家先民的居地。可想客家先民中流行的民歌 ,无非

就是“十五国风 ”一类。[ 11 ]

《客音情歌集 》中所选的山歌至少有一半运用

了兴或比的手法 ,或者二者兼用。钟敬文认为 ,“起

兴 ”的手法在客家山歌中有两点不同于其他民歌的

特点 :“只借物起兴 ,和后面的歌意了不相关 ;有的

借物以起兴 ,兼略暗示点后面的歌意。”[ 6 ] ( P302)
其中

的第二种情况颇有点像比喻 ,他举了一例 :

竹筒打水两爿开 ,

问娘转去几时来 ?

三箩冇谷④丢落海 ,

唔得团圆做一堆。

钟先生作了一番分析之后说 ,这种起兴“不似

有意的运用 ,而只是偶然兴会的话 ,所以我们仍不妨

把它叫做‘起兴 ’。我想 ,如要恰当一点的说 ,不如

称它做‘兴而比也 ’罢了。”[ 6 ] ( P303)
钟敬文这样的分

析是比较有道理的 ,这里的“兴 ”是用比喻的形式呈

现出来的。

第三 ,钟先生认为客家山歌有一种特异的表现

法 ,“便是好用‘双关语 ’,或曰庾词 ,又曰隐语。这

种双关语 ,在古代晋、宋南方的民歌中十分盛行 ,是

文艺表现上一种富于意味 ,而且很有价值的东西。

山歌中如 :

前日与妹一笼鸡 ,

今日分做两路啼。

猪肝心肺落镬煮 ,

两副心肚来待我 ?

‘啼 ’,作‘啼叫 ’的‘啼 ’解 ,亦作‘啼哭 ’的‘啼 ’

解。‘猪肝心肺 ’,作猪的‘心肝肺 ’解 ,亦借作人的

‘心肝肺 ’解。”[ 6 ] ( P302) 钟敬文曾专门做过一篇文章

《歌谣之一种表现法 ———双关语 》⑤ ,其中大部分例

子来自《客家情歌 》,有假借音近字双关的 ,如“桔 ”

即“结 ”;“丝 ”即“思 ”,也有假借同体别意字以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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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乳姑 ,乳房也。

钟敬文编 :《疍歌》,收《民间文艺丛话》1928年 6月版 ,第 1 - 11页 ;又收《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85年版 ,第 292页。

钟敬文 :《歌谣杂谈》“同一起句的歌谣”,载《民间文艺丛话》第 57 - 64页。

冇谷 ,不实的谷子。

《歌谣》第 80号 , 1925年 3月 1日 ,又收入《民间文艺丛话》,第 34 - 40页及《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 )第 311 - 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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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如“烟气 ”的“气 ”为“怒气 ”的“气 ”,“甜味 ”的

“甜 ”为口舌“甜滑 ”的“甜 ”。在这篇文章中 ,钟先

生“从《子夜曲 》、《华山畿 》、《读曲歌 》和自己所采

山歌中的众多双关语小结出 :民歌中多用双关语 ,是

与歌谣为“口唱的文学 ”分不开的 ,而在私情歌中 ,

这‘婉转动人 ’的表现法 ,就更是‘很切用 ’。文中还

将双关语细分为三类 : ①异字谐音的 ; ②假借‘同体

别义 ’的字以见意的 ; ③介于双关与隐比法之间

的。”[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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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resen ta tive Results of Ba lladsM ovem en t
———About the Comments on M r. Zhong J ingwen’s Study on Hakka Folk Songs

WAN J ian2z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 iterature, B eijing N orm al U niversity, B 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M r. Zhong J ingwen’s academ ic study of folk literature began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Hakka folk songs. The

sounds of nature of Hakka folk songs attracted M r. Zhong. Collecting, recording and studying Hakka folk songs were his p rimary at2
temp t in the fieldwork. Desp ite p rimary, these results conformed with academ ic norm s, were full of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ched high academ ic standards. A lso, they have led modern folk literature study and p 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significance of

model.

Key words: Zhong J ingwen; Hakka folk songs; ball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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