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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铜鼓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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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铜鼓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古代文化的共同载体之一，自春秋时期铜鼓在云南由铜釜脱胎之

后，于滇池地区逐渐发展成熟，继而传播到越南和川、渝、黔、桂、粤、琼等地，然后再传播至东南

亚诸国。20世纪以来这些地区先后出土了大量铜鼓，这些地区基本上属于壮侗语族（侗台语族）生活

的地区，铜鼓本身寄寓了丰富的稻作文化信息，在各地有着大致相同的社会文化功能，至今还不同程

度存在着活态铜鼓文化。从文化圈的概念研判，上述地区可以看作是铜鼓文化圈，这一文化现象说明

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自古以来便有着密切的文化与技术交流。 

关键词:铜鼓；文化功能；文化圈；稻作文化；壮侗语族 

 

覃乃昌先生在 1999年第 4期《广西民族研究》发表了《“那”文化圈论》，在文中他指出“那”文

化圈涵盖的地区有铜鼓文化。
[1](P41-43)

 覃乃昌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很有启发，后来笔者在《越南东山铜鼓

再认识与铜鼓分类新说》一文中提到过“铜鼓文化圈”的概念，
[2](P77-83)

但没有加以论述。最近我们对

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 

最早提出“文化圈”这个概念的是莱奥·弗罗贝纽斯(1873—1928)，他在《非洲文化的起源》这

一著作中提出“西非文化圈”以及若干属于这个文化圈特有的文化元素。后来德国人弗里茨·格雷布

内尔（Fritz Graebner,1877-1934）对“文化圈”做了系统的从理论到方法的论述。简单地说，所谓

“文化圈”，就是根据一定数量的特定的文化元素（5个以上）对文化所进行的圈层划分。
[3] (P132)

 

铜鼓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古代文化的共同载体之一，自春秋时期濮越在云南万家坝完成了由炊具

到铜鼓的转变之后，在滇池地区和越南东山地区逐渐发展成熟，然后传播到川、渝、黔、桂、粤、琼

等中国南方诸省以及东南亚诸国，20世纪以来这些地区先后出土了大量铜鼓，这些地区基本上属于壮

侗语族（侗台语族）生活的地区，铜鼓本身寄寓了丰富的稻作文化信息，具有大致相同的社会文化功

能，至今还不同程度存在着活态铜鼓文化。下面我们从七个方面研判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是否存在一个

“铜鼓文化圈”。 

 

一、铜鼓分布地区集中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 

蒋廷瑜先生在《古代铜鼓通论》中，详细记载了中国南方和东南亚铜鼓分布与出土的情况。
[4](P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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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的研究，中国铜鼓主要分布在南方，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市都有大

量铜鼓出土。 

云南是铜鼓的发祥地，滇池周围是古老铜鼓最集中的地区，楚雄、祥云、昌宁、弥渡、晋宁、江

川、广南、曲靖等地出土了许多汉代及汉代以前的铜鼓，包括万家坝型鼓（先黑格尔Ⅰ型）和石寨山

型鼓（黑格尔Ⅰ型），还有西盟型鼓；贵州铜鼓分布很广，遍及贵阳、遵义、安顺、毕节、兴义、黔南、

黔东南、六盘水、铜仁等九个地区，以黔南、兴义、安顺、贵阳四个地区最多。出土过遵义型鼓、麻

江型鼓（这两种类型外国学者都划为黑格尔 IV 型）。四川西自安宁河、大渡河上游，东北至嘉陵江流

域南部阆中等县都有铜鼓；重庆铜鼓主要分布在乌江流域和綦江流域；与其他地方相比较而言，广西

出土铜鼓的地方非常多，桂东北自贺州、昭平、蒙山以南都有铜鼓出土，桂西至西林、那坡等地均有

铜鼓出土。出土铜鼓最密集的地区是桂东和桂中地区，尤其以玉林、贵港、北海、钦州、柳州、南宁

和梧州为多。不仅如此，广西各地博物馆收藏的考古出土的铜鼓数量也较多，铜鼓的类型也是最全的，

涵盖了黑格尔Ⅰ、Ⅱ、Ⅲ、Ⅳ型鼓和中国铜鼓学界分出的八种类型，其中的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

型三种类型更是以在广西出土的地名命名。广东考古出土的铜鼓被收藏在广东多地的博物馆中，但从

出土铜鼓的地点来看，主要集中于北江以西地区，尤其是与广西毗邻的廉江、高州、信宜一带最多，

湛江、茂名、阳江也常有古代铜鼓出土，仅 1950年以来出土五六十面之多；海南在琼州、文昌、万宁、

陵水、澄迈、昌江和东方等县都有铜鼓出土。 

与中国毗邻的老挝、越南、泰国、缅甸和柬埔寨都有不少铜鼓，再远一些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也有铜鼓出土。其中以越南为最多，越南最为著名的“东山铜鼓”就是由发源于云南滇西地区的万

家坝型铜鼓沿红河流域南下，在越南北部与越南本土的青铜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除“东山铜鼓”外，

越南也出土了少量黑格尔Ⅱ型铜鼓和类黑格尔Ⅱ型铜鼓。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也出土过黑格尔Ⅰ

型铜鼓，而老挝、缅甸、泰国交界地区及云南南部铜鼓大多为黑格尔Ⅲ型鼓（中国学者称西盟型鼓）。

印度尼西亚除了黑格尔Ⅰ型铜鼓外，还有一种莫科鼓，鼓身修长，图案极具特色，风格迥异。 

 

二、中国与东南亚有着与铜鼓密切相关的文化与技术交流 

早在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在《新乐府•骠国乐》中记载了唐贞元十七年（公元 801年）骠国(缅

甸)到长安献乐的情景：“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德

宗立仗御紫庭，黈纩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纹身踊。”表明当时缅甸在与唐朝的交往

中就有关于铜鼓文化方面的交流。明末张燮《东西洋考》载：“铜鼓即今华人所有者，诸国以爪哇为最，

振响遏云，价值可数十金。”在文郎马神（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部马辰一带）条又说,“入山深处

有村,名乌笼里弹……夷人携货往市之，击小铜鼓为号。”说明至迟在明代，中国大陆去印尼做生意的人

中就有使用铜鼓。 

近现代仍有中国铜鼓在东南亚流动。据蒋廷瑜先生的研究，“新加坡林徐典博士家藏 2鼓，陈之初

香雪斋藏 3 鼓。林氏藏鼓，其有青蛙塑像者是其先人购自沙劳越；另一鼓则先由中国海南林姓，从官

广西者，带至文昌，后经其尊人携来新加坡，实是中国之‘出口鼓’。陈之初 3鼓都是黑格尔Ⅲ型,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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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缅甸或泰国传入的。”
[5]
我们在 2003年做了 56面越南铜鼓（样品由越南学者叶挺花提供）的铅同位

素考证[6]，结果发现其中有 6 面越南铜鼓的矿料，来源于中国，同时我们也通过铅同位素数据库，检

索到出土于广西贵港的 1 面铜鼓，其矿料来源于越南，笔者咨询了铜鼓专家蒋廷瑜先生，他记得贵港

这面铜鼓的形制是越南“东山型”。这一事实说明古代中国南方和越南有密切的铜鼓文化的交流，互通

有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2](P77-83) 

 

三、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铜鼓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功能 

1.作为鼓乐的铜鼓 

铜鼓的乐器功能在中国很多的史书中都有记载，如宋代的《太平御览》和《文献通考》，铜鼓被收

在乐部。唐代的《新唐书·南蛮列传》则载有唐代东谢蛮宴聚时，“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以为欢”。
[7]

铜鼓可能自产生之日起，就被用于一些欢乐的场合。例如在云南楚雄万家坝的早期墓葬中，考古学家

发现了一同埋在腰坑内的铜鼓（1面）和铜编钟（一组 6个）。铜鼓和编钟的共同出土，表明当时铜鼓

与编钟可能已经互相配合，作为乐器供上层人士享用。而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汉墓中，考古学家则发

现了铜鼓与葫芦笙共存的场景，这也表明铜鼓在汉代也曾被作为乐器使用。在云南石寨山汉墓出土的

铜鼓形贮贝器上，更是印铸了一组打铜鼓娱乐的场景。不仅如此，清代《广西通志》有记载：“思恩瑶……

岁首祭先祖，击铜鼓跳跃为乐。”乾隆《庆远府志》记载：“瑶、壮俱尚铜鼓，而所用之时不同，有用

之于吉礼，有用之于凶礼。南丹惟丧事用之，犹须吉日，可击则击，不可击则止”。这些方志的资料也

说明在清代广西地区的壮族和瑶族也将铜豉作为乐器使用。 

2.用于赛神和祀神的铜鼓 

《宋史·蛮夷传》载有生活在贵州的一些民族生病后不是抓药看病，而是“但击铜鼓沙锣以祀神鬼”，
[7]期望通过铜鼓的魔力来驱赶鬼神，使患者痊愈。这种通过敲击铜鼓来驱鬼以治病的方法在现在老挝

的克木人中仍然盛行。我们 2007年在老挝克木寨调查时，正逢一位久病不愈的老妇人，她儿子用重礼

请出铜鼓，在举行盛大的仪式后的一个月内，任由村里人和村外来客敲击铜鼓，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

来驱赶恶鬼。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M12:26)盖上也有用铜鼓祀神的场景，在贮贝器盖上展示的人祭中出现了多

面铜鼓，有些铜鼓与錞于被悬挂于同一架上，一男子正手持槌棒敲击铜鼓。以铜鼓赛神在楚地非常盛行，

唐代温庭筠、许浑等人的诗“铜鼓赛神来，满庭幅盖徘徊。”，“瓦尊迎海客，铜鼓赛江神”，“家家扣铜鼓，

欲赛鲁将军”，[8]就是对当时铜鼓赛神的描绘。广西的花出岩画上也保留有敲击铜鼓赛江神的场景。 

可见，无论是中国南方还是东南亚使用铜鼓的民族，他们都普遍认为借铜鼓之声或铜鼓的纹饰可

与神灵沟通。 

3.作为军鼓指挥战阵 

用铜鼓以指挥军阵古已有之。早在唐代的文献《唐云典•武库令》中就载有“凡军鼓之制有三：一

曰铜鼓，二曰战鼓，三曰铙鼓”。其中铜鼓“盖南中所置”，说明这里所谓的铜鼓是来自于南方的铜鼓。

晋人裴渊的《广州记》则有“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这里的鼓也是铜鼓。唐朝著名诗人李贺（79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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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家洞》描绘了黄峒土兵手持石镞，在铜鼓的击鸣中摇幡呐喊，将官军杀得伏尸遍野的战争场景：

“雀步蹙沙声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镞。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箙。彩巾缠踍幅半斜，溪头簇队

映葛花。山潭晚雾吟白鼍，竹蛇飞蠹射金沙。闲驱竹马缓归家，官军自杀容州槎。”在红水河流域的

壮族民间也流传类似的传说。[9](P238)  

4.作为权力象征的铜鼓 

在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 19面铜鼓、6面铜鼓形贮贝器和一些具有铜鼓形状的

装饰器，这些器物不仅铸造工艺精良，而且纹饰繁缛。在出土的铜器上一个杀人祭祀铜柱的场景中，

祭台上更是挂着 16面铜鼓，可见当时铜鼓的社会功能已发展成为权力的象征。在隋代的一些南方民族

中，“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隋书•地理志》），到了明代，更是“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

王。”（《明史 •刘显传》）。 

正因为铜鼓曾被作为权力的重器，所以铜鼓的体形也被铸得越来越大，出现“鼓唯高大为贵”的现

象，如北流型、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都具有体形硕大的特点，被誉为世界铜鼓之王的广西民族博物

馆馆藏 101 号鼓面径更是达 165 厘米。可以想像，若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悬挂于堂上，定能令人望而

生畏。 法兰克(M.FRANK)的研究也表明，克木人在缅甸和泰国工作期间，他们会得到一笔很少的年薪，

这些钱待工作结束后一次性付清，在回老挝前，大多克木人会用这笔钱购买锣、铜鼓、布和银器，因

为这些东西会让他们在回到老挝的村子后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10](P61-69) 

5.财富的象征 

铜鼓历来就是价格昂贵之物，《唐书•南蛮传》载：“赏有功者以牛、马、铜鼓”，表明当时的中央

王朝曾将铜鼓赏赐给南方民族的有功者。而在老挝，英国人也曾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将铜鼓赏给老挝

当地人。 

不仅如此，历史上铜鼓的价格也是惊人，据《明史•刘显传》，一面声音宏亮的好铜鼓，甚至可以

换上千头牛，即使声音略差的铜鼓也能换七八百头牛，当然这或许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却也表明当

时的铜鼓确实是财富的象征，唯有富人才能拥有铜鼓。晋朝裴渊在《广州记》中则记载有俚僚铜鼓时，

一些富豪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留遗主人也。”在广西天峨县都隆屯，自该屯的创始

人宁仕荣率族人迁至都隆后，便购买了 12面铜鼓，成为当地最大的一个族群，这些铜鼓也成为宁氏家

族强盛的标志。对于老挝的拉棉人来说，铜鼓既是财富的象征，同时也是富人装载财宝的“聚宝盆”。

在缅甸的一些克伦族中，铜鼓经常被当作赎金和聘礼。 

正因为铜鼓如此贵重，所以统治者死后也要把铜鼓带到阴间去，从考古发现铜鼓的情况来看，凡

地下出土的铜鼓，大多发现于大型墓葬之中，如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等均出土

有铜鼓，这是古代民族统治者或富有者使用铜鼓陪葬的直接证据。虽然从未在墓葬中发现黑格尔 III型

鼓，但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缅甸克伦人和老挝克木人均有从铜鼓上敲下一小块鼓陪葬的说法。 

 

四、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地区依然存在活态铜鼓文化 

活态铜鼓文化依然存在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虽然分布的地区有所缩小，但依然有两块较大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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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存在铜鼓习俗的区域。一片是红水河流域包括其上游南盘江、北盘江流域，向南通过右江河谷、云

南文山地区，再经哀牢山脉延伸到越南北部；另一片是缅甸、老挝、泰国交界地区向北延伸到云南佤

族地区。生活在这里的壮族、布依族、水族、侗族、泰族、苗族、瑶族、彝族、佤族、克木人、芒族、

布标人、克伦人等都仍在使用铜鼓。 

如水族在过端节和卯节时必定要敲击铜鼓作乐。红水河流域壮族过蚂拐节更是离不了铜鼓，蚂拐

节主要流行于广西的东兰、巴马、凤山、天峨等县，一般以一个自然村或相邻的几个自然村联合举行，

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或初二开始，结束时间不尽相同。各地的主要仪式程序分为找蚂拐、孝蚂拐和葬

蚂拐三个阶段，活动结束后，多会举行蚂拐歌会，天峨都隆县六排乡云榜村在葬蚂拐后，还会举行系

列蚂拐舞表演。举行蚂拐节的必备条件是要有铜鼓，若是哪个村寨没有铜鼓是不能举办蚂拐节的。仪

式中使用铜鼓是为了取悦雷公和蚂拐，人们认为只有敲打铜鼓，天上的雷公才能知道人间在祭蚂拐，

也才会保护人间风调雨顺、人寿年丰、六畜兴旺。白裤瑶的“油锅”组织都有铜鼓，平时一般秘而不宣，

只有喜庆和祭丧才拿出来，用于娱乐和祭祀。春节喜庆时敲喜鼓，祭礼送葬打哀鼓。鼓庆多用双鼓，

阴阳共鸣；丧事多用单鼓，死者为男性敲打公鼓，女性则敲打母鼓。春节时则多将铜鼓悬挂在屋内敲

打，若是同一“油锅”的铜鼓多，也会集合起来，由牛皮大鼓指挥演奏。起鼓的时间一般在腊月二十七

或二十八日，意思迎接祖先回来过年；收鼓的时间是在正月初三、四、五，择其中的吉日，敲打铜鼓

送祖先返回天庭。 

缅甸卡亚州的很多部落在求雨时也会跳铜鼓舞，敲打铜鼓祈求降雨：蛙鼓舞是唤雨舞，卡亚州各

部落的卡亚、英勃（YIN BAW）、坡洞（PADAUNG）等人在那天表演这种舞蹈。在缅甸干旱地区，

人们在旱灾期间通过念祈祷文或拔河来祈求降雨。以前，人人都可以是蛙鼓舞的发起者，而现在只存

在于乡村地区，并要由头人发起。当蛙鼓舞被发起后，全村要集体捐钱买鱼、猪肉、鸡鸭和米酒，且

要持续表演一整天。全村人要分成两组参加舞蹈，每组有一领头人。两组人面对面，领头人一手拿矛，

一手执盾，表演战斗动作，很像武士表演的战争舞，跳舞的同时还要击打蛙鼓。[11](P3-10)越南芒族、老

挝克木族祭祖和祈求神灵保佑病人康复时，依然使用铜鼓。[8] 

 

五、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原住民多数是壮侗（侗台）语族 

壮侗语族包括中国南方的壮、布依、傣、水、侗、仫佬、毛南和黎族，越南的侬族、岱族，老挝

的老龙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关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民族情况，徐松石先生在《泰族

僮族粤族考》中曾有过论述：“大凡使用泰语僮语和黎僰等语的，都可以称为广义的壮泰人。他包括泰

国本部的小泰族和佬族，包括缅甸的掸人，包括云南境内的僰夷、蒲人、大伯夷和土僚，包括贵州境

内的侗人和仲家，包括广西境内的僮人和仲人，并且包括广东境内的黎族。”而使用铜鼓的恰恰是上述

壮侗语族。[1](P40-47)现今，广西、贵州、云南境内的苗瑶语族的苗族、瑶族，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彝族

也有使用铜鼓的情况，人数不多，比例不大，他们都是从外地迁移来的，他们使用铜鼓应该是受壮侗

语族习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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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以稻作文化为基础，铜鼓纹饰包涵了许多

稻作文化信息 

1.铜鼓歌谣和与铜鼓相关的民俗反映的稻作文化 

广西南丹白裤瑶在每年春节时都要祭祀铜鼓，并吟唱《铜鼓歌》,从歌谣来看，南丹白裤瑶祭祀铜鼓是

在“猪羊养满圈，米粮装满仓”后，祭祀的目的是为了“赶走瑶家的祸难”“预告未来的吉祥”和“使我们

不愁饭食，使我们不愁酒浆”。无论是祭祀铜鼓的时间，还是祭祀的目的，都与稻作生产有关。 

在广西天峨县流传至今的乐谱“铜鼓十二调”更是通过鼓点来展示其与稻作生产的关系。在“铜

鼓十二调”中，每一调代表一个月，演奏一调跳三圈，表示三十天。每个曲调的舞蹈表现一个月的生

产劳动内容，十二调跳完，一年之中的春耕、夏耘、秋收、备耕等稻作就得到生动而完整的表现。 

云南楚雄的彝族在每年农历五月稻秧扎根后，也要举行“忌欢节”。那天，腊摩(祭师)主持埋铜鼓仪

式，并将铜鼓埋于地下，宣告自今日到当年十月初一为禁忌期。埋铜鼓前，腊摩要往鼓体上洒酒，给铜鼓

“净身”，用“法剑”在铜鼓上方及四周挥动数下，念几段咒词，以驱走附在铜鼓上的邪恶。农历十月初

一“庆丰节”清晨，再由腊摩主持启用铜鼓的祭祀仪式。人们小心翼翼地把铜鼓从地里挖出，倒扣于地，

腊摩摆上祭品，手握卜签，吟唱“铜鼓歌”，然后将铜鼓挂到跳舞场上。下午，腊摩先在“麻公”家主持

家祭，面对神龛念唱“除忌歌”，然后来到跳舞场，用酒泼洒铜鼓，再用卜签在铜鼓四周挥舞数下，鼓手

敲响铜鼓，众人踏着鼓点翩翩起舞。
[12](P45-48)

云南彝族对铜鼓的祭祀和使用也与稻作季节吻合，在稻秧扎根

后举行仪式收藏铜鼓，待稻谷收获后，再将铜鼓挖出，并举行仪式，方可使用铜鼓。 

老挝的克木族人使用铜鼓的时间也与稻作季节吻合。克木人在每年秋收之后，会择吉日欢度秋收

节，在这个节日中，铜鼓是一个重要的角色。秋收节的重要活动是祭祖，一年一小祭，三年一大祭。

每当三年大祭的日期决定后，主祭户（世袭长子的家庭）就用野生粽叶包裹少许草烟和栗树皮制成“请

柬”，邀请散居在各寨的本氏族成员及亲戚参加祭祖盛典。野粽叶代表举行聚会，草烟和栗树皮是克

木人嚼烟染齿的用料，表示遵照古俗行事。而接到“请柬”的人家，不管家里有多大的事都得丢开，

不论路多远都得按时赶来。前来赴会的氏族成员穿上节日盛装，兴高采烈地提着白酒、甜酒、活鸡、

大米、干巴及野味等礼品，来到主祭户所在的村寨。
[13](P312)

秋收节庆祝活动开始后，本氏族的全体成员

已从各地赶来，汇聚到歌舞场，本村寨的各户人家亦应邀参加，铜鼓则被挂在竹楼上的横档上。克木

妇女席地而坐，潇洒自如地用手敲击铜鼓，有的妇女敲响钹和鋩锣进行伴奏，熟悉克木古歌的女歌手

和着鼓乐引吭高歌，《铜鼓歌》唱毕，便开始跳起《铜鼓舞》。铜鼓、钹和鋩锣都由妇女敲击，男子则

踏着音乐起舞。舞场四周的蔑桌上摆满了水酒、肉食、红薯和芋头。人们吃饱喝足后便加入歌舞行列，

跳累唱累后便坐下来吃喝。克木人称这个节日叫“麻格勒儿”，直译为“吃红薯”，意思是秋收了，

大家缅怀祖先，共同欢庆。铜鼓敲得越响亮、歌舞越热闹，主人就越觉得光彩，认为这是以最体面的

方式祭奠祖先。
[14] 

2.铜鼓纹饰的稻作文化含义 

（1）太阳纹 

近半个世纪的稻作起源研究的众多成果表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是稻作起源地，这一地区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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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并通过良种的选择、耕作技术的改进，使水稻生产成为民生之宝和国家财富

的来源。水稻需要丰富的日照，稻作地区的民族对太阳的崇拜顶礼有加，除早期刚从铜釜演变而成的

万家坝铜鼓外，每一面铜鼓的鼓面都有太阳纹居中。 

（2）云雷纹 

云与雷是和雨伴生的，稻作民族对雨水的依赖引申为对云雷的崇拜，在桂、粤两地铜鼓上有大量

的云雷纹。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就有敬事雷神的记载：广右（今广西及广东西部地区）敬事雷

神，谓之‘天神’，其祭曰‘祭天’。盖雷洲有雷庙，一路之民敬畏之，钦人尤畏，圃中一木枯死，野

外片地，草木萎死，番曰：‘天神降也’……其祭之也，六畜必具，多至百姓，祭必三年，初年薄祭，

中年稍丰，末年盛祭。每祭，则养牲三年而后克盛祭。其祭也极谨，虽同里巷，亦有惧心，一或不祭，

而家中偶有疾病官事，则邻里亲戚众忧之，以为天神实为之灾。
[15] 

（3）作为水波纹的晕圈 

铜鼓鼓面上的晕圈一般学者认为是太阳辐射的光芒，而我们在考察老挝铜鼓时有一个大异其趣的

发现，克木人把细密的晕圈称之为水波纹，同样的纹饰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诠释，这反映

了文化多样性。 

（4）耕牛与其他牛饰 

耕牛是稻作民族的主要畜力，也是他们的宝贵财富，在铜鼓的纹饰中也有一定的反映。 

（5）稻穗 

有些铜鼓上还将钟爱的稻穗做成纹饰，最为明显的是缅甸克伦人和老挝克木人使用的铜鼓，鼓体

上往往有用稻穗直接制作的立体浮雕。 

（6）翔鹭 

翔鹭是水网地区常见的水鸟，稻作民族多数把它看作是吉祥物。 

（7）船纹 

船是稻作民族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捕鱼的重要工具。 

（8）蛙饰 

蛙是铜鼓的主要纹饰之一，对蛙的崇拜在民俗中有强烈表现。鼓面蛙饰是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

和西盟型铜鼓的重要特征，铜鼓鼓面铸有青蛙，对于蛙饰与稻作文化的关联，笔者已有专文论述，
[15]
在此

不再赘叙。 

 

七、铜鼓分布地区留下了许多以铜鼓命名的地名 

在很长历史时间内，铜鼓已经和这些地区的民众休戚与共，很多地方用铜鼓来命名，据蒋廷瑜先

生不完全统计，中国南方 9 个省市（自治区）就有 270 多处以铜鼓命名的地名，我们归纳了一下，有

铜鼓村、铜鼓屯、铜鼓乡、铜鼓镇、铜鼓区、铜鼓县、铜鼓市；铜鼓圩、铜鼓街、铜鼓亭、铜鼓铺、

铜鼓路、铜鼓桥；铜鼓卫、铜鼓所、铜鼓关、铜鼓堡、铜鼓营；铜鼓寺、铜鼓庙、铜鼓庵；铜鼓岭、

铜鼓顶、铜鼓坡、铜鼓山、铜鼓麓、铜鼓岩、铜鼓洞、铜鼓崖、铜鼓峡、铜鼓台、铜鼓石、铜鼓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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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坳、铜鼓冲、铜鼓田、铜鼓地、铜鼓坝、铜鼓堰；铜鼓江、铜鼓河、铜鼓海、铜鼓水、铜鼓泉、

铜鼓澳、铜鼓溪、铜鼓池、铜鼓塘、铜鼓井、铜鼓湾、铜鼓潭、铜鼓滩、铜鼓渊、铜鼓洲、铜鼓濑等

等，不一而足。这些铜鼓地名大多与铜鼓出土有关，是铜鼓流传的印记。假以时日我们可以在东南亚

各国进行调查，或许有更多的佐证。 

 

八、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见，铜鼓分布地区集中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从古到今中国与东南亚有着与铜

鼓密切相关的文化与技术交流；从文献和田野考察，历史上这些地区的铜鼓都有相似的社会文化功能；

这些地区现今依然存在活态铜鼓文化；这些地区的原住民多数是壮侗（侗台）语族；这些地区的传统

生活方式以稻作文化为基础，铜鼓纹饰包涵了许多稻作文化信息；蛙是铜鼓的主要纹饰之一，对蛙的

崇拜在民俗中有强烈表现；铜鼓分布地区留下了许多以铜鼓命名的地名。 

上述研判说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都确实存在着连片的铜鼓文化圈。创造

灿烂铜鼓文化的各民族是同一文化圈的兄弟民族，这些民族在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通过各种形式的

交往以及迁徙、融合，形成种种经济的、文化的关系。[16]铜鼓文化是这些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共同财富。

今天，我们研究它对于中国和东盟的交流与合作是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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