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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精神内涵.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国内涌现出大量研究基督教音乐的学术成果,一改几十年前国内对基督教音乐

隔膜的尴尬局面,近年来,基督教音乐研究的角度纷呈,深度不断加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１．西方基督教音乐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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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种既抽象又感性的艺术,有着微妙的感染力和感性的语言,在不同的时代与当时的社

会、文化交相辉映,构成独特的历史文化状态,从而影响着人类文明.音乐以音与音之间的联接或重

叠,产生了高低、强弱、疏密、浓淡、明暗、刚柔、起伏、断连等音效,带给人愉悦感和丰富的想象力,与人

的脉膊律动和感情起伏相呼应,在音乐表演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与听众的个体生命体验产生同构,引发

共鸣,触动听众对现实进行拷问,对人生产生思考,同时通过熏陶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心灵,
带给心灵丰富的滋养.

艺术最突出的功能是提供审美体验,而宗教则使人获得精神上的归宿,宗教音乐更是以感性的音

乐语言传达丰富的精神内涵.与世界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１〕更是一个音乐的宗教,歌唱的宗教,音
乐作品最多,音乐水平发展很高〔２〕,几乎占据了西方音乐史的主体,对西方文化和文明发挥巨大影

响.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对基督教音乐的关注越来越多,从专注西方音乐的音乐界到研究基督宗教

思想文化的学界,从专家学者到博士生研究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基督教音乐不仅对西方音乐史的

发展影响重大,而且是基督教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基督教神学、哲学、艺术、文化等紧密相关,
同时在宗教仪式、信仰表达和固化信仰方面意义非凡.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国内涌现出大量学术成

果,一改几十年前国内对基督教音乐隔膜的尴尬局面,近年来,基督教音乐研究的角度纷呈,深度不断

加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１．西方基督教音乐史话;２．基督教音乐体裁、作品的赏析、作曲家研究;３．
基督教音乐美学和与基督教神学的互动;４．中国基督教音乐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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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探讨的基督教,更准确地说是指基督宗教,包括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在后面的讨论中,会进一步区分说明．
杨周怀 YangHuaizhou２００１:«基督教音乐»JidujiaoYinyue[ChristianMusic],北京 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 Zongjiao

WenhuaChubanshe[ReligionandCulturePress],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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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方基督教音乐史话

基督教音乐史的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数陈小鲁的«基督宗教音乐史»〔３〕和杨周怀的«基督教音

乐»〔４〕两部专著.陈小鲁按照时代顺序,以音乐的风格样式和人物流派为中心构建“音乐史观”,注重

各种流派的源流、种类和沿革,并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梳理,资料翔实,阐述细致,问世以

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基督宗教音乐史»依次阐述了早期基督教音乐、罗马礼仪与单声部圣咏、
中世纪基督教音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会音乐、东正教音乐、宗教改革时期、巴洛克时期、古典乐派时

期、浪漫派时期、以及二十世纪的基督宗教音乐,勾画出一幅完整、精细的基督宗教音乐的历史画卷.
而杨周怀先生则以独到的眼光,精选出基督教音乐史中重要的音乐体裁、特点和问题,不以时代为经

纬,而是就问题本身进行纵向和横向阐述,每一章都自成体系,这与陈小鲁的书写构成反差和互补.
在«基督教音乐»一书中,杨周怀分别论述了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基督教音乐概论、赞美诗、基督教音乐

与民族音乐关系问题、格里高利平咏、康塔塔、圣诞节与圣诞节音乐、管风琴、巴赫和基督教音乐的社

会效应等问题,以精简细腻的笔触对基督教音乐史中的重要问题娓娓道来,把握住了基督教音乐的核

心和主线.除了专著,也有不少关于基督教音乐对西方音乐史影响的论文发表,其中«基督教对西方

音乐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５〕比较详尽地从基督教的音乐经典、音乐理论、音乐形式以及音乐创作

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基督教对西方音乐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梳理出一条西方音乐发展的脉络.
杨周怀在«基督教音乐»中,阐述了基督教音乐对西方音乐的推动作用,世界通用唱名法DOREMI的

发起、多声部和声、男女混声合唱的奠定、美声唱法的发展、管风琴的制作与演奏、五线谱的制定和发

展,甚至数字谱的制定和在亚洲的应用发展,无不与基督教音乐有着深刻的渊源.陈小鲁在«心被感

恩 歌颂上帝———早期基督教音乐史话»〔６〕中,重点分析了早期基督教音乐与犹太音乐及希腊音乐的

关系,认为早期教会时期,耶稣及其门徒使用的音乐是以犹太音乐为基础,并在与希腊化音乐的频繁

交流中形成的.同时,早期教会对古代丰富的音乐遗产采取了认可并折中接受的态度,使基督教音乐

得以传承.«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关系及其对中世纪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７〕认为从公元４世纪基

督教圣咏的产生,到公元８世纪后格里高利圣咏成为西方教会唯一的仪式音乐,从１２世纪起的复调

音乐的兴起,到公元１４世纪后世俗音乐创作的繁荣,无不与世俗权威对基督教的影响相关联,并作出

了详尽的论证.马丁路德不仅是赫赫有名的宗教改革家,而且音乐造诣颇深.在宗教改革中,路德

利用音乐,简化宗教仪式,为改革奏响不同乐章.有不少论文对马丁路德的音乐思想和改革进行论

述,«马丁路德的音乐价值观及其历史意义»〔８〕对路德音乐价值观的神学基础,路德的音乐价值观

及历史实践,路德音乐价值观的思想特征和历史意义进行论述,提出正是宗教改革领袖音乐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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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造就了德国众赞歌与法国、瑞士格律诗篇在音乐风格和艺术性上的差异.同时,路德的音乐价

值观也是其神学的组成部分,其音乐价值观指导下的教会音乐为会众提供了神学滋养和灵修的甘泉.
值得一提的是徐凤林教授的«东正教音乐浅释»〔９〕,是为数不多介绍东正教的音乐成果,弥补了东正

教音乐研究的不足.文章中从五个方面全面介绍了东正教音乐,包括东正教圣歌、拜占庭东正教圣乐

的歌唱方法、俄罗斯东正教歌唱形式的演变和俄罗斯教堂钟声等.

二、基督教音乐体裁、作品的赏析和对个别作曲家的研究

对基督教音乐体裁的研究论文较多,其中又以格里高利圣咏研究的著述成果最丰.格里高利圣

咏又称为素歌、平咏,是以拉丁文演唱的单声部歌曲,追求忠实地表达经文,纯粹是为宗教礼仪所创

作,其旋律超脱、冷静,排除世俗欲念.格里高利圣咏形成后,逐步成为教会唯一的宗教礼仪音乐.在

欧洲曾出现过影响比较大的米兰教会的安布罗斯圣咏、法兰克的高卢圣咏和西班牙的莫萨拉布圣咏,
但除了安布罗斯圣咏以外的其他地方性圣咏或被吸纳入统一的罗马圣咏,或最终消亡;而格里高利圣

咏不仅保存在中世纪作曲家的创作中,而且对后世许许多多作曲家的创作都有所启发.系统介绍其

产生、旋律风格、调式、应用场合和发展的有«西方艺术音乐的渊源———格雷高利圣咏»〔１０〕、«罗马基督

圣咏———格里高利素歌»〔１１〕、«中世纪的天籁———格里高利圣咏»〔１２〕等.«格里高利一世对西方早期基

督教音乐的贡献»〔１３〕则详细阐述了西派教会第一任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对基督教早期音乐的突出

贡献.
对基督教音乐风格的分析也成果颇丰,譬如:«基督教音乐的神圣之美»〔１４〕以威尔第的«安魂曲»

为例,描述了音乐给听众带来的对生命存在、死亡,以及上帝恩典的思索;«拜占庭颂诗研究»〔１５〕则从

拜占庭音乐中为西方音乐艺术寻根溯源,考察了康塔基昂和卡农这两种重要的拜占庭颂诗体裁;«基
督教音乐中的受难曲»〔１６〕介绍了巴赫的宗教音乐思想,分析了其作品«马太受难曲»;«宗教音乐的丰

碑———浅析巴赫‹b小调弥撒›曲»介绍了马丁路德改革思想对巴赫产生的影响,并分析了其晚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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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b小调弥撒»〔１７〕的作曲风格和音乐思想,认为它完美诠释了巴赫关于“音乐是赞颂上帝的和谐的声

音”的创作宗旨.

三、基督教音乐美学和与基督教神学的互动

音乐界和学术界对基督教音乐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程.早期研究对象只笼统地被

称为“外国音乐”,到了９０年代初期,杨燕迪对“西方音乐”进行了学术界定,“特指以基督教文明为基

质发展起来的艺术音乐”〔１８〕,引发了音乐界的关注和讨论.基督教神学与西方音乐关系的研究也逐

渐进入学术视阈.中央音乐学院的李应华在«对“基督教与西方音乐文化问题”的重新思考»中提出基

督教作为西方文明历史的一把钥匙,与音乐艺术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心灵上的联系,并对多个不同

时期、不同音乐流派作曲家的宗教背景和思想进行评述,提出今后的教学和研究中,要加强对各个时

期基督教与西方音乐的关系的观察和分析〔１９〕.高士杰提出要深入基督教教义和神学,从苦难和救赎

的主题解读西方音乐作品,寻找诸如巴赫和贝多芬等作曲家的文化心理根源.«基督教精神与西方艺

术传统»〔２０〕分析了基督教基本教义“原罪”和“救赎”在音乐作品中的体现,认为基督教音乐是“神旨感

召下”的西方音乐,而音乐史家应该回到音乐作品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重建“对象异己的内在

生活”,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和体验西方作曲家们的内在精神世界.周小静在«从信仰和仪式角度研究

基督教音乐»中提出:“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思想,便不可能探究基督教音乐的真谛,所作的分析

仅仅停留在音乐形态层面,与分析其他的题材、体裁的作品没有原则上的区别.〔２１〕”周小静从近

几年中国民族音乐学领域的“仪式音乐研究方法”中得到启发,以天主教的日常弥撒仪式为例提出一

系列全新的研究视角,从信仰的层面寻求音乐各种各样“存在”背后的“应该”.朱苹也对基督教音乐

仪式起源进行辨析,提出音乐是早期基督教为了区别犹太教、吸引教徒而设立的仪式,这显然不同于

传统所认为的基督教的音乐仪式和教义是从犹太教传承而来的观点.〔２２〕可以说,基督教神学和音乐

美学的互动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关注点,研究者逐渐超越音乐技巧和风格的技术评析,追寻宗教

音乐作品散发出来的信仰和思想的光辉.

四、中国基督教音乐研究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景教时期,之后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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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也里可温时期、明清之际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以及１８０７年马礼逊带来的近代基督教的传播〔２３〕.
基督教一经传入中国,不仅带来了信仰体系和与之相依存的思想文化,音乐艺术作为信仰传播和表达

的媒介,也随之进入中国,并开始了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基督教音乐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

基督教音乐研究的关注点和热点.学者们对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四次传播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比较

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卓新平研究员写的«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２４〕、杨和平和王

志芳的«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２５〕、王旋的«基督教赞美诗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２６〕.卓新平

对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现有景教文献«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大秦景教

大圣通真归法赞»进行考证,认为前者为景教赞美诗歌词,即«荣归主颂»最早的中译本,后者为«马太

福音»１７章１至９节经文为依据的景教赞美诗.还提出景教音乐对道教经文和唐朝诗人也产生过影

响.元朝时期,景教音乐对中国的影响随着也里可温教的传播得以再现.天主教主教孟高维诺不仅

翻译«诗篇»和«圣歌»,还收养教习幼童,组成唱经班.明末清初时期,不仅引入古钢琴、管风琴等西洋

乐器,而且传授西洋音乐和乐理,并翻译撰写了书籍和赞美诗集,比较著名的有利玛窦的«西琴曲意»、
徐日升的«律吕篡要»、吴渔山的«天乐正音谱»等.１８０７年马礼逊东来,开启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新

篇章,他编译的中文赞美诗«养心神诗»开启了赞美诗汉译的先河.这一时期,五线谱和乐法也传入中

国,传教士为了传教需要还使用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编译赞美诗集.进入２０世纪,赞美诗中国化

的进程进一步加快,赵紫宸和范天祥合著了«民众圣歌集»,前者用中国传统古诗词进行歌词创作,后
者收集中国民歌作为圣歌主旋律.之后中国基督教会还编辑出版了中国人通用的赞美诗集«普天颂

赞»和«赞美诗(新编)»,使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全新阶段.杨和平和王志芳除了对基督教音

乐的历史进行简述外,还对基督教音乐在中国传播的途径、本土化的进程和传播影响进行了论述.王

旋在论述基督教赞美诗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时,特别提出基督教音乐与中国民族音乐的融合,使
赞美诗的曲调出现中国化和民族化的倾向,以赞美诗为载体的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中国民族

音乐也受其影响,更加多元化,赞美诗的中国化使近代传入的赞美诗更具生命力和活力.基督教音乐

中国传播的历史研究中,景教音乐也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值得一提的是葛承雍教授所撰写的«唐元时

代景教歌咏音乐考述»〔２７〕和杨民康教授撰写的«中国古代基督教(景教)音乐传入史纲»〔２８〕.葛承雍教

授勾勒了唐元时期景教教会咏唱音乐传播的大致面貌,论证了基督教东方教会礼仪经文和音乐传统

源于叙利亚的观点,并通过分析比较唐代景教、袄教、摩尼教的颂赞音乐,推断唐玄宗有可能汲取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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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yingxiang[TheSpreadingofChristianHymnsintheLateModernChinaandItsInfluences],«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Huangzhong(ZhonguoWuhanYinyuexueyuanxuebao)[TheYellowBell(TheJournalofWuhanConservatory)],(Supplementary
Issue)２００６:６３Ｇ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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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纳入道教音乐仪制.杨民康教授则从仪式音乐的角度对景教仪式、程序和仪式音乐的内容进行

详尽的描述.
近代以来,基督教音乐在中国传播经历了本地化、民族化和中国化的过程,这也成为研究的热点.

对于基督教音乐本地化的研究有对北京、上海、温州、江苏常熟地区、哈尔滨、辽宁省、闽南地区等教会

基督教音乐特点的评述〔２９〕;基督教音乐民族化的研究有针对景颇族基督教音乐、云南少数民族基督

教音乐文化、内蒙古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的研究〔３０〕;也有对民国前和当代基督教音乐中国化路径的

研究〔３１〕.

黑格尔曾说过:“艺术到了最高阶段,是与宗教直接相联系的.〔３２〕”基督教音乐作为基督教的有机

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也对我们的心灵产生着震撼和冲击.纵观３０年来中

国大陆的基督教音乐研究,无论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谓精彩纷呈.但是,今
天的基督教音乐研究更应该是跨学科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只有吸收宗教学、音
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才能推进基督教音乐研究的深入化和

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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