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的乐舞文化，在三皇时期就有了。当
时，诗词、音乐、舞蹈三者是一体的，诗中有
乐，乐中有舞，舞中有诗，三者融合在一起，
统称为“乐”，或称为“乐舞”。到五帝时期，
在三皇乐舞的基础上又有所创造和发展。

殷商的乐舞文化源于五帝之一的商先祖帝
喾。帝喾为了祭祀用乐和丰富人民的文化生
活，命人研制乐器、创作歌舞。《吕氏春秋·
古乐》记载：“帝喾命咸黑作为声（做声乐），
歌（唱）《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为
（制作）鼙、鼓、钟、磬、吹笒、管、埙（古
代吹奏乐）、箎 （chí，横吹竹制吹管乐器）、
鼗 （táo，有柄的小鼓）、椎 （捶击乐器的工
具）、钟。帝喾乃令人抃 （两手相击），或鼓
鼙，击钟磬，吹笒，展（演奏）管篪。因令凤
鸟、天翟舞之。帝喾大喜，乃以（就用这些乐
舞） 康 （褒扬、赞美） 帝 （天帝） 德 （功
德）。”《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俊（帝
喾）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喾命他的八个
儿子开始创作出歌曲和舞蹈，教人演唱和表
演。

帝喾还让乐师组建了一支盲人乐队。这是
中国最早的盲人乐队。《册府元龟·帝王部·
符瑞》记载：“帝喾高辛氏代高阳氏王天下，
使瞽人拊（敲意）鞞鼓、击钟磬。凤皇（凰）
鼓翼而舞。 ”“瞽人”即盲人。《古本竹书纪
年》也有同样的记载。帝喾让这支盲人乐队打
着大鼓和小鼓、敲击着钟和磬演奏，美妙的音
乐响彻空中，引得凤凰从远处飞来，在空中和
着音乐展翅而舞。《宋书》也说：“帝喾高辛
氏，生而骈齿（一种比较整齐的龅牙，自古被
认为是圣人之相），有圣德，代高阳氏王天
下。使瞽人拊鞞鼓，击钟磬，凤凰鼓翼而
舞。”等等。帝喾开创了殷商乐舞文化的先河。

帝喾的儿子契在尧、舜时期被封于商，始
有商国。契下传十四世到商汤。商汤建立商
朝。《古本竹书纪年》和《宋书·符瑞上》都
记载，商汤“丰下锐上，晰而有髯，句身而扬
声，身长九尺，臂有四肘，是曰殷汤。汤在
亳，能修其德……遂有天下。商人后改天下之
号曰殷。”因此商又称殷。《广雅·释诂》释：

“殷，大也。”解惠全、张德萍译注《史记·殷
本 纪》 的 “ 说 明 ” 中 说 ：“ 殷 本 来 叫 做
商……整个商朝，后来或称商殷，或称殷商。”

殷商时期，乐舞文化更加兴盛。《礼记·
郊特牲》记载“殷人尚声（声乐）”。这不但
在神学领域得到体现，而且在后世的哲学、美
学、诗学等领域还得到进一步扩展衍生。

殷商时期的乐舞，最著名的是汤乐。
一、《大濩》
汉·班固《白虎通·礼乐》说：“汤乐曰

《大护》。”《大护》亦称《大濩》、“大頀”。关
于《大护》的产生，《吕氏春秋·古乐》记
载：“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
轨度，天下患（痛恨）之，汤于是率六州（六
州诸侯）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百姓）

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
修（演习）《九招（九韶）》《六列》，以见其
善。” 由此看来，《大濩》就是商汤推翻夏朝
建立商朝时命大臣伊尹所作。

《大濩》是一部歌颂商汤的丰功伟绩的乐
舞，其产生地就在商汤都城亳。《毛诗正义》
曰：“美汤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乐，
故叹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乐鞉
与鼓也。”《山堂肆考·乐章·汤育万姓》具体
介绍了《大护》的歌词：“万姓苦兮怨且哭，
非圣人兮谁护育？圣人（指汤）生兮天地和，
万物熙熙兮舞且歌。”《墨子·三辨篇》载：

“汤放桀于大水（地名），环（经营）天下自立
以为王。汤立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
因 （沿袭） 先王 （指帝喾） 之乐，又自作
乐，命曰《护》，又循九招。”说明《大濩》
是在先王“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
《六列》、《六英》”的基础上而作，并加上了
新的内容。

“宫、商、角、徵、羽”是我国古乐的基
本音阶。《礼记·乐记》曰：“宫为君，商为
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
无怙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
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
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
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矣。”（宫音是
君，商音是臣，角音是民，徵音是事，羽音是
物。这五种声音不发生混乱，就没有弊败不和
的音了。宫音混乱就成为散漫的声音，象征着
国君骄横；商音混乱就成为偏激不正的声音，
象征着官吏堕落，角音混乱就成为忧愁的声
音，象征着财物匿乏。五种声音都发生了混
乱，互相排斥，叫做慢，在这种慢的情况下，
国家灭亡也就在眼前了。）《韩诗外传》首次明
确提出了《大濩》所表达的具体思想情绪和感
情色彩：“汤《大护》，闻其宫声使温良而宽
大，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角声使人恻隐而爱
人，征声使人乐善而好施，羽声使人恭敬而好
礼。”

二、《万舞》
《万舞》又称《万》，是殷商时期在朝廷、

宗庙或各种祭祀仪式上表演的舞蹈。甲骨卜辞
记载：“□乎（呼）万無（舞）。”（《殷墟文字
甲编》 1585）“王其乎戍雨（雩）盂,又（有）
雨。叀万雨無盂田，又雨。”（《殷墟拾掇一
集》385） 吴镇烽《尊銘文初探》说：前一条
卜辞表示必须叫万人出来跳舞，这种语气显示
出事情当与祝祷有关；后一条更明确说是一个
叫盂的万人舞雩（yú，古代求雨的祭礼），会
祈来喜雨，这个万人若在田里舞《万》，结果
会再次下雨。因此说，《万舞》主要用于祈雨
祭祀活动。

《万舞》的表演形式由文舞与武舞两部分
组成。文舞执羽翎，和着吹奏乐列队起舞；武
舞执干戚（亦作“干鏚”，盾牌和大斧）列队
起舞，以此与神交流沟通，以达到娱神和请神

的效果，祈求天神和祖先降雨，解除旱灾。据
《诗经·简兮》记载，万舞表演时，英武健壮
的舞师在公爵的庭堂表演，手握缰绳似丝组，
动作有力如猛虎；左手拿着吹奏的乐器吹着，
右手挥着野鸡翎毛，红光满面像赭涂；舞者感
情激越亢奋，节奏感强，动作和姿态的舞美形
式富于魅力。文舞雍容优雅，风度翩翩。所以
《诗经·简兮》记载，公爵欣赏得非常激动，
连说“快赏酒”。另外，《诗经·閟宫》有“万
舞洋洋（盛大貌）”的记载，《诗经·商颂·
那》中有“万舞有奕”（众人齐舞，姿态从
容）的记载。《墨子·非乐》有“万舞翼翼，
章闻于天”的记载，都是对《万舞》的描述，
可见《万舞》是一种常在隆重场合表演且场面
盛大壮观的舞蹈。

商汤时期曾有多年大旱，人们用这种方式
与神沟通，认为舞《万》就能感动上苍，所以
众人齐舞时感情兴奋，舞姿富有美感和魅力。

三、《桑林》
魏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杜

预在《左传》中作注说：“桑林，殷天子乐
名。”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在《庄子注》中也
说：“桑林，汤乐名。”

关于《桑林》的产生，研究者有的认为是
商族图腾乐舞的延续，是祭祀先妣简狄的图腾
乐舞，但理由牵强。有的认为是商汤桑林祈雨
时的乐舞，理由比较充分。商汤桑林祈雨有不
少古籍记载。如《淮南子·主术训》说：“汤
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
云凑，千里之雨至。”宋·黄庭坚《常父惠示
丁卯雪十四韵谨同韵赋之》说：“桑林请六
事，河水问九畴。”这两处记载说的是，商汤
即位之初，王畿之内连续七年（有说五年）大
旱，骄阳如火，河井枯竭，田地龟坼，草木枯
萎。商汤命史官占卜天不下雨的原因，史官占
卜后说必须以人做牺牲祭天才能让天下雨。商
汤甘愿自己做牺牲，祈祷时引咎自责，列举六
条自己可能犯的错误向天询问，自作检讨，哀
求上帝赐福降雨，但毫无效果。于是，他剪去
头发、指甲，沐浴洁身，向上天祷告：“我一
人有罪，不要惩罚万民；万民有罪，都在我一
人身上。勿因我一人之过而伤害万民性命！”
祷毕便坐到柴堆上。正当巫祝要点火燃柴时，
大雨骤然而来，万民一片欢呼，作歌颂扬汤的
功德，乐曲取名为《桑林》，后人称其为《汤
乐》。

《桑林》是商朝一种大型的、国家级的祭
祀乐舞，影响深远。直到春秋末期，《桑林》
仍为诸侯瞩目的盛大歌舞表演。据《左传·襄
公十年》记载，春秋时有一个偪阳国，晋国国
君晋悼公联合诸侯，欲与楚国抗衡，想通好雄
踞长江中下游的吴国以成犄角之势。偪阳国拒
于要冲。鲁襄公十年四月，晋悼公以霸主身份
召集鲁、宋、卫、曹、薛、杞、邾、滕、小
邾、齐等国会盟于柤，最后灭了偪阳国。战
后，晋悼公按事前约定，将偪阳国国土赠给参
战的宋国。宋平公为了表示感谢，带着《桑
林》乐舞演奏队去楚丘隆重款待晋悼公。桑林
乐舞表演属于专门为天子所设，晋悼公作为诸
侯，用天子乐舞是逾制，但晋悼公想看。《桑
林》乐舞表演场面盛大而隆重。开场的时候，
宋国乐师高举旌夏，率领乐队鱼贯而入。晋悼
公立刻吓呆了，赶紧退入厢房躲避。原来，旌
夏是王的旗帜，“王旗”竖在场中，晋悼公只
是诸侯霸主，坐在上席观赏歌舞，是对王权的
不尊重。宋平公便去厢房请他出来，说：“我
命令乐师撤去旌夏，请安心出来观赏吧。”晋
悼公的随臣范自怂恿说：“这机会很难得呀！
连我都不知道《桑林》的演出内容，多么难以
一睹啊！这次我们观赏了《桑林》，回去把今
天的事记录下来告诉子孙，不知我们的子孙在
今后有没有机会再目睹。”晋悼公整了整衣
服，在左右的鼓动下又出来观赏。宋人撤去旌
夏演奏。晋悼公观看着仍是忐忑不安；在回国
的路上突然病倒。他的臣下都慌了手脚，建议
奔赴宋国请求祈祷，请桑林之神免罪。由此可
见，堪称 3000年前世界第一流水平的殷商文
化中的乐舞之尊贵和不凡的震撼力。

四、《商颂》
《颂》 意有三：一、王充 《论衡·须颂

篇》云：“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
褒颂记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颂”为歌
颂、赞美之辞。二、颂为舞容。《释名·释言
语》曰：“颂，容也。叙说之成功其形容也。”
《诗经·周颂·清庙》郑笺曰：“颂之言容。天
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
不待载，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

作。”《毛诗正义》解郑说曰：“‘颂’之言
容，歌成功之容状也。”清人阮元 《释颂》
曰：“颂之训美盛德者，余义也。颂之训为形
容者，本义也……所谓《商颂》、《周颂》、《鲁
颂》者，若曰商之样子，周之样子，鲁之样子
而已……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
《颂》，若元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与乐者全动作
也。”三、颂为宗庙祭祀的乐歌及乐器。朱熹
《诗集传》曰：“颂者，宗庙之乐歌。”杨名时
《读经札记》引文贞公言：“庸，即颂也。颂钟
颂磬与歌声应，直言‘颂’，重人声也。据此
则《虞书》‘笙镛’、‘镛’字亦与‘颂’通。
间歌时堂上击玉磬为人声节奏，疑西阶即击颂
磬应之。颂钟颂磬不俟合乐始击，唯升歌三终
时。”最早提出“颂”为乐器说。此后，曾参
加《中华大辞典》编纂工作的张西堂以《大射
仪》郑注“古文颂为镛”为基础，又从前人释

“南”、“雅”是乐器为启发，结合《商颂》中
“镛鼓有斁”，亦认为颂为乐器。

综合而言，《颂》 是在宗庙祭祀中集祭
辞、音乐、舞蹈等为一体的礼仪。

关于《商颂》产生的时期，历代学者观点
不一。有的认为是商代作品，有的认为是春秋
时期的作品。经过许多专家论证，是商代的作
品无疑。

殷商之时，《商颂》篇目较多。商纣王时
殷商为周所灭，《孟子·梁惠王下》说，一个
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必然会“毁其宗庙，迁
其重器”。“宗庙”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备受
统治阶层所重视，各种与宗庙祭祀相关的典册
和礼器皆在其中。周灭殷商，既夺取了殷商人
们祭祖的宗庙礼器九鼎，又获取了殷人祭祖的
乐器和祭典《商颂》。《逸周书·世俘解》载：

“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慓矢宪，
告天宗上帝……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
白畤，钥人奏《武》，王人进《万》，献《明
明》三终。”（辛亥这天，推翻殷商政权的周武
王献上所获的殷之九鼎，恭敬地手执玉圭，身
披法服，敬告天神上苍……甲寅这天，武王以
牧野克商之事告于先王。武王披上赤畤、白
畤，乐师奏《武》乐。王入庙，乐师进《万》
舞曲，又献《明明》之曲，演奏三节。）武王
克商后，先祭祀天地和祖先，将克商的大事敬
告天神上苍和祖先，举行隆重的仪式，先演奏
周人的祭舞《武舞》以示庆贺，之后再演奏商
人的祭祀乐舞《万舞》，以示对殷商的征服。
这说明商人的祭祀舞在殷商灭亡之后随着所有
礼仪典章共同归周。周人掌有商人典册，并有
专人管理。周封微子于宋以继承商人的祖宗祭
祀制度，《商颂》也由宋国来继承。

但春秋时，却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情况。
《毛诗郑笺》说，春秋时“礼乐废坏者，君怠
慢于为政，不修祭祀、朝聘、养贤、待宾之
事，有司忘其礼之仪制，乐师失其声之曲折，
由是散亡也。”“礼乐废坏者，正谓礼不行，乐
不用，故令之废坏。废坏者，若墙屋之不修
也。但礼事非一，笺略举礼之大者以言焉。由
君不复行礼，有司不复修习，故忘其礼之仪
制。由君不复用乐，乐师不复修习，故失其声
之曲折。由是礼乐崩坏，故商诗 （指 《商
颂》）散亡也。”“是散亡商之礼乐也。”宋戴
公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想恢复殷商祭祀的礼
乐，因此到保存有《商颂》的周太师那里考校
《商颂》，以使其臻于完整。

至于《商颂》中有些诗句明显带有周文化
的色彩，苗永利先生在《周代宋国史研究》中
说：《商颂》作为商代之诗，在诗句与语言上
自然与周诗不同。同时，经过正考父“校商之
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根据古籍文献流传过
程中出现的语句与语言的讹变规律，正考父有
可能以周代的语言风格重新述作《商颂》，使
今本《商颂》与商代甲骨卜辞的语言有所不
同，而与周诗在语句上有所近似；正考父虽重
新考校《商颂》的语言，但对商诗的格式有所
保留。因此，出现了《周颂》与《商颂》在篇
章与句数上的明显差异。较之《商颂》的语言
特色，丝毫看不出其简捷流畅，在语言上与周
诗一样仍古奥难懂。

经过《春秋》中后期的礼崩乐坏，至孔子
时，正考父所校《商颂》十二篇仅剩五篇，即
《毛诗郑笺》所言：“自正考甫（父）至孔子
时，又无七篇矣。”

殷商乐舞主要的是上述四种。作为商代的
艺术，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历史
和文化。商朝出现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歌、
舞、乐的高峰，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乐舞奠定了
基础。

殷 商 乐 舞 文 化 浅 探
□ 刘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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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风景

4月15日，夏邑县马头镇徐三楼村村民在林下油牡丹种植基地拍抖音。眼下，在夏邑农
村玩抖音已成时尚，抖音给村民带来快乐，让生活充满幸福感。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在成功面前，丝毫看不出他的喜悦
2019年9月15日，民权县的白文领先后收到两封来自加

拿大的信函；他的小小说《妻姐》和《乘着火车去拉萨》，分别
被加拿大出版的文学书籍《中国小小说集·爱情婚姻》与
《新编中国小小说选集·智慧与哲理》选编。在这之前，他
的小小说《致命一击》和《雾锁江南》已被译介到了印
尼，小小说《潇湘竹石图》被译介到了日本2017年10月份
的《莲雾》杂志上。

白文岭已经在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小小说集《哈利
路亚》，并且在地市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了 300多篇小小
说，平均每年在地市级以上的征文大赛中获奖八九次之多。
并被《小小说选刊》、《百花园》评选为“2012年全国小小说十
大新锐”。白文领的创作成绩如此优异，却从他的脸上看不到
丝毫的喜悦。这不禁让笔者想到了“荣辱不惊”一词。

他平淡一笑：“全国的小小说大家，多如牛毛……我算什
么呀!”

理想，在心血与汗水中酝酿、发酵
白文领四岁就失去了父爱，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

有一个妹妹，他靠多跑路，四处磨破嘴，借书看，上小学三年
级，他便看完了《西游记》。初中时间，他利用上学路上捡的爬
蚱皮，积攒零花钱，买了全套的三言三拍，爱惜得宝贝一样，
哪怕有片刻空闲，都如饥似渴地看，甚至通宵达旦。

白文领所在的班级，搞勤工俭学，老师买了百余本书籍，
其中有他喜欢看的古代四大名著及《苦菜花》、《艳阳天》、《林

海雪原》等，因为经常就着煤油灯看书到深夜，以至于他鼻涕
都变得浓黑。

在郑州上水利学校时，因为家里困难，无钱买书，他经
常泡在学校的图书室里，认真阅读了国内外名著，摘录了三
十多本读书笔记。走上工作岗位后，白文领在地摊上看到了
精美的《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就毫不犹豫地买下，迫不
及待地看起来，为里面精彩的情节着迷。不久，便动笔写习
作……

白文领在报纸杂志上找到有小小说发表的地方，便把自
己的作品天南海北地投寄。没有想到白文领收到的绝大部分
都是退稿信。

白文领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用曾国藩的名言愈败愈勇
鼓励自己。于是他在退回来的小小说中从命题、构思、情节、
语言上找原因，再与全国小小说大家的作品比较，找到自己

的差距，在自己的小小说创作中精进。
1989年 7月，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商丘日报》的编

辑司玉笙，他边指导他的小小说创作，边发表了他的十多篇
小小说作品。

2010年9 月，白文领终于在《金山》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
小小说《炮兵的抉择》，同年被《小小说选刊》21期头题选载。
自此，他又在全国多家省部级以上的小小说阵地上发表作品
并不断获奖。

理想，在拼搏与奋斗中实现
白文领还把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巧妙地运用到小小说

的创作中去。他是个围棋爱好者，并且是民权的围棋协会主
席，于是就有了围棋题材的小小说《大国手》。初稿写成
后，把几个文学界的朋友请到家里，反复修改，并得到既
是良师又是益友的小小说作家司玉笙的指点！ 2014年 10

月，这篇小小说喜获首届“陀螺文化杯”全国小小说大赛
一等奖，首发《北京精短文学》 2014年 12月头题，入选
2015年第4期《小小说选刊》。2015年11月，小小说《大国
手》入选北京市七年级教材，以及全国高考试卷……

《小小说选刊》主编秦俑评价白文领：从情理上说，创
新是社会前进永恒的动力，但创新往往会遇到阻拦与挫
折；《炮兵的选择》中志刚他们能够巧妙地回避与连长的正
面冲突，在关键的时候果断出手，赢得属于他们的胜利，
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汗水、勇气和智慧。从写作技法上
讲，作者精心设置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背景——志刚所
在的旅即将被取消番号，而志刚他们也马上会复员到地方
上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志刚他们才会下定决心，不
惜违抗命令、背弃诺言，将自己潜心研究出来的成果展示
出来。这样一个氛围的营造，对于作品情节的推动，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华北石油教育学院教授刘喜庆先生，对白文领小小说
《春风巷 10号》如此评价：“白文领的小小说作品意蕴深
厚，使读者眼前如电光一闪，思想感情上受到强烈震撼！”

在表彰全国小小说十大新锐时，组委会对白文领的评
价是：“起步晚，起点高。擅长把中长篇的结构轻松厚重地
融入小小说中，使方寸之地出现万丈波澜。白文领的写作
以思想型见长，故事与情感并重，在语言审美、形式应
用、素材剪裁三个方面实力均衡，语言上善用短句，叙事
节奏明快，形式素材上多能随物赋形，量体裁衣！”

心血 汗水 辉煌
——记小小说作家白文领

□ 周脉红

2020 年第一季度，我国电视
剧市场现实题材剧目继续“打头
阵”，涌现出《安家》《我在北京
等你》《如果岁月可回头》《还没
爱够》《决胜法庭》《冰糖炖雪
梨》《绿水青山带笑颜》《精英律
师》等剧目。

广电总局电视剧司负责人 16
日接受采访时说，疫情防控期
间，现实题材电视剧在反映现实
生活的同时，也给予人们温暖和
温情，纾解了人们的焦灼心理，
满足了观众居家娱乐的需求。

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
计，今年第一季度相较去年第四
季度全国有线电视和网络电视用
户日均收视总时长上涨 22.7%，每
日户均收视时长增长半小时。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重要历史节点，也是脱贫攻坚的
决胜之年，反映时代精神面貌、
聚焦现实生活的现实题材剧目势
必占据荧屏主流。”电视剧司负责
人说。

从具体题材看，聚焦公检法
领域的 《决胜法庭》《精英律
师》、表现房产中介的 《安家》、
对准公关行业的《完美关系》等
行业剧再掀荧屏“职场风云”；
《我在北京等你》《下一站是幸
福》《还没爱够》《如果岁月可回
头》《冰糖炖雪梨》《我不是购物
狂》等都市情感剧，或聚焦中年
危机，或书写青春梦想；《一个都
不能少》《绿水青山带笑颜》等展
现了脱贫攻坚的成就。

（据新华社）

一季度现实题材占据荧屏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