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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廣、湖南、江西之間，有五大山嶺東西橫亙其中；山嶺南北兩地

自然分隔成兩大地塊，並在悠長的歷史過程中塑造出同中有異的文明，共

同形成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考古發現說明，嶺南古文明根在大陸，是

中原文化的延伸。進入歷史時期之後，嶺南的獨特地理條件逐步描繪出這

地塊的人文及社會格局，最終形成與中國北方文明有別的嶺南文化。

嶺南位處亞熱帶，氣候宜居；平原廣闊，物產豐沛；海岸線東西綿延，

盡收漁鹽之利。此地匯聚三江，交會成中國三大水系之一的珠江；支流繁

茂，育人潤物。珠江南接大海，面向四方，是中國古代中外海上交通的樞

紐。珠江三角洲廣納海外文明，培養出嶺南兼收並蓄、開放包容的地域 

性格。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平定南越，設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自此

嶺南地域納入中國大一統王朝的版圖。中國歷史上，北方地區不時遭受外

族入侵，難免顛沛流離之苦；嶺南則長年安定富足，吸引大量中原氏族移

居至此開基立業；形成廣府、客家、潮汕、雷州四大嶺南民系；並發展出

獨特的語言、藝術、音樂、飲食、民俗等文化。

隨着文明演進，航海技術逐步拉近海國之間的距離。嶺南重鎮廣州位

處珠江下游寶地，兼得江海之利，自漢代以來一直是中國對外通商的第一

口岸，地位至清代而極盛。廣州匯通天下，以商業利益薈萃環球文化；嶺

南在西方文明的長期滋養下，成為中國別樹一幟的文化板塊。在中國近代

化的進程中，嶺南率先在政治、經濟、科技、教育、宗教、藝術等方面汲

取西方文明的精華，成為中國最擅於與西方對話的文化地塊。

推 薦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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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證明，嶺南的地理條件確實有其獨特的優勢 , 因此造就了廣州的千

年繁華和澳門跨世紀的中西情緣，香港和深圳在過去百年先後崛起成為全

球矚目的世界級都會。在多元多變的文化影響下，嶺南地域的生活面貌也

不斷展現豐富的色彩；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宏大格局之中，今日的嶺南地域

已經從點伸延至線和面，在嶺南文化的根基上將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建設成

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是國家發展藍圖的一項重大

戰略部署，也是嶺南千年文化在充滿機遇的二十一世紀的一次歷史性蛻變。

在古今新舊的激盪之中，嶺南文化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和關注；有見及

此，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推出「圖解嶺南文化」系列，以繪圖配合文字和

照片，深入淺出，通過專家學者的專業導賞，以文物解說嶺南歷史上的建

築、民俗、書畫、戲曲、音樂等文化主題，引動今天的讀者尤其年輕一代，

透過這場尋根之旅，去尋覓那份時空交錯的歷史感，並細心聆聽這些文化

精華背後觸動人心的嶺南故事，更好地理解當下、擁抱未來。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學術及對外關係）、歷史系教授

劉智鵬

202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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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的戲曲與音樂門類眾多，精彩紛呈，其中的粵劇和廣東音樂，與

嶺南畫派並譽為「嶺南三大藝術瑰寶」。廣東音樂在民國時期曾一度被稱為

「國樂」，粵劇在 2009 年 9 月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物質文

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這是中國「申遺」成功的第二個中國劇種。

從先秦時期模仿宮廷的戲舞，到祭神活動的儺舞百戲；從古雅輕婉的

潮樂，到雅馴高朗的漢劇；從高台大班的雷劇，到粵調的民間說唱曲藝；

從粵方言演唱的傳統戲曲，到廣為傳唱的粵語流行音樂……嶺南戲曲和音

樂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不斷演變，這與廣東的對外貿易有着深刻的聯繫，體

現了嶺南文化的開放性、創新性和民族性，一度引領中國藝術的潮流。

在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時光。那時的音樂教育很

匱乏，我萬分感謝音樂老師選我參加學校合唱團，從而開始了人生的音樂

啟蒙。長大以後才知道樂感和美感是需要從小訓練和熏陶的，希望讀者朋

友們都可以接受系統的戲曲、音樂教育。 

嶺南戲曲與音樂經歷數千年的發展才呈現出如今的模樣。我無法在這

個讀本中一一細數，希望拋磚引玉，令讀者朋友對中華民族的傳統戲曲、

音樂及其在嶺南的發展演變過程更感興趣，從而更加熱愛這片土地和感恩

那些曾經為之奉獻的人們。最後，再次誠摯地表達我的謝意，本書不足之

處，敬請賜教！

黃勇

2020 年 1 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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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時期的
戲、舞、樂

嶺南戲曲可以追溯到嶺南原始部落的歌舞，它直

接來源於嶺南先民的巫術、祭祀、戰爭、生產和生活。

嶺南地區從商朝開始出現許多小方國，受到中原文化的

影響，其統治者開始模仿宮廷中的戲、舞、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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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歌舞是部落的狂歡

嶺南地區早期的歌舞來源於當地部落的祭祀

舞蹈。從西漢南越文王墓出土的一隻銅提桶上，

我們就可以看出原始部落的舞蹈是怎樣的。

銅提桶上的「羽人船圖像」紋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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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銅提桶的腹部紋飾可以看出這是一幅「羽人船圖像」：

四艘首尾相連的船組成一支船隊，首尾各竪兩根祭祀用的羽旌，船

上有三根檣桅和瞭望台。每艘船上有五名穿戴羽冠羽裙、手執兵器的

武士，其中一人立於船頭，右手持弓，左手執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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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艘船的瞭望台上的羽人頭戴矮冠，左手持靴形鉞，右手拿着首

級，應該是主持祭祀的首領。船首有三個人物，第一人右手持弓，左手

執箭；第二人坐在鼓形座上，一手拿着短棒做出敲擊的動作，一手扶着

一個物件；第三人左手抓住一個裸體長髮的俘虜，右手持短劍。

提桶紋飾上的這些「羽人」實際上是南越先民。這幅圖描繪了一個

嶺南原始部落，為了祭祀河神或因水戰而殺俘的場景，參加祭祀儀式的

武士們盡情地舞蹈，精神亢奮。畫面表明，嶺南在西漢之前其實已經有

粗具歌舞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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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舞、羽舞和建鼓舞

從銅提桶的紋飾上來看，嶺南的原始舞蹈

可分為武舞、羽舞和建鼓舞。

武舞，是在郊廟朝饗的祭祀儀式上跳的舞

蹈，舞者手裡拿着武器來炫耀武力。銅提桶紋

飾上的武士都手執兵器，並且手舞足蹈。這

足以證明嶺南先民在祭祀儀式上會跳武舞來

慶祝。

銅提桶上的武舞場景

建鼓舞，其實就是祭祀儀式上邊擊

鼓邊跳的舞蹈。嶺南河涌密佈，祭祀活

動的場地便從陸地轉移到船上，武士們

會在船上跳起建鼓舞。圖中描繪出羽人

坐在銅鼓上做擊打物器的動作，可見建

鼓舞早期在嶺南地區也廣泛流行。

銅提桶的殺俘及羽舞場景

銅提桶上的羽人坐銅鼓像

嶺南的羽舞與中原稍有不同，畫面

中的武士穿戴羽冠和羽裙，圍繞着俘虜

跳舞是為了展示自己的勇武，更像是為

了慶賀戰爭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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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關曲江石峽遺址 
出土的陶罐殘片

石峽遺物上起舞的女子

在韶關曲江石峽遺址出土的一塊陶罐殘片

上發現，它上面有五個原始人類手拉手翩翩起

舞的生動場面，其中一名女子頭束長髮，一邊

跳舞一邊歌唱。這說明新石器時代末期，嶺南

先民就已經跳起了反映日常生產、勞作的原始

舞蹈。當時的人們為配合舞蹈還會拍腿頓足、

呼號喊叫，形成了配合原始舞蹈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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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鳴鼎食」的貴族生活

嶺南地區從商朝開始出現許多小方國。當時

惠州博羅一帶有「縛婁國」，在雷州半島及海南島

有「儋耳國」和「雕題國」等小方國。

儘管這些小方國遠遠不及中原的超級大國，但

生活在這裡的「國主」仍然模仿和追求中原「鐘鳴

鼎食」的貴族生活。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他們也開

始模仿中原宮廷的戲、舞、樂。

博羅縣公莊鎮陂頭神村
出土的春秋時期銅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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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博羅縣、羅定、

清遠、肇慶等地陸續出土了春秋戰國時期的

甬鐘、鉦、錞于、鐸等用於宮廷舞樂的樂

器。這些出現在嶺南大地上的樂器，彷彿告

訴我們在那個遙遠的年代，小方國內已經出

現了宮廷宴會以及與之相應的戲、舞、樂。

博羅縣橫嶺山
出土的銅甬鐘

在博羅縣石灣鎮鐵場村 
出土的戰國銅甬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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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音宮的南越舞者

公元前 204 年冬天，趙佗建立了南越國。他在宮

署的西南面建起了一座華音宮。在這座宮殿裡，會舉行

一些樂舞表演以款待中原的來使。由於受到南越當地

的一些舞蹈的影響和滲透，華音宮裡除了會表演一些中

原樂舞之外，還會表演一些來自民間的「越式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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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音宮中起舞的舞者

「華音」二字，可以理解為「華夏

之音」。也許趙佗遠離故土，太想聽

到中原的華夏之音了。所以，趙佗就

將這座宮殿命名為「華音」。漢代的

宮殿，考古中還未發現有取名「華音」

的，所以它應該算是南越國的「創新」

之舉。

西漢南越文王墓出土了一枚圓

雕玉舞人。舞者梳着螺髻，身穿長

袖衣，衣裙上刻有捲雲紋，左手上揚

至腦後，長袖下垂，右手向側後方甩

袖，頭微左偏，嘴巴微微張開，像是

在唱歌。

南越王宮署遺址出土的 
帶「華音宮」戳印的陶器殘片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圓雕玉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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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南越文王墓中還出土

了另外五枚玉舞人，其中一枚玉

舞人表演的舞蹈和漢代的「沐猴

舞」十分相似。

東側室出土的三枚玉舞人應

該是根據第二代南越王趙眜最寵
愛的女子形象來雕刻的，而西耳

室出土的兩枚玉舞人則有可能是

宮中舞女的形象。

考古人員在西漢南越王宮署

遺址發現了兩塊刻有「官伎」字

樣的瓦片殘件。古代稱以歌舞

為業的女子為「伎」，這兩塊「官

伎」瓦片殘件便證明南越王宮

中確有專門為宮廷歌舞演出的

女子。

西漢南越王宮署遺址出土的「官伎」字樣瓦片殘件

西漢南越文王墓東側室 
出土的一枚玉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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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會跳甚麼舞蹈？

這些曾經在華音宮為南越王舞蹈的女子跳

的多半是「鐸舞」和「拂舞」等。鐸舞是拿着鐸

起舞，舞者會根據宴會主題不同而選擇不同的

鐸：文事就持木鐸跳舞，武事則持金鐸跳舞。

從存放在南越王博物館的「王」字銘銅鐸推

測，舞者會在宮廷宴會上進行鐸舞表演。

除了中原的漢式舞蹈，民間的「越式舞」

在南越國的影響也很大，所以宮廷舞蹈中也會

表演「越式舞」。

「王」字銘銅鐸

南越文王墓東耳室銅紐鐘出土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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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文王墓出土的石編磬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樂器按照材質可以分為金、石、陶、絲四類。

樂器中除了一套鈕鐘和一套甬鐘外，還有一套句鑃。這套銅甬鐘一

共五件，每件甬鐘都有正鼓音和側鼓音，七個音階都齊全，是南越國自

行鑄造的。句鑃則是倒插在座架上，用木棍敲擊演奏。這組句鑃器身上

刻有「文帝九年樂府工造」篆文，說明這是公元前 129年南越國管理音

樂的官署「樂府」中的工匠在番禺（今廣州）鑄造的。

為舞人伴奏的樂器

銅紐鐘的正確懸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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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裡還出土陶響魚九件，陶響盒七件，這兩種腹部中空的樂器內裝

有砂礫，在舞蹈的時候用來打節拍，類似今天的「沙錘」，紋飾上具有

南方特色的幾何印紋。此外，陪伴南越文王趙眜的還有兩套石編磬，其
中一套有八件，另外一套有十件。

陶響盒

陶響魚



17

趙眜似乎很喜歡絲弦樂器，東耳室的陪葬品裡有七弦琴一張、十弦
琴三張和五弦琴六張；西耳室也有五弦琴、六弦琴各一張，從出土的瑟

枘的製作工藝來看，南越國琴和瑟的製作已經十分精美。

瑟枘 隱間

面板
中尾嶽
內尾嶽

外尾嶽

側板

弦孔
首嶽

首尾

瑟的各個部分位置示意圖

瑟枘是繫弦的配件，南越文王墓出土的瑟枘呈博山狀，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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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遠古的雷儺戲

雷州半島自古便多雷電。雷電是先民們十分懼怕又無法抵抗的一種神

秘力量，所以他們崇拜雷神。他們認為雷鳴和電閃是雷神發出的號令，漁

獵農耕等一切活動都要遵從雷神的旨意。因此，他們會進行對雷神的祭拜

活動，雷州一些儺舞和百戲正是從祭雷活動中演變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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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雷神的祭拜

這首雷州古代民謠彷彿讓我們回到遠古的現場，和雷州先民們一起

目睹雷神的巨大威力。「細細」在雷州方言為閃閃之意；「尖尾螺」是形

容如螺紋狀的巨型雲雷閃電。原始先民為了祭拜雷神，會舉行一些祭拜

雷神（以下簡稱「祭雷」）的儀式，雷州一些民謠、儺舞和儺戲就是從這

些祭雷的儀式中演繹出來的。

天細細，尖尾螺，跤上銀樹摘銀茶；
銀茶生將生累累，咱家人家都煲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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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末清初，這種以鼓為伴奏的樂舞演變成了「雷州換鼓」，成

了祭雷習俗中主要的祭祀儀式。換鼓這一天，官民們會齊集雷祖祠前，

為雷神新供一百多面大鼓，鼓手會敲擊這一百多面大鼓，以銅鑼和銅鈸

伴奏，進行大演奏。在擊樂聲中，巫師和道士會跳起各種奇異的舞蹈，

或念念有詞，或引吭高歌；還有善男信女組成的祈禱儀仗隊載歌載舞，

酬謝天雷。

明末清初的詩人屈大均就記錄了雷州人民每年有「二月開雷」「六

月酬雷」「八月封雷」三次雷神祭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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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祭雷儀式的雷儺舞

嶺南地區最具代表性的樂舞就是從祭雷儀式而來，並延續至今的雷

儺舞。

每年正月十三日（也有選擇正月二十八日或農曆二月初十），人們

會跳雷儺舞祭祀雷神。雷儺舞的「主角」是雷公與五雷公將，演出時人

們抬着雷公的神像，戴着雷公與五雷公將的儺面具，穿着五色衣服。雷

公的神像左手拿鑿，右手舉斧，像是指揮扮演雷公和五雷公將的舞者到

各家各戶「驅鬼遣災」。周圍的人們一邊唱歌呼叫一邊手舞足蹈，祈禱

雷神賜予風調雨順，庇佑百姓平安。

直到今天，雷州半島的松竹、南興、白沙、附城、沈塘、太平、舊

縣等地仍然保存祭祀雷神的儺舞習俗，其中雷州市松竹鎮山尾村的雷儺

舞還遺存一首祝贊雷神的歌謠：

五方五雷英雄將，奮威武揚懲邪蹤；
不許徇私受賄賂，驅遣災邪一掃完。

雷儺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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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邪逐疫的雷儺舞

雷州半島地域遼闊，雷儺舞因為各地的習俗不同又演變出多種名稱

和形式，主要有「舞戶」「考兵」「走清將」「打將」等，其「主角」都是雷

公與五雷公將。

「舞戶」是指所有舞者到各家各戶驅邪逐疫；「走清將」是指儺舞當

中的「主角」五雷公將，到各家各戶清除邪惡；「打將」是表演儺舞時，

圍觀群眾在旁邊吆喝助威，驅逐邪惡；「考兵」是指表演儺舞前由道士

按法令操練雷將，「考兵」又分為兩種，一種是以英雄神將為主的「考兵」

儺舞，一種則是以五雷公將為「主角」的「考兵」儺舞。

雷儺舞的表演主要是為了祛除邪祟，利用雷公和天將的「身份」將

災禍邪惡從家裡驅逐出去，保佑一方百姓的平安。

湛江麻章區湖光鎮東嶺村的「考兵」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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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漢開始，儺戲與百戲融合成了「儺百戲」。「舞二真」就是中

原民俗文化南移的典型。「二真」相傳為中原的神將「地祇承天車元帥」

和「地祇副司麥元帥」。一千多年來，吳川「舞二真」嚴格按照祖傳的

七十二句口訣和套路進行表演。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套面具、服裝、

刀、鉞等道具是從明代洪武八年（1375）流傳至今。

吳川博鋪鎮的「舞六將」是雷神儺舞和英雄儺舞的融合。傳說北帝

部下有六大元帥：趙公明、馬華光、關雲長、張節、辛環和鄧忠。演

出時人們用神轎抬着北帝的神像，在儀仗隊和六位扮演北帝部下元帥

的舞者的簇擁下遊神，每到一處都必須演「舞六將」來辟邪驅災，保佑

人壽年豐、國泰民安。

「跳花棚」又稱跳棚舞，是一種表演時戴着面具的儺舞。「跳花棚」

起源於福州，在明末傳播到化州，與當地的儺戲結合在一起。如今的

「跳花棚」已和民間信仰活動沒有聯繫，體現的都是它的舞蹈藝術形態，

表演也更加舞台化，人們都將它當作一種舞蹈藝術來看待。

廣府地區的人們認為「冬大過年」，而化州人的習俗則是「跳棚大

過冬」。「跳花棚」表演分為接神、安座、開棚門、小孩兒、道叔、秀才、

後生唱歌、依前、陳九、鋤田、釣魚等十八科（場）進行，內容都是反

映祈求平安、驅邪鎮惡、迎祥納福等美好願望的。

無論是甚麼形式的儺戲表演，都具有高亢雄壯的特點，容易引發

群眾的共鳴。同時，為了讓大家聽得明白，唱詞大多質樸純真，好聽易

懂。這些鮮明的藝術特點也是儺百戲能夠深受百姓喜愛，植根於這片

土地的重要原因。

「新移民」與本土的結合—儺百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