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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923年5月14日傍晚，静谧的北京大学二院一下子来了

“六千余人”不仅把平时空荡的讲堂挤了个水泄不通，“甚至

连校园里也站满了人”②。这些人有的是校内的，也有来自校

外的，但一看就都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

都是慕名前来听讲座的。六时半，一个四十岁左右、身材偏

矮的日本人乘马车欣然而至，在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

（1878-1945）的引领下，缓步来到了讲堂。稍事寒暄后，开始

了他题为“中国音楽の世界的価値”的讲演。当晚为他翻译

的 是 1917 年 就 进 北 大 的 曾 在 日 本 留 学 过 的 周 作 人

（1885-1967），周的胞兄、当时在教育部任佥事但同时在北大

兼任讲师的鲁迅（1881-1936）也在座。这位面目清癯的日本

人一面讲“唐代的音乐是积蓄了亚细亚音乐的精华而成的

……倘若要和现代西洋的音乐比较起来。唐代的音乐决不

会有逊色的；不但如此，唐代的音乐还可以作西洋音乐发展

起来时的一个好模范”③，一面播放自己携带来的“兰陵王破

阵曲”、“武德太平乐”、“春莺啭”、“边城乐”、“越殿乐”、“胡饮

酒”等古曲，很受听众欢迎④。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后来被杨

荫浏先生批评为“拐弯抹角地贬低中国”的田边尚雄⑤。

如果不把荻生徂徕（1666-1728）对《碣石调·幽兰》的研

究以及其“古乐复元”的尝试算在内的话⑥，近代日本音乐学

者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始于甲午日清战争之后，早期最重要者

且为国内学界所熟知者为田边尚雄（1883-1984）、黑泽隆朝

（1895-1987）、林谦三（1899-1976）、岸边成雄（1912-2005）、

滝遼一（1904-1983）等⑦。日本音乐学者不仅对中国的乐律

及古代的音乐文献有很深的研究考证，对中国各民族音乐的

实地调查也已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肇始。其先驱为田边尚

雄。田边氏于1921至1923年对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留存

的中国传统音乐和原住民的音乐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考察研

究，并对其进行录音、测音、记谱，并出版田野报告、专书、以

及唱片。二十年代到北大访问的外国学者中，田边氏被称为

“在中国学术讲演中，与人铭感最深的日本学者之一”⑧。田边

尚雄1937年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出

版、后来又多次再版的《中国音乐史》（陈清泉译）一书⑨，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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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杨荫浏看成是“将”了中国音乐学术界人士一“军”的叫板

之作⑩。

虽然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田

边尚雄的中国大陆调研活动及相关成果关注不够，除有简单

的解释外，鲜见深入的探讨。这与日本和台湾学者的相关

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 便有数

位音乐学界的新秀关注田边尚雄和黑泽隆朝在朝鲜、中国、

日本周边岛屿及东南亚的调查。这些学者除从民族音乐学

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细致而具有批判性的分析外，还指

出他们的调查活动与当时日本殖民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

如东京工业大学的细川周平、东京艺术大学的植村幸生、

静冈文化艺术大学的梅田英春。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台

湾的学者也开始就日本音乐学者对日据时代台湾音乐的实

地调查活动及其影响进行研究。特别是台湾大学王樱芬的

研究，以田边尚雄和黑泽隆朝分别在1922年及1943年在台

湾对台湾原住民所进行的音乐调查为重点研究对象，试图用

后殖民理论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重建其调查过程。除对其

调查成果进行客观评估外，还就他们调查的动机、目的、所抱

持的学术观念和意识型态、当时日台政治环境及国际音乐学

界学术思潮的互动进行分析。

本文以田边尚雄1921-1923年的朝鲜、台湾、中国大陆三

地之行为主轴，以其东亚访乐的札记、所发表演讲稿、当地相

关报道、田边氏本人后来的回忆及近期中日学者所做相关研

究为依据，试图对田边氏对中国音乐的考察活动作一较全面

的梳理介绍。除探索田边尚雄对中国音乐之认知及思路特

征外，还旨在将对与此相关的中日音乐界交往的前尘往事，

做一些回顾和反思。田边尚雄是个极富有争议性的人物，中

国音乐界对其研究中国音乐功过褒贬不一。鉴于田边尚雄

的雅乐观、东洋音乐观及其田边氏在《东洋音乐史》、《中国

音乐史》及其他著作中所持的中国音乐“外来说”及“唐代音

乐中国失传但留存在日本”在中国音乐学界所引起的反应及

其影响已有学者详细论及，本文将不再赘言。

田边尚雄数次东亚访乐之行

田边尚雄赴朝鲜、台湾、中国大陆及东南亚调查访乐，始

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1920年获日本启明会资助于1921

年4月赴朝鲜考察李王职雅乐及文庙祭祀乐舞始，田边尚雄

在三年期间先后到台湾、冲绳、中国、桦太（Sakhalin），以及日

本境内的几个小岛实地调查访乐。仅中国大陆他一生中就

曾走访数次，考察录音的足迹遍及华东、华南、华北、东北三

省、长江流域。此外，从1921年4月第一次踏足朝鲜开始，他

就与分散收藏在官、私各处的中国音乐典籍结下了不解之

缘，了解打探、借观翻拍、复印购买，必欲携归日本而后快。

回到日本，又对之进行整理、解读、研究。田边尚雄与中国隋

唐音乐的情缘，一直维系到他生命的终止。

田边尚雄的数次东亚访乐之行，不是偶然的、顺便地借

机进行，而是有意识有计划的系统行为。他的音乐考察之旅

虽然与日本的扩张政策有密切关联，但也出于他作为学者型

人才对于中国古代音乐的热爱以及他对中国历史文献和典

籍版本知识的熟悉。田边尚雄虽非音乐专业出身，但他很早

就对音乐产生了兴趣。1899年，他师从毕业于东京大学后又

留学德国的物理学家中村清二（1869-1960）、田中正平

（1862-1945）研究日本传统音乐的音学原理。在此之前他

也曾跟随法国传教士学习作曲和西方音乐理论。他的母亲

是中国明清乐的研究家，他自幼受母亲的影响，爱上了中国

音乐。也许是因为学习理科的缘故吧（田边尚雄1907年毕

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物理学专业），田边尚雄早期对中国音乐

的兴趣集中在对中国古代音阶和乐律的研究上。虽说是以

论文的形式散见在日本学术期刊上，但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

代中即被陆续介绍到国内，如缪天瑞主编的《音乐教育》就在

1936年发表过译自他的《音之性质》、《音阶论之基础》（天风

译）两文。他的专书《中国音乐史》（陈清泉译）也于1937年

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进入相关之论述之前，有必要将晚清以降日本学者来

华访书的情况及其背景做一简述。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钱婉约近期的研究显示，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学术活动，

近代日本学家来华访书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

了。这一势态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日清战

争前后日本普遍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一批敏锐的观察家、

文化人、包括浪人，纷纷踏上中国的土地，在政治、商务、文化

学术等各个方面，考察并寻求在晚清中国发展和渗透的机

会。……另一方面，近代日本学人的中国访书，在学术理路

上，与追随西方新学术，建立近代性的中国研究体系有关。

在中国研究从传统‘汉学’向新兴的‘东洋学’、‘支那学’转变

过程中，学者们开始重视客观的、实证性的研究，注重到中国

去实地踏查，包括亲自到中国进行文献调查、地理及考古考

察，以及与中国学术界、书业界的实际交流等等。这种情况

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始，一时蔚然成风，而‘到中国

去感受中国’更成为京大支那学持之有恒的学术惯例”。田

边尚雄虽不像青木正儿（1887-1964）那样毕业于京都大学，

但他的朝鲜、台湾及中国大陆访乐之旅是与这一大趋势分不

开的。

以下首先把田边一生中数次到朝鲜、台湾、中国大陆的

时间、经由地及活动概况，列表概述如下：

时间

1921年4月1 日-14日

经由城市

汉城、平壤

主要活动/所见人物

* 考察李王职雅乐、孔庙祭奠仪式乐舞。

* 参观平壤妓生学校。

* 做《日本雅乐与朝鲜雅乐的渊源关系及保护雅乐在文化上的重要性》讲演。

纪行文或日记

*《中国·朝鮮音楽調査紀行》

*《田辺尚雄自敘傳》

宫宏宇: 田边尚雄朝鲜、台湾、中国大陆访乐之行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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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之行（1921年4月1日-14日）

1920年，田边尚雄以“东洋音乐之科学的研究”为题，获

得财团法人日本启明会（一个活跃于殖民地研究的组织）的

资助。1921年4月1日，赴朝鲜进行实地考察已日渐式微的

李朝宫廷雅乐。田边尚雄赴朝鲜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并企图

恢复李朝的宫廷音乐。在他看来，源自中国的以古代祭奠制

度为基础的朝鲜“李王家雅乐是世界文化史上贵重之艺术之

一，一旦丧失将无法恢复。如果是因为总督府（日本在朝鲜

殖民行政管理机构）所持的态度的原因而导致这一瑰宝的遗

失，日本国政府将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如细川周平

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强调日本政府对朝鲜雅乐命运所负有

的重大责任，田边尚雄不仅剥夺了朝鲜对自己的文化事物的

决定权，还为自己作为日本人在其中建立了一个位置，从而

确立了其行动权”。

田边尚雄在汉城和平壤停留了两个星期，观看和拍摄特

地为他的研究所举办的李朝（1392-1910）音乐和古代女子舞

蹈表演。他对所目睹的诸种乐器、音高定调、常备曲目及仪

典节目进行了系统地描述，并就其特征进行了分类。他的分

析既注重技术性的描述又有历史感。如他不厌其烦地将朝

鲜雅乐（祭礼乐、宴礼乐）中虽所用的乐曲名、曲数、创作及所

引进年代、用别、乐章歌词等列表记录下来，还将朝鲜雅乐与

日本雅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注意到了日本的祭礼

乐用的是神乐，而在朝鲜，祭礼乐模仿的是唐代的雅乐；朝鲜

和日本的宴礼乐也不同，前者用的是宋代的宴乐和高句丽及

李朝之乐，而后者用的是唐之雅宴乐和百济、新罗中心之乐。

通过对比和对编钟、编磬、特钟、特磬及方响的测音，他注意

到李朝王家雅乐队乐师所用的乐器用的是周代的音高，这与

日本的作法似乎有所不同。但李朝的调音则和日本的雅乐

一样，源自唐代。田边尚雄虽然是在朝鲜调查，但他所聚焦

的是由中国传到朝鲜的宫廷和郊庙礼乐，用日本当代民族音

乐学家植村幸生的话说：“他对遗存有中国雅乐乐制的祭祀

仪式及其使用的乐器倒是更加关心，并且呼请政府加以保

护……事实上，田边尚雄在实地调查时与当地的研究者（所

谓局内人）虽然也有接触，但并不重视他们的存在。例如，在

朝鲜调查时，田边尚雄对学术界完全不知名的日本人石川义

一抱有期待，对当时活跃在研究第一线的朝鲜学者咸和镇、

安廓、李惠求等却全然无话可谈”。

田边尚雄之所以如此注重李朝之雅乐并极力说服日本

殖民当局着力保护这一日渐式微的乐种是与他已初见端倪

的“东洋音乐”理念分不开的。关于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

理念，植村幸生曾进行过颇有见地的阐述，他说：“虽然田边

尚雄被认为是理清‘东洋音乐’概念的人，但考察他本人的研

1922年4月1日 -21日

1923年4月19日-5月21日

1924年1月

1938年4月

1940年9月1日-20日

1956年9月24日-11月

6日

基隆、台北、

埔里、台中、

台南、厦门

上海、杭州、

南京、武汉、

北京

大连、旅顺、

奉天

南京

奉天、锦州、

承德、新京

（长春）

广州、汉口、

北京、天津

* 调查中部泰雅族雾社番、台中南部高砂族、日月潭附近的邵族、南部的排湾社。

* 考察台南孔庙乐器、厦门南管音乐

* 做《音乐的文化的使命》、《在家庭中的音乐》演讲、举办唱片音乐会。

* 联络中日文人骚客音乐学者（欧阳予倩、萧友梅、马裕藻、冯汝玖、辻聽花、

波多野乾一、贺嗣章、曹澐、张凤举、金崎贤）

* 搜寻珍本奇籍（琉璃场、京师图书馆、武英殿）

* 考察孔庙礼乐（上海、南京、北京）

* 观赏名优京剧表演（李吉瑞、冯子和、陈德霖、梅兰芳、姚玉芙、郝寿臣）

* 讲演《中国音乐之世界的价值》（上海师范学堂、北京大学）

* 考察三絃子（平调、月调、反调）调音。

* 录曲目：哭五更（平调），牌子、十八省马唬、苏武牧羊（月调），客跳槽（反

调）。

* 参观考察旅顺博物馆所藏瓦器（吹孔）、广西铜鼓、苗族乐器。

* 走访奉天军乐队。

* 应邀为乾隆26年御制鎛钟测音

* 考察奉天故宫、回教寺院礼乐、奉天博物馆藏乐器、锦州孔庙乐器、大广济

寺所用乐器。

* 调查承德普乐寺，笙、云锣等所用音律；参观离宫博物馆、考察清音会会员

及其职业、所用乐器、笙之音律。热河文庙录音。

* 参观新京孔子庙祭奠、新京音乐院、博物馆、娘娘庙、书馆。

* 走访新京日本音乐家、吉林雅乐研究社。

* 听傅聪演奏、游长城、观天安门国庆典礼、看马连良、李世济主演《十老安刘》

* 访问民族音乐研究所（李元庆接待，查阜西操“长门怨”、管平湖“广陵散”、

傅雪斋、查阜西“琴洞箫‘梅花三弄’”、苏安和“琵琶‘十面埋伏’”、魏喜奎“大

鼓词‘奉调大鼓红楼梦中’”伴奏扬琴四胡、韩世昌“昆曲‘尼姑思凡’”、白云

深“昆曲‘林冲夜奔’”、梅兰芳高弟女二人“京剧‘白蛇传’”、白云深“昆曲‘奇

双会’”）

* 讲《中国音乐的世界价值》（“听众约三百人”），杨荫浏、查阜西、马思聪、欧

阳予倩等在场。

* 访天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第二次）、西南师范学院、四川音乐

学院、上海音乐学院。

*《臺灣及琉球の音樂に就きて》

*《第一音樂紀行》

*《續田辺尚雄自敘傳》

*《第一音樂紀行》

*《中国·朝鮮音楽調査紀行》

*《田辺尚雄自敘傳》

*《續田辺尚雄自敘傳》

*《中国·朝鮮音楽調査紀行》

*《田辺尚雄自敘傳》

*《續田辺尚雄自敘傳》

*《滿洲帝国之礼乐》

*《中国·朝鮮音楽調査紀行》

*《中国·朝鮮音楽調査紀行》

*《中国·朝鮮音楽調査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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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事实上却是从探讨中华文化之音律理论的音响学开始起

步的。今天被视为一种音乐分析方法的古代中华文化的音

律理论，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游离于具象的音乐、具有高度思

辨性的抽象的存在，其理念支配着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

的宫廷音乐、古典音乐。换言之，它是音乐上表示‘华夷秩序’

的模式。而追求此模式并最为贴近此模式的音乐，当推具有

极高精神象征意义的‘雅乐’与‘正乐’。田边尚雄之‘东洋音

乐’的概念，就融入了这种带有‘华夷秩序’的音乐观及其音

律理论”。

作为一个有政治头脑且在社会上有号召力的学者，田边

尚雄对雅乐的关注不仅仅停留在对李王职雅乐的调查研究

上，回日本后，他尽可能地利用各种场合通过著文及演讲来

呼吁日本殖民政府对这一凝聚了“东洋音乐精神”的文化瑰

宝进行保护。也许是得益于田边尚雄的努力，朝鲜李王职

雅乐没有继续衰落下去。1927年在韩国京城帝国大学教过

汉语的北大人魏建功（1901-1980）在其《侨韩琐谈》的《雅乐》

篇中就曾提到过李王职雅乐部。1927年4月，语言文字学

家、文史学家沈兼士（1887-1947）、金石考古学家、篆刻家马

衡（1881-1955）及后来任北大和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的罗庸

（1899-1951）等趁参加东方考古学协会大会归国之便，曾顺

道到汉城参观。他们在曾著有《支那文学史纲》的儿岛献吉

郎、高桥亨等日本学者的陪同下，参观了京城大学、朝鲜总督

府博物馆、李王职雅乐部，并到清云洞观看韩巫舞。其中李

王职雅乐部令中国学者感慨万千。他们首先参观了陈列室，

了解了高丽雅乐形成的历史及其与中国乐器的关系，并听取

了乐师对乐器功能的介绍，接着聆听了李王职雅乐部乐师们

为中国学者演奏了七首具有代表性的雅乐作品。这七首乐

曲所表现的民族特色，“‘大概属于悲壮的沉重的方面。虽然

曲是宴乐用的，而使人感情却丝毫不得快乐，也实在使人不

得不如此的不快乐’。听完乐曲，中国学者一面谈论‘礼失求

诸野’，一面却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作为

‘闻雅’的报告”。

台湾之行(1922年4月1日-22日)

1922年4月1日田边尚雄到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考察。此

行是其“关于亚细亚音乐之总调查”的一部分。与一年前朝

鲜半岛之行注重李王职雅乐的作法有些不同，他此行的目的

是“调查泰雅族出草（猎首）的音乐舞蹈”，但其“更深一层的

目的是为了要透过台湾原住民音乐寻找日本古代音乐的根

源”。在台湾的三个星期，田边尚雄的足迹遍及基隆、台北、

埔里、台中、台南等地。他除了调查台湾中部山区的泰雅族

雾社番、日月潭附近的邵族、南部的排湾社外，还考察了台南

孔庙乐器、目睹了台南妈祖祭阵头游街的盛况、欣赏了日本

艺伎及台湾艺妲的表演、参观了艺妲间、也观看了桃园天乐

社在台湾新剧场的演出。此外，他还以《音乐的文化的使

命》、《在家庭中的音乐》、《从文化中所见的音乐》为题在基

隆、埔里、台中、台北演讲。

对新兴起的录音技术（蓄音器）的使用和介绍，也是田边

氏台湾一行的目的之一，除了为原住民的音乐录音外，还

“举办了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场唱片音乐会”。他的讲演稿

〈音樂の文化的使命：權威なき宗教に代りて、人間の感情を

淨化す可く〉、〈文化生活としての音樂〉分别刊登在《台湾日

日新报》和《台湾教育会杂志》上，给当时的台湾音乐界造成

了很大的影响。被誉为“台湾本土音乐的拓荒者”、“本岛第

一 位 接 受 西 方 近 代 音 乐 教 育 的 音 乐 家 ”的 张 福 兴

（1888-1954）似乎就是受到了田边尚雄访台的启发而分别于

1922年6月和1923年10月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作为

向上的先驱、音乐的使命是沉重的》和《台湾固有音乐的振

兴、张福兴的抱负》两篇文章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田边尚雄访台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台

湾原住民音乐，但他用了很多精力“从事与汉人音乐或与讲

演、社交有关的活动。至于原住民部份，田边只调查了三族，

而且每一族都只调查了其中一或两社，可说只是蜻蜓点水”。

田边尚雄虽然采录了一些原住民的音乐，但是他的兴趣似乎

仍在中国传统音乐上。在访台的第二天，他就应台湾富豪李

延禧的邀请，在李延禧的别邸听了南、北管音乐。并不厌其

烦地抄录下了当晚所听的曲目：“（一）孔明祭七星灯（二簧），

（二）张松献地图（二簧），（三）孙夫人祭江（反二簧），（四）招

【昭】君出汉关（南管），（五）四季想【相】思（小曲），（六）叹烟

花（小曲），（七）南天门（走写）（西皮），（八）李陵碑（二簧）等

八曲。其中田边对于北管音乐的［强烈］、［刺戟］和南管御前

清曲之［上品で美しい］均留下深刻印象”。4月16日至18

日他又不顾舟车劳顿奔赴对岸的厦门考察南管音乐，“因为

他认为南管与日本古代宫廷音乐如催马乐、朗咏有相似之

处”。在台南时，他不仅仔细考查了那里孔庙的乐器，还目

睹了台南妈祖祭阵头游街的盛况。

在连载在《台湾日日新報》的题为《音乐的文化使命：取

代权威的宗教可净化人类的感情》的讲稿中，田边尚雄的儒

家音乐观更是得以充分的显现。他引述孔子的乐教理念，指

出“圣孔子”对音乐的重视是“千古万世的卓见”。他强调音

乐的教化功能，并将《音乐的文化使命》“这个讲题在1924年

扩充为《现代人の生活と音樂》一书”。值得注意的是，“在该

书中，田边不但将乐教思想做更清楚的阐述，也在书中提到

日本雅乐乃是集亚洲音乐文化之大成”。在《作为文化中的

音乐》讲稿中，田边尚雄表现出了对唐代音乐的偏爱，他特别

提到唐太宗时代的音乐（日本平家时代）的《太平乐》、《万岁

乐》，并指出音乐中，“最上等的便是平安朝的雅乐。雅乐源

自中国隋唐时代，它的乐器和音乐内容包含了溯源自阿富

汗、巴克特里亚、犹太、埃及和希腊的要素，可说是集中世以

前地球上的音乐于大成”。他甚至认为《太平乐》“几乎可以

和近代西方讲求谨严结构的德国音乐相匹敌”。

中国大陆之行（1923年4月19日-5月21日）

1923年4月，也就是在台湾之行一年之后，田边尚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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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了他的中国大陆考察之旅。虽然他此行的目的与他之前

的朝鲜之行一样，以研究考证中国的古乐为主要目的，但联

络中国音乐学者、乐人、搜寻珍本奇籍、调查孔庙礼乐、观赏

名优演技、参观学校、讲演也在他的计划之中。

田边尚雄是4月16日从东京启程，19日到达上海的。

25-26日由欧阳予倩夫妇陪游西湖。28日乘火车离开上海，

29日到南京参观明故宫遗物成列馆、明孝陵和秦淮画舫、科

举考场、孔子庙和朝天宫内的镈钟。5月3日到武汉游览了

黄鹤楼并到汉阳的琴台凭吊。5月5日抵达北京，5月19日

夕，离京回国。

二十世纪初到中国的日本人，无论是文人骚客还是政坛

显要，都有结交名伶、观看京剧的习惯。田边尚雄也不例外，

4月19日到上海的当日他即由王荫康等陪同，去看京剧武

生李吉瑞（1879-1938）、青衣和花旦冯子和（1888-1942）表演

的《凤凰山》、《捉放曹》、《盗御马》等剧目。与他一年前在台

北“新舞台”观赏“桃园天乐社”所演出的《回荆州》、《四进士》

二戏之后盛赞月中桂的演技一样，田边尚雄对李、冯两位的

演技赞不绝口。他不仅对他们演唱的传统剧目极为赞赏，还

提到了他们新剧的尝试，并各拍下了几幅剧照。田边尚雄

似乎对当时上海进行的旧剧改革很留意，特别是对于欧阳予

倩（1889-1962）改革京剧唱腔、鼓点儿、念白、乐器配置等进

行的尝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其日记中，不仅包括了两

张剧照和《三娘教子》（四平调）的胡弓旋律，还用了相当大的

篇幅记载他与欧阳予倩关于旧剧改革的交流。

与他在台湾一样，田边尚雄在上海停留期间也举办了两

次公开的演讲。第一次是在4月21日“午后8时”，他应邀为

上海的日本人协会做了题为《从文化生活所见的音乐》的讲

演。田边尚雄所讲的是否就是去年4月14日下午在台北医

专总督府教育会主办的演讲会上讲的《从文化生活所见的音

乐》已不可考，但我们知道听众中除“日本人约七十名”外，还

有“中国的名士十余名”，其中包括欧阳予倩、毕业于早稻田

的“西洋音乐通”陆爽和京都帝大的“工学士”江铁。讲演后，

田边尚雄还余兴未尽地同他们大谈隋唐音乐的艺术价值及

日本的雅乐，并播放了他带来的隋唐乐曲录音，使“来听的中

国人”大为“惊异”。

田边尚雄在上海的第二次是在4月23日午后他到上海

旧城内的孔子庙考察所用乐器之后。此次他是应上海师范

学堂邀请，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音乐之世界的价值》，讲了“约

两小时”。按照田边尚雄自己的说法，此次关于唐代乐舞的

艺术价值及中国人应对自己的音乐文化充满信心的讲座和

上次一样，“大成功”，听众约百名“惊叹落泪”。田边尚雄对

隋唐音乐艺术的推崇不仅仅体现在正式的讲演上，还表现在

他与中国文人优伶及西人的交往上。他利用所有的机会来

陈述他的主张，在上海期间，他仅与欧阳予倩就隋唐音乐的

艺术价值所进行过的讨论就有过多次。此前，他在东京与

美国小提琴家、作曲家亨利·爱希汉姆（Henry Eichheim,

1870-1942）谈起东洋的音乐时，他也建议爱氏“非研究唐代

的音乐不可。因为唐代的音乐是积蓄了亚细亚音乐的精华

而成的，亚细亚的精神可从其中看出。而且音乐的组织很

精密，在现代西洋音乐无法变化，路途穷尽的时候，很可用来

参考”。

田边尚雄虽说主要的兴趣是中国古代音乐，但他对中国

当代音乐教育的发展也并非视而不见。若4月22日他在上

海河南路的中国书店查找中国音乐书籍时，就被收在《教育

部审定学校唱歌集》中的夏颂来填词的《何日醒》吸引了。他

不仅将这首曲调采自日本小学唱歌集的曲谱抄录了下来，还

将八段歌词也抄了下来。田边尚雄对西洋音乐在中国的现

状也表现出了兴趣，4月22日晚上，他专门去听了上海工部

局乐队举办的的音乐会，并对其演奏的曲目、乐队整体水平、

各声部的优劣、当晚听众的人数（“约五、六百名”）、听众来源

（“大部分为西洋人”）、中国听众对西洋音乐理解的程度及音

乐厅等情况等做了评价。

田边尚雄是5月5日上午9点20分乘火车抵达北京的。

在北京，他首先与热爱京剧并对中国戏剧深有研究的日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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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记者波多野乾一（1890-1963）、《顺天时报》剧评人辻听花

（1868-1931）、《顺天时报》主笔金崎贤（1878-1962）会面。7

日他们几人一起去珠市口具有欧式建筑风格的开明剧场观

看已“隐退”的“中国第一正旦”陈德霖（1862-1930）、李连贞

等为救助浙江水害而举办的慈善演出。田边尚雄对名优陈

德霖的“神技”赞叹不已，专门用了近六页的篇幅记录相关细

节。京剧的魔力让田边尚雄兴奋不已，5月11日晚上已经

十一点了，田边尚雄还兴致勃勃地慕名去东安门的真光剧场

看郝寿臣（1886-1961）、梅兰芳的演出，一直到午夜十二点半

后才回到寓所休息。

考查历代善本乐籍是田边尚雄到大陆访乐的目的之

一。在北京，田边尚雄于5月10日和15日在日本友人的陪同

下分别到前门琉璃厂、京师图书馆善本书库、文华殿、武英殿

等地访书。在琉璃场，他除购得《乐律全书》十九册外，还购

得《正觉楼丛书》、《南菁书院丛书》。他在京师图书馆的访书

也收获甚丰，不光记下的善本书目近百种，还抄录了该馆所

藏的《钦定诗经乐谱全书》中的《关雎》的旋律谱。

在北京，田边尚雄见到了他多年没见的老朋友，正有老

朋友的引荐，才有了田边氏5月14日在北大二院的演讲。5

月10日，时任北大国文系主任的老朋友马裕藻（1878-1945）

来访。马氏1905年曾获浙江省公费赴日留学，先后在早稻田

和东京帝国大读书，马裕藻在日本时，看到田边尚雄正好也

在讲述中国音乐，就在回国之前以《声律通考》一书见赠，对

当时刚刚开始研究中国律制的田边尚雄帮助甚大。此次

老友相聚，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马当即请他到北大访问，并恳

请他5月14日在北京大学演讲中国音乐。5月11日午前，

田边尚雄访问了北京大学第一院，除马裕藻外，还见到了周

作人、徐祖正、沈兼士、沈尹默、张凤举等去过日本或在日本

留过学的教授，大家除叙旧外，还就乐律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他在台北和上海一样，田边尚雄在北京很希望能结识

中国音乐和戏剧界的名流。经人介绍，他于5月9日下午到

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堂拜访了

萧友梅。巧的是，萧友梅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曾与当

时还在心理系当旁听生的田边尚雄见过几次面，因此十分高

兴。但田边尚雄却不记得这回事。“萧友梅说起在德国留学

期间与田边尚雄的学友（野上俊夫）成了同窗，并用忘得差不

多的不流畅的日语与我交谈”。对田边尚雄来说，此次会面

有些失望。“萧先生是音乐教师，所以我以为他对中国音乐的

知识一定很渊博，便问了他一些问题，但他所知道的竟是些

西方音乐的知识，对中国音乐几乎一无所知，我大失所望而

归”。但萧友梅似乎并没有感觉出田边对他的冷漠，第二天

（10日）上午，萧友梅回访了田边。这次田边尚雄不仅讲了专

业领域里的唐代音乐的研究状况，还把从日本带来的《太平

乐》和《越天乐》等各种舞乐放给萧友梅听。“初次了解到自己

的国家原来古代就有如此伟大的艺术，萧显得非常惊讶”。

对于萧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无知，田边尚雄又一次流露出了

失望之情，他在日记中写道：“萧友梅作为一个中国音乐家、

一个在学术界有着很高地位的学者竟然不了解本国的古代

音乐。不过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在日本也一样”。

在北京，田边尚雄不仅见到了他多年没见的老朋友，还

结交了一些新朋友。田边尚雄在北京结交的新朋友中，他特

别提到的有“北京唯一古琴名手”的冯汝玖和“北京第一笛

名人”曹澐。前者与田边素不相识，是慕田边尚雄研究中国

音乐二十多年之名而前去他的住所拜访的。冯汝玖与田边

氏相见后，又在其私宅设宴款待并操琴献艺。宴会上曹澐吹

奏的北调、南调以及冯汝玖弹奏的《良宵引》给田边尚雄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与两次相见萧友梅后所流露出的失望之情

相对照，田边尚雄与这两位中国乐人不仅吟诗唱和相处无

间，还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北京大学讲座（1923年5月14日）

田边尚雄在中国大陆访乐的高潮，无疑是他1923年5月

14日在北京大学二院举办的题为《中国古乐之世界价值》的

讲座。此次是田边氏第二次讲中国古乐的世界价值。前面

提到过，4月23日他曾在上海师范学堂讲过一次。但此次不

同，是在中国的学术中心讲演，不仅由周作人亲自口译，其兄

鲁迅当时也在座。与上次的“约百名”听众相对比，此次来

听者多达“六千余人”，“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连校园里

也站满了人”。

值得注意的是，田边尚雄的讲座是在目睹了“五九”国耻

纪念日学生反日游行一周后举行的，所以他一开始就提到：

你们每日都要求日本归还旅顺和大连。我可以理解你

们的立场，也对你们深表同情。但是我既不是政客也不是外

交家，更谈不上是军方的代表。所以我对归还旅顺和大连是

否为合理的要求毫无所知……我来这里是为了归还给中国

一件比旅顺和大连更伟大、更值得尊重的东西。

他所指的就是从唐代传到日本并传承在日本宫廷中的

雅乐。他接着阐明了为什么雅乐不仅比疆土对中国更重要

的道理：

即使中国今天从日本手中收回旅顺和大连，仅此也难以

立即称霸世界。如果从日本人手中接过隋唐音乐，将其作为

现代的艺术加以发展的话，那么至少在精神方面，中国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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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世界文化中称霸。

在田边尚雄看来，“中国古代音乐最能使世人惊异而且

感叹的有两点：其一，中国古代音乐关于科学的研究已经很

发达，其二，中国唐代的音乐在艺术上有与现代欧洲的音乐

相比的价值”。关于中国古代音乐科学研究如何发达，田边

尚雄是这样解释的：

在西洋关于音乐学理的研究，不过是二百五十年以前的

事。二千五百年以前希腊哲学家毕塔哥拉虽曾对于音乐理论

的方面加以研究；但自后二千年中就不见有继续了他研究下

去的人。中国则在二千年前对于音乐已经很有研究，并且有

留传下来的许多书籍。这种研究之所以起，是由于音乐与尺

度有很密切的关系之故。尺度的基本用音律来决定，有人或

者觉得是最无聊的办法，但在西洋是最新的。从前西洋尺度

的标准用尺度原器来规定，但因为尺度原器要改变的缘故，才

知道是不可靠的了。现在西洋有人就想以光波的长来作尺度

的标准，然在四千年以前中国已经用音波的长来作尺度的标

准了。因为在古代还没有发见现在所谓的‘光波’，所以只能

用音波来量，但在四千年以前已经能这样，是一件可以非常惊

叹的事。中国有‘律度量衡’之称，也就是这个缘故。

接着他举出了以下中西相比的例证来支持他的“中国古

代音乐科学研究发达”之说。他首先提到了汉代的京房，说

他是个“一个了不得的人”，因为他在二千年以前就“已经发

见六十律的乐理，虽然他是根据迷信的五行说，并不十分正

确，照现在看来是只有五十三律，但是西洋的发见五十三律

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事，然中国却在二千年以前已经有和西

洋相等的发见……到了明朝，朱载堉又发明了十二平均律。

西洋近来的音乐也就是依然十二平均律的，惟其发见的年代

到现在不过二百四五十年；中国则于五百年以前已经发见这

种学说”。虽然“因中国没有键盘乐器之故，十二平均律向来

也没有应用下来；像这样的学说在实际上虽没有得着应用，

但发明的时代总比西洋早。中国以科学来研究乐理在很早

就发明了，这是很足使人惊叹的”。

关于“中国古代音乐最能使世人惊异而且感叹”的第二

点，也就是“中国唐代的音乐在艺术上有与现代欧洲的音乐

相比的价值”，田边尚雄是这样解释的：

中国自很古的时代起，已有琴瑟编钟编磬等乐器，不过

都是独奏的，合奏比较的晚起，直到后汉合奏始渐发达。这

是因为古代乐器虽不少，而和声学尚未发明，故不能合奏。

但何以到了唐时便会发达呢？这是由于西方音乐流传了进

来呵。

那么他所谓的“西方音乐”是指什么呢？对此田边尚雄

举了以下的例子：

五千年前埃及即有一种乐器名Nofre，中有二弦，可以按

弹。三千年前，此器流传到阿剌伯，因为阿剌伯人盘膝而坐，

放在膝上，故乐器的下盘变得大了。后来亚历山大入波斯，

到巴克忒利亚（Bactria）逎不用手弹而用拨弹，于是一变而

为琵琶。流传到印度大约是二千年以前的事。因此就有许

多人以为琵琶是从印度来的，其实他是亚历山大帝国的乐

器。还有洞箫也是埃及来的乐器；七千年前，埃及有种乐器

叫Sebi，吹处挖下一些，最古好用动物腿骨制造，也是到亚历

山大时方用竹制造，后来便流传到印度去。还有筚篥也是埃

及发明的乐器。大月氏有一个贤明的国王，他把亚历山大的

音乐和佛教一并输入中国。后汉之末，中国音乐与亚历山大

音乐合而渐臻发达，至唐而达于最高点。

在他看来，唐代的音乐之所以如此的发达，是因为：

唐代的音乐简直是把当时各文明国的音乐拼合而成的，

可以说到现在止，最当得起世界音乐的名称的。现在西方的

音乐，还只是西洋方面的音乐，不是世界的音乐。英国所说

的国际音乐，只有唐时的音乐最当得起这个名称。不过那可

不是现在的国际音乐，乃是从前的。现在必须把西洋的音乐

和中国唐代的音乐联合起来，方能称为世界上将来的国际的

音乐。

更重要的是，“唐代的音乐是积蓄了亚细亚音乐的精华

而成的，亚细亚的精神可从其中看出。”唐代的音乐不仅代表

了“亚细亚的精神”，在“音乐的组织”上也“很精密，在现代西

洋音乐无法变化，路途穷尽的时候，很可用来参考”。

除强调“中国古代音乐关于科学的研究已经很发达”，

“中国唐代的音乐在艺术上有与现代欧洲的音乐相比的价

值”外，田边尚雄还认为中国在一千二百年以前就已经有了

笙的和声法，而西洋音乐在和声方面的发展则缓慢得多：

西洋中世纪的音乐，是宗教的音乐，对神和上帝用的，故

都用协和音。到了十七世纪，歌剧兴起了，感觉到不协和音

的需要。因为戏剧把人间社会复杂的事情来表现，非有复杂

的音乐不可，不协和音因此而兴起了。如在演戏中有劝善惩

恶的事，善人得善报，恶人得恶报，看的人当初觉着非常不愉

快，到戏完时，有觉得很愉快，这种感情要用音乐表现出来，

故有‘不协和音之解决’的问题。这是十七世纪时意大利人

孟德维特（Monteverdi）所创出的。到十八世纪德人巴赫

（Bach）联合协和音与不协和音二者，建立起现代西乐的基

础。而劝善惩恶的戏剧只能算作低级的思想，不能发表人情

的精微；这种思想现在也渐渐的兴起来了。十七【九】世纪

初，瓦格奈尔（Wagner）对于不协和音之解决的一方面并不很

注重，以为就是不协和音也很重要，应该来设法增高他的位

置。但是瓦格奈尔不过破坏了以前的规则，并没有建设起新

的和声学来。近来法人特皮杫（Debussy）等人才建设了新的

和声学。这些人并不着重在平均律，却是从纯正调中出发

的。现在无论是英法德或美都还找不出新的方法来建筑新

的和声学来，已经显出他们山穷水尽的神气。但是未来派的

音乐将来是怎样，这情形我们已经很明瞭的可以看出。我们

看他的目标是在什么地方，是将要往那里走，就可知道是趋

向于中国唐代的音乐了。

在中国此刻的音乐中已经没有和声学了。但是唐朝只

就笙一端而论，已有不协和音和协和音。一千四百年来一直

传到如今还照样的演奏着，不过其中虽有协和音和不协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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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然其不协和音完全和西洋的不相同的；倘若要以organ

的四音来奏，便不能传出声来；因为这个倘若不用纯正调来

演乐，便不能奏。

遗憾的是，中国唐代的音乐在艺术上虽有与现代欧洲的

音乐相比甚至更先进的价值，但“唐代的音乐在中国没有留

传下来”，而日本今尚传存之。中国是如何丢失这一伟大的

音乐的，日本又是如何保存并延续这一伟大传统的？田边尚

雄的回答是：“这因为在以前的一千二百至九百年之间，中国

长于音乐的人到日本去，所以把中国古代的音乐也传到那

面。还有从日本派送到中国来留学——学音乐的也有”。接

着他详述了“‘管弦合奏’还留传在日本”的三个理由：

第一，因为弄这些音乐的人，一千二百年以来都是世袭

的，现在日本宫内省中奏乐的人，实际都姓“秦”；因为那时也

有一个时代称中国为“秦”的，所以这些从中国去的人都姓了

“秦”。……这些人在一千二百年前从中国到了日本，就把他

们所擅长的音乐传给了子孙，这样世世代代的传下来一直到

如今。这是中国古代音乐在日本所以能留传下来到现在的

原因之一。

第二，因为日本的皇室向来是用中国音乐，不用日本音

乐的；即在皇室举行重要仪式时，也是用中国的古乐。例如

现在日皇行即位仪式时，还演奏唐太宗作的“太平乐”。自古

代以至于现在，奏唐代音乐者，皇室世世供养在那里，故能流

传到现在。兼以日本皇室自古至今，还是那一系，故其音乐

亦一代代传下来，没有变动。

第三，在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中，藏着许多唐代的乐器，尚

未损坏，好好的保藏在那里，如笙、竽、琵琶、阮咸等。最妙的

是武后则天特送给日本皇室的琵琶和阮咸，还在院中保存

着。不过琵琶的弦子已断，不能弹了；笙同竽的簧已坏，不能

像古代那样配起来。但是他的长和重都知道，若要制造也可

照样制造的。而且正仓院中向有军队守护，即有战争，亦无

妨碍，故能保存下来。平时无聊何人都不准入内，要进去观

览，每年有一定的期限，即从十月一日到十五日，得到宫内省

的许可，可以进去参观。我则自大正七年（1918年）起，进去

把里面的乐器调查过一番，那时我将一千二百年前的箫吹起

来，还能吹出和以前同样的声音。现在日本演奏古乐者所用

的乐器，也是和中国古代拿过的相同的。还有乐谱亦与唐代

相同，在正仓院中保存着。乐谱的纸部分已破烂了，字也模

糊不清了，但还有许多可以看出的。而且奏乐者都有乐谱抄

在那里，与院中所收藏者相同。现在宫内省奏乐之人演奏

时，也就用着唐代的谱。

因此，在田边尚雄的眼里，“日本‘不仅恰似东洋音乐的

博物馆’，而且摄取的是‘东洋音乐’的最优秀部分，所以，从

本质上看，日本人在‘东洋音乐’的研究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地位…日本‘不仅恰似东洋音乐的博物馆’，而且摄取的是

‘东洋音乐’的最优秀部分，所以，从本质上看，日本人在‘东

洋音乐’的研究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田边尚雄在

稍后出版的《現代人の生活と音樂》（東京：文化生活研究会，

1924）一书中，甚至进而提出了“日本雅乐乃是集亚洲音乐文

化之大成”的说法。

细川周平在其《寻求帝国之声——田边尚雄与日本民族

音乐学之创建》的论文中曾就田边尚雄对隋唐音乐的赞美有

如下的评论：“没有任何审美判断是中立的。我相信田边之

所以为唐代音乐的优越性大声喝彩有其两个层次上的原因：

唐乐与日本的雅乐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唐代与后明治时期日

本的可比性。保存在奈良（当时为日本国都）正仓院的公元

七、八世纪的中国和波斯乐器表明了与现存日本雅乐的密切

联系……同时，他也认为唐代的国际性文化应是当代日本文

化发展的楷模。…在田边尚雄看来，东亚的音乐文化在历史

上是互相关联的。如果在1000年前的第一次‘国际化’期间

中国对日本音乐的指导最终以留存在日本的雅乐的形式（东

方文化的综合一体化）得以具体的体现，在第二次‘国际化’

期间，日本难道就不能通过对东西文化的融合反过来引领中

国音乐吗？”

结 语

周作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把日本的中国学分为“求

知”和“实用”两大类。前者虽然“在思想方法上稍有新旧之

分，但是目的在于求知则是一样”，后者“是为实用的，其实用

又是拓殖的准备，所调查研究者大率以经济社会制度为多，

其成绩当然也不坏，可是居心却不可问了”。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田边尚雄的朝鲜、台湾、中国大陆

的音乐考察之旅既不乏“求知”的成分，也饱含“实用”的目

的。田边尚雄是在吉川幸次郎所说的“日本人对中国最不怀

敬意的时期”（1912-1926）来到中国考察音乐的，这注定了

他的考查不可能脱离当时的语境。事实上，日本的帝国殖民

主义扩张政策不但促成了田边尚雄对朝鲜、台湾、中国大陆

的音乐调查，也为他的调查提供了各种便利。如在台湾进行

田野调查时，田边尚雄得到上至台湾总督府下至地方官员警

察和日籍音乐教师的大力协助，在朝鲜调查时，甚至“关于宫

廷乐舞的所有摄影胶片都是由总督直属的电影班拍摄的”。

如细川周平所指出的那样，田边尚雄调查的根本动因是有政

治企图的——即为日本种族及民族文化寻根探源，并为殖民

统治政策的制定提供基本数据。台湾学者王樱芬说得更为

明白，田边尚雄以及后来的黑泽隆朝“所提出的研究成果和

音乐观念往往有意或无意地为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提供了良

好的借口和说词”。

但田边尚雄的朝鲜、台湾、中国大陆的音乐考察之旅也

并非没有达到“求知”的客观效果。首先，田边尚雄对保护李

王职雅乐的呼吁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和朝鲜当局对此乐种

的重视，从而为后世学者研究东亚这一文化遗产提供了条

件。田边氏自己所做的田野工作也为后来学者提供了原材

料。田边尚雄的台湾之行不只录制了原住民的音乐，在他的

田野报告中也含有许多有关汉人音乐、日本人在台湾音乐活

动、艺妓、艺妲等生动记录。为学者提供了1922年台湾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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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宝贵数据。此外，他对于台湾及厦门南管活动的记

录，也无疑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田边尚

雄历年来搜集的中国古代乐籍、音响资料及有关中国音乐的

外文资料也为中国音乐学者提供了方便。田边尚雄去世后，

他的儿子田边秀雄捐赠给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音乐图书

中不仅有今日已很难收寻的“明清时代的珍贵版本……还有

不少中国古代重要的音乐著作”和日本出版的中文音乐书。

田边父子所赠的音响资料保留了“1900年至1930年间采录

出版的中国民间戏曲、曲艺音乐，保留了百年前中国民间艺

人的声音，复现了一个世纪前的社会风情，具有很高的学术

资料价值”。

除了“求知”和“实用”外，田边尚雄的朝鲜、台湾、中国大

陆的音乐考察之旅也起到了“启迪”的作用。以他在北京大

学的讲演为例，他的关于中国古代音乐的世界价值的讲座和

他播放的“唐乐”不仅“感动了听众”（据他自己说：“第二天

起北京街头就几乎看不到写着归还大连、旅顺的标语牌和旗

帜了，这一骤然转变连我国公使馆的人也为之感到惊讶”）

还激发了国人对自己本民族音乐的自信心。作为“在中国学

术讲演中，与人铭感最深的日本学者”之一，田边尚雄的讲

座似乎激起了国人研究国乐的激情。我们虽然没有实际的

证据来确定他的讲座在当时究竟产生了多少直接影响，但是

田边尚雄的讲稿（周作人口译、李开先记录）在1923年7月上

海的《音乐界》刊出之后，上海的《音乐季刊》在同年的8月号

上就登出了区石溪和罗伯夔两人的同名文章《中国音乐源流

考》。次年9月，该刊又发表了宋振海的《中国音乐史略》一

文。特别是后一文章，在批评了学校音乐教师“醉心欧化，数

典忘祖”之后，告诫国人“勿以乐理精微，而生自弃之心，勿以

千年旧物，而蒙自豪之志”。

已有数位学者提到北大国乐研究会的成立与田边尚雄

讲演的关系。如榎本泰子就猜测说，田边尚雄在北大讲演

“那天刘天华也肯定在场。他在1927年8月组织了国乐改进

社，呼吁改革与普及国乐……改进会邀请了蔡元培、萧友梅、

刘半农等担任名誉会员，田边尚雄也名列其中”。田边尚雄

自己也说：“北京大学成立了‘国乐研究会’，要我担任名誉顾

问。‘国乐改进社’准备认真钻研本国古乐，为此决定派遣留

学生去日本研究雅乐”。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正式开办后，田

边尚雄又被网罗为通信员。

田边尚雄在北大的讲演不仅仅是文化和音乐界的一件

大事，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微澜。他的演讲稿《中国古代音乐

之世界价值》的日文讲辞在当月20日就开始刊登在日文《北

京周报》第六十五、六十六号上（1923年5月20日、27日），中

文译文也出现于当月23日的《晨报副刊》上。刊登该讲稿的

还有当时销路甚广的《东方杂志》（1923年5月）等，可见当时

其影响之广。

但国内学界对田边尚雄的论点并非全盘接受，曾在北大

音乐传习所学习并亲耳听过田边尚雄演讲的杨没累

（1897-1928）就写过《评王光祈论中国乐律并质田边尚雄》一

文，刊载在《民铎杂志》第8卷第4期（1927年3月）上。1944

年杨荫浏在其《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中也对田边尚雄进

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但即使是对田边尚雄的观点持强烈反

对态度的杨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在本国有人准备囫囵接受西

方整个的音乐文化的时候，不远的邻邦，倒抢先一步地研究

我国的国乐”这一事实。事实上，田边尚雄及其他外籍人士

对中国音乐的研究不仅给中国音乐学界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也激发了中国音乐学者“夺回失地”的决心。叶伯和在其

1922年自刊的《中国音乐史》一书的《自序》中就流露出这种

发现自家的学问被外人先行处理过，而奋起直追的心理。

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自留地”的入侵，无形中给中国音乐学

界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杨先生还如

“骨鲠在喉”般地提到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研究“是在将我们

的‘军’”。但事实是，自1920年代以降，国内学者研究中国

历史文化，每每陷入发现“自家学问早已被外人先行处理过”

之窘状，国内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再也无法忽视外人的

成果，特别是法国汉学家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民俗学家杨堃

（1901-1997）甚至说“我们在现今来治中国史，若不先知道西

洋汉学界与日本支那学界的动向，那是不及格的”。上世纪

30年代初，王光祈在德国柏林撰写《中国音乐史》时，也在书

首的《自序》中坦言：“时人关于中乐之著作，实以西儒所撰

者，远较国人自著者为多，为精”。至于杨荫浏先生所说的

“我在自己的音乐史著述中一般不引用他们（指田边尚雄等

日本学者）的材料”是否还应被奉为圭皋，当是个值得探讨

的问题。

注 释：

①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笔者日本同事江田朋子（Koda
Tomoko）、内丸敬子（Uchimaru Keiko）的帮助，特此致谢。

② 田辺尚雄《中国·朝鲜音楽调查纪行》，第 316-317
页。榎本泰子著，彭谨译《上海乐人之都:西洋音乐在近代中

国之发轫》（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第79页。

③《中国古代音乐之世界价值》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

10期（1923年），第134-135页。

④《国文系教授会启示》原载于《北大日刊》第 1238 号

（1923年 5月 14日），转引自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

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218页。

⑤ 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

批评》载《音乐研究》2012年1期，第5页。

⑥ 关于荻生徂徕与中国音乐，可参见陈贞竹《荻生徂徕

之音乐认知及其思路特征——从东亚音乐论述的共通主题

“‘古乐复元’谈起”载《关渡音乐学刊》第 9 期（2008 年 12
月）)，第91-112页。

⑦ 之前对中国音乐有所涉猎的日本学者还有内藤虎次

郎、狩野直喜、小川琢洽、滨田耕作、富冈谦藏等，这几位曾于

1910年入华考查学术，与王国维等就戏曲研究交换过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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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207页。

⑧ 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载《华文大阪每

日》1939年第2卷第8期。转引自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

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218页。

⑨ 该书仅笔者见到过的就有：商务印书馆 1937年 5月

首版、7 月漆布烫金精装版、1998 版，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5
版、1967版、1970版、1978版、1988版，上海书店1939版、1984
年版。

⑩ 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

批评》载《音乐研究》2012年1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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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音乐历史发展的某些误解》（载《音乐研究》1988年2期，

第 62-67 页）、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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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耘翻译的《田边尚雄与东洋音乐的概念》一文（载《黄钟》

2010年 2期,第 81-87页）。杨民康在其《论日本民族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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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一书中也提到田边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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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上一幅万花缭乱的音画想

一纸描尽，只能是缘木求鱼，必然挂一漏万。行文的原意只

是想论证我国传统音乐的旋律风格与调式特征，大体受制

于ZYG三种不同的“色分子”的独立呈示或进行各种组合。

这对于从形态上剖析与了解我国的传统音乐，以及创作与

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也许是有益的。不到之处，诚祈批评

指正。

注 释：

① 见百度网“三色”。

② 见刘正维《四度三音列——传统音乐的“染色体”》，

载《中国音乐》，2009年第一期。

③ 此即陕西吕自强先生曾记录过的那首陕西乡下老人

念的《慈生篇》。

④ 2008年2月央视播放的“民歌博物馆”侗族大歌。

1982），页 184。榎本泰子著，彭谨译《上海乐人之都:西洋音

乐在近代中国之发轫》，第79-80页。

 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载《华文大阪每

日》1939 年第2 卷第8期。转引自桑兵《国学与汉学——近

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218页。

 参见祁斌斌《1937 年以前中国音乐期刊文论研究》

（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2010），第54-55页。

 ShuheiHosokawa,“In Search for the Sound of the
Empire: Tanabe Hisao and the Foundation of Japanese Eth⁃
nomusicology”, Japanese Studies, 18.1（1998）:9.

 榎本泰子著，彭谨译《上海乐人之都:西洋音乐在近代

中国之发轫》，第80页。

 田辺尚雄《中国·朝鲜音楽调査纪行》，第318-319页。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之兴起——以北大研究

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

83页。

 杨没累是长沙人，上海南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1921
年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致力中国乐律学研究。杨《评王

光祈论中国乐律并质田边尚雄》一文后收入由其恋人朱谦之

编选，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年出版的《没累文存》卷一上。值

得一提的是，杨文虽然以《评王光祈论中国乐律并质田边尚

雄》为题，但提到田边尚雄的只有几行字（第91页）而且杨没

累的质疑并不正确。感谢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帮助检

索此资料。

 杨荫浏《国乐的前途及其研究》载《中国音乐学》1989

年4期，第15页。此文原连载于1942-1944年间的《乐风》杂

志上。参见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

的批评》载《音乐研究》2012年1期，第13页。

 叶伯和《中国音乐史》（上卷）（成都，1922 年自

刊）《自序》中说：“阅《新教育》载 Leon Lansburg 所撰叙

述中国古代的音乐论文，颇有不满意处，于是就引起了

我写这本册子的念头。”叶提到的 Leon Lansburg（兰卜

士）的文章题为《中国音乐之外论》，1918 年 12 月 15 日写

于纽约，北大《音乐杂志》第 1 卷第 6 期（1920 年 8 月）转

载。关于民国初年海外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刺激，见李孝

迁《“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载《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6 期，第

76-83 页。

 乔建中《杨荫浏先生的音乐之路》载《中国音乐学》

1999年4期，第5-14页。

 李孝迁《“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

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6期，第76页。

 张好礼（杨堃）《中国新史学运动中的社会学派》，《读

书青年》第2卷第4期，1945年2月25日。转引自李孝迁《“他

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载《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社科版）2012年6期，第80页。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收入《王光祈文集·音乐卷》

（上）（成都：四川出版公司巴蜀书社, 2009），第61页。

 乔建中《杨荫浏先生的音乐之路》载《中国音乐学》

1999年4期，第5-14页。

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ङ

（上接第39页）

刘正维: 制约传统音乐风格的“三色论”

··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