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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歌舞艺术，主要是民间传统歌舞，其历史十分

悠久，品种众多。西藏现代专业歌舞，在继承传统歌舞技

艺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和创新，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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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传统歌舞发展脉络

西藏音乐古籍记载的妙音仙女是音乐歌舞的女神。据说在远古时

期，当微风吹拂南海时，海中发出了悦耳动听的乐音，大梵天谛听十

年而不厌，如醉如痴。久而久之，各种各样的海之声音融为一体，并

化成一尊音乐歌舞女神。 

辛饶米沃执掌雍仲苯教时，在频繁举行的苯教祭礼以及庆典场面

中，有人在跳卓（鼓）舞，有人在跳噶尔舞，有人在跳象雄苯教歌舞。

部落时代上丁二王之布德贡杰时期，随着雅砻河谷农业生产日新

月异的发展，产生了农民预祝丰收的节日“望果节”，每逢节日，农

民们都痛饮醇香的青稞美酒，通宵达旦地尽情表演“果谐”等民间歌舞。

吐蕃时期的“阿卓”歌舞，在桑耶寺壁画上就有所反映。

随着社会的进步，庆祝活动中产生了“载谐”或“载鲁”等庆典歌舞，

诸如迎娶大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庆贺吞弥·桑布扎新创藏

文等。

到了分裂割据时期，随着吐蕃王裔的迁入，一部分曾经在雅砻地

区盛大典礼上演出的庆典歌舞“谐钦”开始在阿里一带盛行，与当地

的民间歌舞相互融合，为本来就丰富多彩的阿里民间歌舞锦上添花。

拉达克王朝时期，“古格宣”歌舞以空行母化身少女且歌且舞朝

拜托林寺为内容而进入历史舞台；而“亚巴亚玛”歌舞则是根据格萨

尔王的传奇故事并在阿里日土县一带流行。

第一节  民间传统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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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谐”表演

萨迦五祖之后，出现了向各地摊派歌差、表演特定节目的现象，

如“谐苏”（即迎接歌舞），就是专门迎接萨迦赤钦时表演的歌舞。在

藏巴第斯桑结嘉措时期和噶丹颇章政府诞生后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供

云噶尔歌舞发展起来。

16 世纪时，僧人创作了“古尔鲁”道歌说唱艺术。六世达赖喇嘛

仓央嘉措的“古尔鲁”道歌作品，与其说是“道歌”，不如说是“民歌”，

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情歌”。仓央嘉措以西藏中部地区广泛流行的

六字一行、四行为一首的通俗民歌诗体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古尔

鲁”作品，因其通俗易懂而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不少的“古尔鲁”

歌词被拉萨民间艺人谱写成“囊玛”歌曲，令人耳目一新、百唱不厌。

在西藏分治割据时期出现的“归布”琴，为本来没有伴奏的“果

谐”歌舞增添了音乐伴奏，诞生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当地人称为“扎年

夏布卓”（即六弦琴歌舞）的“堆谐”歌舞品种，并迅速在雅鲁藏布

江上游的定日、拉孜、萨迦一带流行。17 世纪，这一歌舞品种又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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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高原地带流传到拉萨

等地，发展演变成“拉

萨堆谐”（“踢踏舞”）。

“囊玛”与“堆谐”

相同，最初也是来自阿

里 三 围 一 带 的 民 间 歌

舞。“囊玛”传到拉萨

后如同“堆谐”一样，

在 城 市 特 定 的 文 化 环

境中又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囊玛”音乐变成

既有慢板又有快板的舞歌舞艺人阿乃与益西卓玛在表演。

蹈音乐，而且在所有慢板歌舞前都有一段固定程式的前奏音乐。18 世

纪，多仁·丹增班觉不仅开创了民族器乐合奏的先河，而且还创作了《给

巴桑松》《松了米央》等“囊玛”新作。

拉萨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府后，不仅招来了一批为宫廷表演歌

舞的“噶尔巴”艺人，还吸引了许多民间艺人来此献艺谋生。通过这

些艺人的传播，拉萨开始流行“堆谐”和“囊玛”歌舞。上世纪 50 年代，

拉萨著名歌舞艺人阿乃与益西卓玛一个伴奏、一个歌舞，在社会上影

响巨大。

二、民间传统歌舞种类

（一）箭歌舞“达谐”

西藏民间的箭歌舞“达谐”，是西藏民间歌舞中独具特色的艺术品

种。林芝地区是西藏最著名的箭歌舞盛行的地区之一。按照古老的传

统习俗，人们在举行射箭比武的时候，总有老者把代表吉祥的“切玛”

（用糌粑和酥油拌成的粉）撒向蓝天，祈求神灵为众生降福。他们举



西藏艺术

16

男子箭歌舞“达

谐”表演

女子箭歌舞“达

谐”表演

起手中的弓箭边舞边唱起箭歌。歌曲中的衬字和作为舞蹈伴奏的呼喊

声，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它们是表达激越感情的一种方式，也是

为内容服务的重要艺术手段。

（二）野牛歌舞“希荣仲孜”

“希荣仲孜”，藏语“希荣”是地名，“仲孜”意为野牛歌舞。相传，

“希荣仲孜”野牛歌舞是五世达赖根据自己的梦境派人编排的，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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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历 6 月底至 7 月初，在雪顿节“谐泼”（开幕式）上和“扎西丹增”

（闭幕式）上都会表演“希荣仲孜”。由于“希荣仲孜”歌舞表演寓

意了祝福、吉祥、圆满等，过去节庆时，各地都会表演这种野牛歌舞。

“希荣仲孜”的表演及伴奏者共七人，全部是男性。“野牛”两头，

每头由两人扮演，“阿让”( 或“阿热瓦”，领舞者 )、击钹、击鼓者

各一人。野牛歌舞以舞蹈表演为主，附加少量的说唱。它主要表现猎

人的聪明才智和勇敢超人的胆略，以及征服野牦牛时的喜悦心情，同

时也表现野牦牛的特殊本领及其被征服前后的不同反应。

（三）耍牛皮船歌舞

生活在雅鲁藏布江两岸的藏族渔民，祖祖辈辈打鱼为生。渔民利

用本地牧业生产发展的有利条件，用牛皮制造了牛皮船，用于渔业生

产。能歌善舞的渔民们打鱼归来时，用一只桨敲击身上背着的牛皮船

船帮伴奏，边走边舞，慢慢地形成了“耍牛皮船歌舞”。由于该歌舞

野牛歌舞“希荣仲孜”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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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野牦牛歌舞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因此它的歌词中仍保留着一部分

原来的内容，如野牛的来历与驯服的过程等。歌舞由“头部的雄姿歌舞、

飘荡的肩膀歌舞、柔软的腰部歌舞和灵活的脚部歌舞”等四个部分组

成。“头部的雄姿歌舞”，舞者头顶牛皮船，使出全身的力气甩动着皮船，

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同时用船桨敲击船帮作为伴奏，具有娱乐性和

观赏性。

（四）打狼歌舞“姜谐”

古代藏人为了适应高原特殊自然环境的需要，都非常重视饲养家

畜，但是他们又要面对野兽对家畜的袭击，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狼。

当时谁能够打死狼，谁就会得到大家的称赞和奖励，并且形成一种习

俗：每当有人打死狼的时候，能歌善舞的人们，用自己响亮的歌声和

奔放的舞蹈，真诚地为打狼的勇士们祝福。打死狼的勇士更是兴高采

烈地带着狼皮，领着表演歌舞的人员，到各个牧场和村庄一边表演自

“耍牛皮船歌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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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节目，一边领取各家各户赠送的奖品。渐渐地形成了一套歌舞，

称为“姜谐”，意为“打狼歌舞”。“打狼歌舞”在漫长的艺术实践中，

渐渐地发展出了二十个节目。

（五）仪式性杂技歌舞“恰堪塔旭”

“恰堪塔旭”，即杂技滑绳，简称“恰堪”。“恰堪”的表演通常

由一名主演“恰堪”、一名叫作“阿古”的喜剧角色和十多名伴唱及拉

打狼歌舞“姜谐”

表演

仪式性杂技歌舞

“恰堪塔旭”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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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绳的人员组成，他们通过表演雄鹰等鸟类飞舞盘旋的惊险姿态，塑

造各种独特的艺术造型。首先，在高亢悠扬的领唱与伴唱声中隆重举

行祭祀仪式，接着，“恰堪”与“阿古”相互配合，通过说唱表演吉祥

喜剧，最后，在赞歌声中，“恰堪”在高高的木杆上演完所有规定动作，

闪电般地从高空顺着滑绳降落到观众之中。“恰堪”充分利用藏人善

于歌唱的特点，在整个表演过程中伴唱贯穿始终，使古老的杂技艺术

增加了新的色彩。

（六）抗冰雹灾害的傩歌舞“吉达”

古代，常常遭受冰雹灾害，按照苯教的思想，这是由天神娘娘派

来的冰雹魔鬼造成的。因此人们通过表演进行招魂，并砍断魔爪，最

后降服带来冰雹灾害的魔鬼，渐渐地形成了傩歌舞“吉达”。该歌舞

全称“吉达吉姆”，意为“父亲与母亲”。表演时父亲面戴白色面具，

母亲戴着绿色面具，还有四名不戴面具的阿叔、四名戴山羊皮面具的

喜剧演员“阿杂热”。在鼓钹伴奏下，他们持牛尾、羚羊角、大刀、

抗冰雹灾害的傩歌舞“吉达”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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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箭、木杈等，载歌载舞。这种形式的歌舞主要流传于西藏日喀则地

区的昂仁县、拉孜县、定日县和萨迦县等冰雹灾害比较频繁的地区。

“吉达”只能在遭受冰雹灾害后外出巡演，通过表演既能够把降

灾的魔鬼揪出来示众，并砍断魔爪，又能够获得人们为表达同情而捐

献的款物。但是，外出巡演必须在年底除夕前结束，方便演员回到家

乡，并在进家门前到河中洗净身上的邪气，销毁所有的道具；在没有

发生冰雹灾害的日常生活中，为了避免触动鬼神，不准表演“吉达”，

人们在谈论时也不准说出它的名称，只能用“坏艺术”这个词来代替它。 

  （七）农区圆圈歌舞“果谐”

“果谐”，意为圆圈歌舞，因围成圆圈歌舞而得名，这是西藏农

区主要的民间歌舞。这种歌舞表演人数不限，多则十多人至几百人，

少则四五个人，男女老少均可参加表演。表演时，男女歌手自由携手

成圈，男领舞者领唱，大家齐声跟唱，边唱边舞，按照顺时针方向绕

圈，一曲接一曲连续不断，然后齐喊“去、去、去”或“秀、秀、秀”

圆圈歌舞“果谐”表演



西藏艺术

22

等转入激情舞蹈；男唱一段，女唱一段，然后相互对唱对跳，一直跳

到唱完为止，最后用风趣的歌词结束这一段舞蹈。一般没有乐器伴奏，

但个别地区也有乐器伴奏，如阿里地区扎达县、普兰县等地用六弦琴

伴奏；日喀则地区宗喀县一带用敲鼓来进行伴奏；山南地区扎囊县的

领舞者手执串铃，随着脚步的节拍进行伴奏。

各地的“果谐”大都是由一段深情豪放的慢板和一段欢快奔放的

快板组成。各地的音乐旋律都带有明显的地方风格。为了更好地协调

舞步，在每首歌曲的快板段首尾处都增加一小段方言土语的念诵，作

为快板旋律的前奏和尾声。

（八）牧民歌舞“卓果谐”

“卓果谐”，藏语意为牧区或牧民的“果谐”，就是牧民的圆圈歌舞，

俗称牧民舞。

“卓果谐”是盛行

在牧区草原上的一种欢

腾、热烈、豪放的歌舞。

主要流传在阿里、那曲、

昌都等牧区。

“卓果谐”的动作

产生于牧业生产劳动中。

这些动作幅度大、放得

开，有着浓郁的生活气

息和游牧民族特色。舞

跳时，人们自然围成圆

圈，男女各半或混合站

立，男女各有一名“谐

本”( 领舞者 )，参加的

人数不限，少则十几人，

阿里地区的“卓果谐”表演

那曲地区的“卓果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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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则上百人，男女老少均可参与。无乐器伴奏，先由男舞者唱一段，

男女共同起舞；再由女舞者唱一段，然后一同起舞。边唱边舞，按顺

时针方向移动。舞蹈先跳几段慢板，然后转入快板。快板时，一段比

一段快，舞者情绪欢腾热烈。

（九）大型仪仗庆典歌舞“谐钦”

“谐钦”，是史诗般的大型仪仗庆典歌舞艺术形式。与其他藏族

传统歌舞形式相比，“谐钦”在表演内容、表演规模、服装道具等方

面独树一帜。

“谐钦”由上、中、下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开场歌舞；

第二部分“谐”是主要内容；第三部分是吉祥的尾声。它是祝颂欢庆

的歌舞，具有悠久的历史，广泛流行于西藏日喀则、山南地区。

以日喀则地区岗巴县昌龙“萨央谐钦”为例，表演者男四女五，

共九人。以正式表演者的表演程序为准，村里的人都可以参与表演，

但正式表演者在圈内跳，非正式表演者必须在圈外跳。

山南“谐钦”，广泛流行在山南十二个县中，但各县的称呼有所不同。

谐钦的演出一般分为“台谐”( 慢歌 )、“松加舞步”( 哑巴舞 )、“喀谐”( 口

诵舞 ) 三段。

山南地区“谐钦”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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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歌舞只在重大的庆典和婚庆时表演，因此被人称为“吉祥

歌舞”。

（十）“囊玛”歌舞 

“囊玛”歌舞，起源于阿里地区，后来流传到后藏和前藏地区，

五世达赖时期特别兴盛。

“囊玛”歌舞歌唱部分—般是独唱或齐唱，在唱歌过程中可以伴

舞。舞蹈部分的表演可以只跳舞不唱歌。“囊玛”歌舞一般有固定的

前奏和尾声，由慢板与快板两部分组成。它结构形式十分完整，旋律

优美动听。它是在吸收西藏传统的“果谐”“堆谐”等歌舞成分的基

础上发展而成的。为了体现每种歌舞音乐各自的特性，“囊玛”歌舞

音乐使用标志性前奏和尾声等固定旋律。

（十一）“堆谐”歌舞 

“堆谐”歌舞源于西藏“堆”地区民间，具有这个地区的风格和

特色，因而称为“堆谐”。其特点是使用扎年琴弹唱舞跳。在西藏的“堆”

“囊玛”歌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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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谐”表演

地区，有南北两种不同派别的“堆谐”歌

舞，南派是定日“堆谐”，叫“洛谐”；

北派是拉孜“堆谐”。“堆谐”的表演特

征，舞蹈以脚踏点子为主，轻松活泼，欢

快热烈，灵巧大方，既能自娱，又能娱人。

民间表演没有正规的舞台，—般在地上放

一块木板，这样跺脚时发出“答、答、答、

答”有节奏的声响。“堆谐”没有固定的

演出时间和地点，多在过年过节和劳动闲

暇时，大家聚集在一起边唱边舞。也不受

人数的限制，单人、双人或更多的人表演

均可。“堆谐”分为“降谐”（慢板）和“觉

谐”（快板）两个组成部分。

在西藏各地流传最广的是拉萨“堆谐”，它是由拉孜“堆谐”演

变而成。拉萨艺人改变“堆谐”原有的标志性前奏、间奏和尾声，整

个歌舞更加柔和轻盈。

拉萨“堆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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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宫廷“噶尔”歌舞

西藏著名的噶尔歌舞队曾有三个：一个在拉萨市布达拉宫，隶属

旧西藏地方政府；一个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隶属班禅堪布会议厅；

还有一个在昌都地区的强巴林寺。其中布达拉宫噶尔歌舞队影响最大。

布达拉宫“噶尔”，是专为达赖喇嘛和旧西藏地方政府的高级僧

俗官员服务的。是一种全部由 13 岁左右男童演出的歌舞艺术。主要

表演的节目有“噶鲁”“噶尔”两大类。“噶鲁”即歌，主要是以童声

齐唱及器乐合奏的音乐形式表演；“噶尔”是舞，分“波噶”（男子舞）、“嫫

噶”（女子舞）、“持噶”（刀舞）三大段，进一步细分为二十八小段。

“嫫噶”也由男童表演。

（十三）“热巴”歌舞

以铃鼓、弦子为特点的“热巴”歌舞，是流传在西藏东部地区和

“噶尔”歌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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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草原上的民间职业性歌舞品种。

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众多的流派、高

超的技巧，在西藏民间歌舞艺术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

著名的“热巴”有那曲地区的丁

嘎“热巴”、昌都地区的丁青县窝托“热

巴”、家族式的丁青县孜托康沙“热巴”、

被称为“活化石”的察雅县烟多“热巴”、

气势磅礴的八宿县谢按“热巴”，等等。

（十四）大型仪仗歌舞“甲谐”

大型仪仗歌舞“甲谐”，流传于

日喀则西部地区的聂拉木县布菜乡、

乃龙乡，定日县协嘎乡措果村、向巴
“热巴”歌舞表演

“甲谐”歌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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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镯歌舞“筒佳”表演

村，萨嘎县定嘎乡等地。

“甲谐”是人数众多的大型歌舞，男女动作相同，只是男性动作

幅度大，具有后藏男性彪悍风格；女子动作幅度小，表现出后藏妇女

纯朴典雅的风韵。“甲谐”的舞蹈韵律气势磅礴。“摇头”“甩头”等

动作突出头戴大黄圆帽的特别；“摆肩”“拧腰”等动作显示身上所穿

古代服饰和佩戴的珍贵装饰的威风；“八字踏步”“四步一点”等舞步

突出下身所穿黑色大裙的顺势飘荡。

（十五）手镯歌舞“筒佳”

“筒佳”，“筒”即白海螺，是西藏吉祥八宝之—，用螺壳制成手镯，

寓有吉祥、招财迎宝等内涵；“佳”即舞蹈；“筒佳”即“海螺手镯歌舞”。

“筒佳”流传于日喀则西部宗喀县吉隆镇一带。它以独特的女子双手

撞击白海螺手镯的动作、轻快的舞步、优雅流畅的歌曲在后藏地区独

树一帜，是当地群众在宗教节日和民俗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舞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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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佳”是女子表演，并由女子领唱和领舞。开始时歌声缓慢，

舞姿优美抒情，然后逐步加速转入中板，领舞者喊一声“底尔……呷”

即转快板，通过不断地喊“底尔……呷”以提高舞者的情绪，把舞蹈

一步步推向高潮，最后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歌词大多歌颂当地

人所信仰的噶举派和宁玛派高僧大德、赞美自然景物或相互祝愿等。

（十六）林芝六弦琴歌舞“扎年波咚”

“扎年波咚”，又名“扎年霞布卓”。“扎年”即六弦琴，“波”

在林芝地区泛指舞，“咚”是敲击或跳的意思。很早以前，工布地区有—

位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民间歌舞艺师旦巴玛登桑珠，他精心构思，

把工布的“扎年”琴加进当地的“波”舞，创造出林芝地区独具特色

的民间歌舞。

“扎年波咚”是民间逢年过节时的一种群众性歌舞。“扎年波咚”

表演人数不限，多为男子集体舞或男女集体舞表演，大家围着半圆或

圆圈，男子各持一把“扎年”琴

作为伴奏乐器，脚下动作男女相

同。男女舞者轮歌共舞，气氛热

烈。《扎年扎西杰布》歌舞组合

最具工布歌舞特点，融说、唱、

跳为一体，对“扎年”琴作了细腻、

生动的形象描绘，曾被新一代文

艺工作者搬上舞台，流传甚广，

深受群众喜爱。

（十七）弦子歌舞“谐”

“谐”是藏浯音译，汉译则

称为“弦子”，因以弦乐器“毕旺”

伴奏而得名，是昌都地区具有代弦子歌舞“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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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一种传统歌舞。

表演“谐”时，男女各半圈围成圆形，毕旺琴手（即谐本）站在排头，

男的先唱，女的重唱一遍，边唱边舞，按照顺时针方向移动。节奏从

慢板开始，经中板到快板结束。“谐”的歌词内容有颂家乡、颂大自然、

颂名胜古迹、述风土人情、述男女爱慕之情等。它的基本动作丰富，

风格轻盈舒展。

（十八）昌都“果卓”（锅庄）

“果卓”，即围成圆圈跳的歌舞，主要流行于西藏东部的昌都和

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等省的藏族地区。“果卓”的称谓不—，有“卓”“果

卓”“卓钦”“锅庄”“歌庄”，等等。“果卓”因携手踏歌，所以制约

了手臂的动作，但脚步动作丰富多彩，如轻松快乐的“前后点地抬步”，

有力大方的“跺踢步”，豪迈的“抬腿步”，优美柔软的“平走步”。

有慢速、快速和中速步伐。动作中模拟雄鹰的舞姿较多，如用“跺踢

步”和“双摆手”动作模拟雄鹰飞翔前的助跑；“前掖步”和“展翅”

昌都“果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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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模拟雄鹰在天空翱翔等。

“果卓”分为农区“果卓”、牧区“果卓”和寺庙“曲卓”三种。

农区的“果卓”矫健奔放，牧区的“果卓”欢快热烈。“曲卓”粗犷

典雅并带有半职业性。

（十九）打阿嘎歌舞“阿谐”

“阿谐”是打阿嘎时跳的一种劳动歌舞。“阿嘎”指铺地和盖屋

顶用的一种硬黏土，因此人们把这种劳动歌舞称为“阿谐”。“阿谐”

历史久远，流传广泛。

“阿谐”分民间“阿谐”、寺庙“阿谐”、藏兵“阿谐”三类。

民间“阿谐”队由城镇男女居民组成，寺庙“阿谐”队是寺庙普通扎

巴 ( 僧人 ) 组成，藏兵“阿谐”队以军营中的年轻藏兵组成。三类“阿谐”

队的内容、形式、特点基本一样，只是民间“阿谐”男女都有，自由

风趣，欢快热烈；寺庙和藏兵“阿谐”都是男性，气势雄壮，动作幅

度也比民间“阿谐”大。“阿谐”是“歌唱”和“诵白”与劳动动作

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歌唱”可以统一劳动节奏，减轻劳动疲累；

“诵白”时相互风趣地逗乐，活跃劳动气氛；舞蹈能提高劳动情绪，

打阿嘎歌舞

“阿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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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动作幅度。它虽没有伴奏乐器，但有条件的舞者会在劳动工具“博

度”上拴上串铃，在打阿嘎时按不同的劳动节奏响起清脆的串铃声。

（二十）阿里女子古歌舞“宣”

“宣”是象雄语，即歌舞之意。它是藏族古老的一种女子歌舞，

有独特而华贵的服饰，优美而动听的歌声，典雅而稳健的舞步，多在

民间或宗教庆典场合表演。它主要流传在阿里地区的扎达、普兰、日土、

噶尔等县。    

阿里女子古歌舞

“宣”表演

鼓歌舞“斯玛卓”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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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分“顿宣”和“加宣”两种跳法。“顿宣”即身前拉手表演；

“加宣”即身后搭手表演。为上层人士和寺院活佛表演时只能表演“加

宣”，这是一种礼节，因为在身前拉手被认为不尊重。“宣”的动作特

点在于膝部的屈伸、腿的抬落、上身的前后摆动。基本队形有圆圈、

半圆圈和龙摆尾等。

（二十一）鼓歌舞“阿卓”

“阿卓”，“阿”即鼓，“卓”即舞，也就是鼓舞，简称“卓”。

流传于西藏各地，主要有“夺颇章卓”和“斯玛卓”。

“夺颇章卓”，即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夺颇章乡的“卓”。过去，

既要为帕竹政权支艺差，又要向布达拉宫朗杰扎仓支艺差，并在桑耶

寺维修竣工大典上多次献艺。演出开始时，由“阿热”( 领舞师 ) 领舞，

“卓本”( 鼓师 ) 紧跟其后，众鼓手依次相随。众舞者在阿热的带领下，

依次表演十四段节目。基本队形有五种：左转圈、半圆圈、交叉形、

麻花形、龙摆尾。歌词主要叙述桑耶寺的修建过程。

“斯玛卓”，是日喀则城南约十公里处斯玛村农民表演的一种民

间鼓舞，由七名男演员组成，其中包括一名“卓本”。“卓本”带着面

具，手持“达达”( 彩箭 )，腰挎长腰刀，右手大姆指套“下布站”( 由

象牙制成 )，脖子上套串铃。随着高亢嘹亮的音乐节奏，动作由缓慢

到热情奔放。

（二十二）说唱歌舞“百”

“百”是远古时期出征将士的仪式性说唱歌舞，至今在西藏各地

流传。

（二十三）格萨尔歌舞

格萨尔歌舞在格萨尔说唱艺术基础上形成的，兴起虽晚，但发展

迅速，目前盛行于西藏各地，包括各地市歌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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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专业歌舞的发展

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伴随着西藏和平解放及民主改革的历史

脚步，西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摆脱了封建农奴制度的长期束缚，当

家做主人，心中的喜悦和自豪像决堤的河水倾泻而出，人们用歌声尽

情抒发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

1954 年 3 月，在原达赖文工团的基础上组建了一个赴内地演出团，

创作和排练出一些具有藏族民间歌舞特色、反映西藏和平解放等主题

的歌舞节目，如《羊卓嘎姆林》《蔚蓝色的天空》《西藏：我们的家

乡》和《格巴桑布》等。8 月，该演出团随西藏参观团从拉萨出发东行，

经昌都、甘孜抵成都，沿途慰问了筑路部队；又从成都出发经重庆、

武汉、南京、上海、杭州、沈阳、天津等地参观访问演出。国庆节前，

全团赶到了首都北京，在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汇报演出，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1956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 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以陈毅

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赴拉萨祝贺。中央代表团文艺工作队带着

祖国各民族的优秀文艺节目，与西藏工委文工队、西藏军区文工团及

西藏各地文工队和藏戏队一道欢聚在拉萨，举行了精彩的文艺表演，

节目展示了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和睦相处与欢乐幸福的生活情

景。近百人的西藏文艺代表团，于 1956 年年底取道青藏公路赴京，

第二节  现代专业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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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 1957 年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受到首

都人民的欢迎。

1951—1959 年，“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进藏部队的随军歌舞

工作者身居第一线，一边深入现实生活、了解动人的英雄事迹、体察

军民的真挚感情，一边虚心地从藏族传统音乐中吸取营养、发掘继承

优秀的民族音乐传统，创作了一批新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当代歌舞

作品。

1959 年实行的西藏民主改革，揭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西藏各

项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9 月，拉萨市委宣传部组

织市区近六十个单位的业余宣传队举行汇演。拉萨古城的群众文艺活

动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城关区所辖的南城区、北城区、西城区、

东城区的业余宣传队相继成立。9 月至 10 月初，刚刚组建一年的西藏

自治区歌舞团，编排了一些反映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的节目，如歌舞

《丰收之夜》等，并参加了建国十周年在京举行的全国文艺汇演。 

1963 年，举行了全区第一次群众文艺汇演，并组成代表团赴京参

加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演出了一批既有新内容又有鲜明民族

特色的好节目，歌舞创作主要有《欢庆丰收》《洗衣歌》《逛新城》《丰

收之夜》等。

1965 年，在区党委宣传部组织领导下，集中了西藏文学、音乐、

舞蹈、表演等方面一大批援藏艺术家，与部分新培养起来的藏族音乐

舞蹈工作者一起，创作排练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翻身农奴向太阳》，

为 9 月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献礼。在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的喜庆日

子里，区内各文艺团体同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歌剧院等艺术团一道

进行了庆祝演出。大庆之际，在拉萨举行了全区第二届专业文艺汇演，

参演节目清新刚健，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生动地

反映出藏族人民翻身解放的喜悦和崭新的精神面貌。

1980 年 3 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此，西藏进

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初冬，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赴京参加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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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推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舞蹈节目，其中，歌舞《林

卡欢舞》《夏尔巴的春天》获奖。

1981 年 5 月 11 日至 16 日，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中央

民族歌舞团、云南省歌舞团、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等先后到达拉萨。

5 月 23 日前后，区内外各文艺团体在拉萨举行了精彩的文艺表演。

1982 年 10 月初，“噶尔歌舞”在拉萨市群艺馆和西藏师范学院

文体系的抢救下，首次在拉萨市东方红影剧院进行公演。

1984 年初，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创作了大型民族歌舞剧《热巴情》，

由区内第一代藏族作曲家白登朗杰、格桑达杰作曲。4 月 29 日，在北

京举行了演出，受到了观众的肯定和好评。11 月 8 日，西藏自治区政

协文教工作组在拉萨主办了“囊玛歌舞音乐会”和“囊玛歌舞音乐座

谈会”。

1985 年，西藏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西藏各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

活动。

1986 年 10 月，在文化部的组织安排下，以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为

主组成的“西藏艺术团”赴京参加演出，并在首都民族文化宫为驻华

使节和各国专家等举行专场演出，赢得高度赞扬。

1992 年 6 月，由西藏大学艺术系副教授、区藏族音乐专家雪康·索

朗达杰编著的《歌舞概论》（藏文）一书正式出版发行。12 月 1 日，

在泽当举办了山南地区首届雅隆文化艺术节，山南 8 个县的民间艺术

团体在泽当镇联合演出。

1994 年 8 月至 9 月，为庆祝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西藏自治区歌

舞团创作上演了大型主题歌舞《大雁颂》，受到各界观众的一致好评。

1997 年 7 月初，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自治区歌舞团创作上演了

大型歌舞音乐会《回归颂》。

1999 年 6 月 25 日，大型主题歌舞《珠穆朗玛》在北京工人体育

馆演出，得到观众的好评。8 月，全国第六届民运会拉萨分会场开幕

式大型歌舞表演《吉祥颂》，获得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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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2 年西藏自治区创作的歌舞主要有大型主题歌舞《天上

西藏》等。 

 二、重要的歌舞创作

（一）《草原上的热巴》

藏族歌舞《草原上的热巴》，在汉族编导配合下，由藏族舞蹈家

欧米加参创编。主要演员有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察雅热巴传人次仁卓玛

和觉木隆藏戏班的次仁艺人。优美独特的舞姿与柔情动听的毕旺（牛

角琴）琴声，以及次仁擅长的藏戏躺身蹦子的高超绝技，《草原上的

热巴》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该歌舞 1957 年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

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荣获银奖。

（二）《丰收之夜》

集体歌舞《丰收之夜》，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于 1959—1964 年创演，

作曲为周明德。它是专门为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

礼演出而创作的，是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成立后的第一部创作作品。音

乐采用后藏“堆谐”和卫藏“果谐”的基本音调发展而成，既保留了“堆

谐”的基本特色又在创作手法上有了创新。整个作品反映了藏族人民

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现了时代精神。

（三）《逛新城》

双人歌舞《逛新城》，创作于 1960 年，邓先恺等词、李才生曲。

《逛新城》的首演演员为白兴吾（扮演女儿）、张新民（扮演父亲）。

1963 年拉萨市民族艺术团开始用藏语进行演出，并于 1973 年录制了

《逛新城》藏语表演版，由土登、平措卓玛演唱。1959 年实行民主改

革后，拉萨的城市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歌曲贴近当时的时代背景，

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歌舞采用表演唱的形式，塑造了翻身农奴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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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的形象，表达了西藏人民获得新生后无比兴奋的心情。作品具有强

烈的时代气息，演出后很快流行开来。它是 60 年代极富舞台生命力

的歌舞之一。歌舞的音乐结构呈现出回旋曲特点，采用宫调式，引子

部分用竹笛吹奏，速度从自由转向渐快，塑造明净、快乐的意境，而

后转入歌唱部分。

（四）《洗衣歌》

小歌舞《洗衣歌》，创作于 1962—1964 年，西藏军区文工团创演，

罗念一、李俊琛词，罗念一曲，李俊琛编舞。该作品歌、舞、曲三位一体，

开始由笛子吹奏自由抒情的引子，而后进入正歌部分，正歌是由女声

表演唱、炊事班长之舞、洗衣舞三个部分组成，最后进入尾声。歌曲

曲调汲取了昌都、巴塘民歌《江作林令》等藏族民间音乐质朴的音调，

简洁明快，充满了欢乐和激情，同时作者还大胆创新，从民歌中归纳

出八个音级、两个五声音阶的混合调式，现代音乐的色彩浓郁，藏族

韵味突现。该作品在 1964 年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以独特的形式、

欢快优美的旋律、鲜明的主题和时代特色，荣获全军创作一等奖，随

后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

该歌舞是通过解放军班长和小卓嘎两个人物来展开情节的。炊事

班长助人为乐，帮助战友洗衣服；以小卓嘎为主的姑娘们主动地为炊

事班长洗衣服，—个要洗，一个不让洗，情节均围绕着一个“洗”字

展开，热情歌颂了青藏高原上的军民鱼水之情。动作上，该舞蹈以“康

谐”弦子舞为素材，同时又大胆地改变原来“果卓”中弓腰含胸的舞

蹈动作；洗衣不但用手洗，而且还用脚踩，因而，洗衣劳动的场面就

显得更加活泼，增添了舞蹈气氛和生活色彩。

（五）《翻身农奴向太阳》

大型史诗音乐舞蹈《翻身农奴向太阳》，创作于 1965 年，是为

庆祝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而集体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主题歌《我

们飞跃到社会主义》既是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心声，又是那个特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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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真实写照。

（六）《夏尔巴的春天》

夏尔巴歌舞《夏尔巴的春天》，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创演，黄万黎

编导。整个舞蹈创作的手法、素材运用了夏尔巴民间歌舞，同时吸收

印度舞和西班牙舞的元素，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这个舞蹈在自治

区专业舞蹈比赛中曾获得一等奖，1980 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获

得舞蹈创作一等奖。

（七）《拉姆央金玛》

《拉姆央金玛》表现了藏族传统歌舞音乐女神的精神内涵，1984

年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创演，黄万黎编导。编导把佛像中各种不同手势

的变化，如弹琵琶、弹六弦琴、拉比旺琴、吹笛子、吹海螺、击鼓的

动作造型和歌舞音乐女神的体态与自然界的多种曲线动态相结合，在

吹拉弹击中提炼出六种女性宗教舞蹈元素，发展为《拉姆央金玛》的

主体动作，并贯串于舞蹈中。同时运用藏戏舞蹈动作和“囊玛”“堆

谐”“果谐”等民间舞蹈动作，按照一定的时间、空间，在有序的组合中，

通过大小、高低、动静等对比手法，反复渲染“动中有静，静中有变”

的流动“群雕”。立体地展现了仙女们柔和温情的古典美和造型美。

（八）大型民族歌舞剧《热巴情》

大型民族歌舞剧《热巴情》始创于 1983 年，由西藏自治区歌舞

团创作并表演，编剧李承祥，编导巴桑次仁、仁金才珍、黄万黎等，

由藏族第一代作曲家白登朗杰、格桑达杰担任作曲。它是继大型音乐

舞蹈史诗《翻身农奴向太阳》之后的又一巨作，是西藏文艺工作者集

体智慧的结晶。舞剧《热巴情》的剧情结构为：序幕山路漫漫，第一

幕集市风波，第二幕密林情丝，第三幕佛堂魔影，第四幕庄园悲歌。

歌舞剧的音乐以藏族的“弦子”“锅庄”“堆谐”“囊玛”“铃鼓舞”

等歌舞音调为素材，并大胆借鉴和运用西方交响音乐写作手法。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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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双管乐队编制，并加上了几件民族乐器，如用二胡的音色模仿

热巴艺人的牛角胡，竹笛在整个乐队中扮演色彩之变换，用长号、圆

号模仿法号、右旋螺的音响效果。《热巴情》歌舞剧音乐，既大量地

继承了西藏优秀的民族音乐传统，又大胆地吸收、借鉴了外来的音乐

创作手法。

（九）大型主题歌舞《大雁颂》

大型主题歌舞《大雁颂》，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于 1995 年创演，

总编导丹增贡布，编导小次仁顿珠、白芨、亚依、卫东，是西藏自治

区成立三十周年大庆献礼节目。作品通过南来的大雁报送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春讯而使高原雪域“苏醒”，充满了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

的“冲撞”，反映自治区成立三十年来辉煌而方兴未艾的篇章。根据

剧情，整个音乐富有交响组曲特点，结构为序曲加三个乐章。序曲把

宗教音乐、宫廷音乐、藏戏唱腔糅在一起，反映出了雪域高原的文化

背景。

从歌舞风格上看，既有藏族传统的谐钦、甲谐、热巴、锅庄、弦子、

果谐、牧民舞等的韵律和风彩，也有外来的巴蕾舞和现代舞的动作技

巧。以宏大的场面气势、起伏的严谨结构、新颖的艺术语汇和雅致的

品位格调，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藏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

支援下，团结奋进，谱写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豪情壮志。

1997 年，大型主题歌舞《大雁颂》荣获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

和自治区最高艺术创作奖“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基金奖”。

（十）《藏东赛鼓》

集体歌舞《藏东赛鼓》，是由昌都地区民族歌舞团创演。该歌舞

集昌都、芒康、左贡、类乌齐等地宗教鼓舞之精华，具有民间热巴舞

之韵味，使用四种类型的鼓，敲出不同的鼓声和鼓点，舞出了不同的

韵律和气派。《藏东赛鼓》中，男子背鼓舞的舞姿粗犷健壮，鼓点缓

慢庄重；女子鼗鼓舞的舞姿优美典雅，鼓点轻脆灵巧；热巴手鼓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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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姿轻快敏捷，鼓点欢快热情。

（十一）《回归颂》

大型专题歌舞音乐会《回归颂》，创作于 1997 年 7 月，编导丹

增贡布，作曲格桑达吉、格来、边洛、索马尼、洛桑三旦等，作词旺

堆。它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祝贺香港回归祖国而献礼的专题节目。

作品将独唱、藏戏大合唱、舞蹈等诸多艺术形式揉在一起，反映出西

藏各族人民对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之情。

（十二）《珞巴人的刀》

珞巴族双人歌舞《珞巴人的刀》，由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创演，亚

依编导。编导者为节目中的人物设计了一种非常典型的舞蹈形象：男

子右手持刀，右脚弯曲抬起，上身向前俯冲，女子在地面抱住男子的

左脚。这种形象特征的舞蹈动作与珞巴族刀耕火种的生活有内在的联

系。该歌舞力求用独特的、纯朴的动作语言讲述一个古老民族关于生

命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民族奔向未来的精神风貌。

2000 年 10 月，在第十届孔雀奖少数民族舞蹈比赛中，《珞巴人的刀》

获得双人舞编导一等奖、表演一等奖、作曲三等奖。

（十三）史诗性大型主题歌舞《珠穆朗玛》

史诗性大型主题歌舞《珠穆朗玛》，创作于 1999 年，作曲解承强、

美朗多吉，总编导巴桑次仁，由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和北京、四川、广州、

香港等地编导、作曲、编剧、音乐制作人联合创作，是为西藏民主改

革四十周年和新中国建国五十周年献礼节目。《珠穆朗玛》以磅礴的

气势，引人入胜的情节，淳朴、大气的舞蹈，再现了青藏高原这块年

青的高原大陆从古海中蓦然升腾，傲首苍天的历史巨变，展现了藏族

人民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创造出灿烂文明的力量，是一部关于青

藏高原的绝唱。该剧于 1999 年荣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