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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铜鼓：青铜世界及其余波》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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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南亚铜鼓：青铜世界及其余波》一书对东南亚地区铜鼓的尺寸、外观、铸造和适用情况

等方方面面都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论述。尽管有些概念和论点值得商榷，但该书对我们研究中国南方古

代铜鼓仍有较大参考价值。 

关键词:东南亚；黑格尔各型铜鼓；装饰；功用 

 

荷兰学者贝纳特·坎普斯所撰《东南亚铜鼓:青铜世界及其余波》（The Kettledrums of Southeast 

Asia:A Bronze Age World and Its Aftermath）[1]
代表了自黑格尔发表《东南亚古代金属鼓》

[2]
之后国外学

者研究该地区铜鼓，尤其是黑格尔 I型鼓的成果。本书除前言及感谢辞之外，共分绪论、金属鼓通论、

黑格尔 I 型铜鼓装饰、金属鼓的起源和传播地域、铜鼓的记载、历史传说、断代，以及后青铜时代这

几大部分。书末附有引用文章和书目、插图和索引。鉴于国内目前尚未有专文评介本书，这篇文章拟

先介绍本书各章内容，然后第二部分评价其贡献和不足之处。 

 

一、《东南亚铜鼓:青铜世界及其余波》各章节简介 

在作者前言和感谢辞部分,贝纳特·坎普斯较为详细地解释了写作本书的缘起以及其他对东南亚金

属鼓研究作出了贡献的学者对他的影响。在绪论部分，作者第一章提及黑格尔各型铜鼓的大体分布地

域。东南亚早期金属鼓大多属于黑格尔Ⅰ型鼓，东南亚高山地区的铜鼓主要构成黑格尔Ⅲ型，黑格尔

Ⅱ型和Ⅳ型主要流行于中国南方地区。黑格尔 I型经常被叫做“传播型”，向南传播到东南亚大陆地区，

马来半岛，最后远达印尼南端和马来群岛一带的苏门答蜡、爪哇、巴里岛东；向东传播至新几内亚和

伊里安·查亚(Irian Jaya)；在越南北部向北传到中国南面，后来在中国南方发展了地区性的类型：黑

格尔Ⅳ型铜鼓。 

绪论的第二章记述了东南亚铜鼓的发现和研究。该章第一节讲各岛屿地区铜鼓的发现,第二节简介

大陆地区的发现和研究。西方人对东南亚铜鼓的注意和研究能溯源到 17世纪后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职

员朗穆菲斯（Rumphius)对该地区自然历史的论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听到的巴里地区神秘的“月

亮”。该“月亮”就是后来的佩砧型(Pejeng)“月亮鼓”。荷兰画家纽文坎普(Nieuwenkamp)在 1906 年

对该鼓作了精彩的素描。在 19世纪后半叶东南亚大陆地区（包括中国南方）开始受到欧洲关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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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博物馆对铜鼓的收集和展出引起了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黑格尔的兴趣。他广泛参观了柬埔寨、越

南、东京、老挝以及印尼地区，并且在维也纳博物馆建立了一个很大的铜鼓收藏。这期间西方学者对

东南亚铜鼓数量的记载也不断增加，从梅叶尔·弗伊（Meyer·Foy）的 52 面（1897 年）到黑格尔的

155面（1902年），1918年巴门特(Parmentier)的 188面，1944年居勒尔（Guhler）在包括中国后把

这一数目提高到 400面。
[3](p111-118)

 

第三章讲述铜鼓外形和结构。黑格尔Ⅱ型鼓较少，其时代也比较难以推断。Ⅱ型和Ⅲ型鼓之间相

似性较多，而与Ⅰ型鼓有极大的区别。黑格尔Ⅲ型鼓主要由东南亚高山地区的缅甸和泰国西部的克伦

人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克伦人从其临近的掸族人(Shan)和印泰族人(Intha)获得铜鼓，而后者从

来就不使用铜鼓。所以这些克伦人成了铜鼓的“消费者”。Ⅲ型鼓还可以分为高鼓（鼓高大于鼓面径）

和矮鼓。矮鼓又可分为饰蛙的“雄鼓”和不带蛙饰的“雌鼓”。黑格尔Ⅰ型鼓，就大小而言，可根据面

径分为微小型、小型、中型、大型、超大型。鼓面直径平均 61 厘米，大多数在 40－70 厘米之间。黑

格尔Ⅰ型鼓据其外形和结构可进一步分为从 a到 d四式的发展序列，该序列与其年代学相关，a式可称

为先Ⅰ型鼓，而经过 b式则发展到了代表Ⅰ型铜鼓主体的 c式。 

第四章论述了铜鼓作为乐器的起源及发展问题。根据铜鼓外形可定义为全金属整体性非膜质打击

乐器。鼓的祖型可能来源于某种打击乐器，例如佩砧鼓和莫科鼓可能来源于木质管状乐器；而黑格尔

Ⅱ型和Ⅲ型鼓可能源于其他膜质乐鼓；黑格尔Ⅰ型鼓或来自于坐垫状膜质乐器。作者对一些学者关于

Ⅰ型鼓来源于锣的说法很不同意，他认为一般而言锣的出现时间比铜鼓晚，而铜鼓和锣的功能也大不

一样。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Ⅰ型鼓最初源自一种陶罐，罐上下倒置时就形成一种可以打击的乐器，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陶罐就转化成为铜鼓。至于铜鼓的击打方式，短敲棒顶端应该包有衬垫，以免敲棒

对鼓面冲击太强烈而让其凹陷。 

第五章讨论了铜鼓的功用。作为打击乐器，鼓声的爆发性与预示雨水来临的雷声当有密切的联系。

有的铜鼓饰有舢板样纹饰，加上相对偏僻的一些岛屿上也有相当数量的铜鼓发现，这些事实说明有些

铜鼓可能与出海的宗教仪式或者灵船有关。有的铜鼓成为部族首领地位的象征，或随葬主人。至于鼓

的放置地点，有山顶上、山坡上、离村庄较近之处、甚至火山口等地方。一些铜鼓被认为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 

第六章通论铜鼓装饰。作者用外形接近纹饰的一套符号系统来指代这些纹饰，包括太阳纹，几何

纹样（小圆圈、小点纹、阶梯纹、三角纹、斜线纹）；圆孔纹；席纹等；人物动物形象（人物、房屋、

狩猎、栖鸟、舂米图、船纹、鸟羽、羽人、鸟羽人形纹）。总体上讲，鼓上几何纹样的外观和其在鼓上

的排列表达了一种秩序观，在人文环境下这代表了社会秩序；在宗教层次它代表了宇宙秩序，包括宇

宙万有世界的精神结构（上界、下界以及人们所生活的中界）。在东南亚铜鼓纹饰的排列安排上并没有

表现出平面之外的第三维（空间深度），没有各纹饰交错现象。各几何纹样绝大多数都是阳纹，而其间

的人物动物形象主要是阴纹，包括房子，鸟羽人等。 

第七章介绍了鼓面装饰。在所测量的三十面铜鼓中，鼓面中心太阳纹与鼓面径平均比例是 1：4。

太阳纹大多有 12芒线。芒线间夹以各几何纹样，主要是斜线条等。维也纳鼓、慕列鼓、黄夏鼓和玉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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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等鼓上装饰有对称人物形象。羽人呈逆时针行走或者跳舞，其形象比较夸张。除此之外还有 O 或 H

形房屋装饰、舂米图等。在 H 形状的房屋旁边还有平台，其上面的人，从图案看，似乎在往下面的鼓

倾倒用于礼仪的稻米。人物形象的象征意义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些看来是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形象也

应该有礼仪上的功能，例如葬礼功能（东京鼓上的装饰可能与当地人一种解放逝去之人的灵魂以便进

入神灵世界的礼仪有关）。 

第八章描述了鼓身装饰。第一节着重讨论了船纹。大致有 25面铜鼓上有船纹，通常是一套六只围

绕鼓身上部装饰。有时船纹与几何纹样相间。从简单的独木舟到较为复杂的船，这些船都由人来掌控。

大的船上也有一些有趣的仪仗品，包括一些外观像铜鼓的器物，在玉缕和黄夏鼓上这种现象尤其明显。

除了铜鼓上有船纹外，其他一些铜罐、斧头等上面也有这样的形象。很可能这些船代表的不是普通生

活中的实际用船，而是运送死者灵魂到最终归属处的灵船。 

第九章讨论了各动物纹样：包括鸟纹，如翔鹭、水鸦、类凤凰、犀鸟、长足鸟（stiltbird）、孔

雀、公鸡；公牛；蟹；鹿；狗；象；鱼；青蛙；马；蜥蜴；啮齿类动物；老虎。东京、老挝、泰国所

出铜鼓没有蛙饰。有时候如果人们认为铜鼓被邪恶力量占领的话，他们会拔掉鼓上的蛙饰，并弃之于

森林；有时人们取走蛙饰用来代替整个铜鼓以随葬其先前所属主人。除东京鼓和泰国鼓外，所有的黑

格尔 I型鼓面径超过 72.8厘米的都饰有青蛙。关于青蛙的象征意义，青蛙，尤其是牛蛙，其昂扬的鸣

叫声音与暴雨来临有密切关系：只要有蛙鸣就有雨水；只要有雨水就有蛙鸣。同时蛙鸣也与雷声有关。

所以青蛙被认为是“求雨物”或者“呼雷物”，而且它们与生产繁殖有关。青蛙、龙、云因此成为雨水、

繁殖以及吉祥的象征。 

第十章简单提及中国南方铜鼓上的其他纹饰，例如云纹、席纹、简化鸟羽纹等。 

第十一章讨论了金属鼓的铸造问题。先是范芯、蜡内模、外范、芯垫、鼓身扉轮以及各三维装饰

的制造问题。外范作为石范的可能不大，因为石范不大能承受青铜浇铸时的高温，还有石范不象泥范

那么有伸缩度，因此不适合黑格尔 I 型鼓上那些三维立体塑像等。范芯为空心以便减轻重量和减少用

泥量。至于蜡内模，一种方式是在蜡表面用某种尖笔尖针来雕刻，另一种方式是把模版按印到蜡模表

面。作者认为东南亚铜鼓用分范合铸的可能性不大，对那些鼓身上所呈现的垂直缝线，他认为这些缝

线并不是各分范在浇铸时候的结合部，相反它们是工匠在制作蜡模时用模版按印蜡模表面时各印模之

间的缝隙。如果有分范的情况，那这些分范只能部分刻印蜡模，而不是最后作为外范来浇铸铜鼓。关

于蛙饰、小鸟等立体装饰，作者认为是先用失蜡法铸造好，再用泥块包扎这些立体饰物，然后把它们

加入鼓面或鼓身的外范，这样在最后浇铸鼓面、鼓身之时立体纹饰就与鼓体自然结合。 

第十二章主要讨论了黑格尔 I 型鼓的起源问题。黑格尔Ⅰ型之外的其他鼓都有其自身或当地的历

史，而不像 I 型鼓那样有广泛的分布。黑格尔Ⅰ型鼓最可能起源于越南北部靠近中国云南和广西等省

区的东京地区。因为东京地区位于肥沃的三角洲，背山环海，文化上受中国影响，而且与临近山区里

掌握金属冶炼技术的族群也有联系。 

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论述了金属鼓的发现地点。作者特地描述了泰国翁巴洞穴发现的铜鼓或铜鼓

残片。柬埔寨发现了两面铜鼓，而马来西亚则发现了两面铜鼓倒置后在地上留下的印痕。在巴里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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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地区也发现了 25面铜鼓。第十五章讨论东南亚青铜技术可能的起源及东山文化的来源。东南亚青

铜技术或许经由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传播来的，而其最初来源是史前时代的欧洲，近东，或者中国的商

周王朝。 

第十六章讨论北越和东山文化。东山文化可以分为三个中心，其发展史可分三个阶段：公元前 1000

年后半叶属于东山文化的成熟期，典型器物种类很多，例如斧头、短剑，以及金属鼓等。作者反驳了

马援为北越造鼓说。极少数铜鼓上有汉字铭文，可惜这些铭文很模糊，不好辨析。库尔岛鼓上的汉字

根据哈佛大学杨联升教授辨认似乎是佛教术语，包括“三界”，这与东京地区较早地受到佛教影响是相

一致的。 

第十七章关于东山文化和其他文化的艺术。东山艺术多为几何图案和相当“静态”的纹饰风格。

此外，东南亚青铜器－铁器时代的代表器物为有插座的铜斧，“脚形”斧头上装饰有羽人、鹿科动物、

人驭船纹等，这些都与青铜鼓上面的装饰很相近。铜斧的外形也很奇特，很多尺寸很大，不仅仅是仪

仗兵器，更可能的是某些神的象征。铜鼓及其他铜器上的一些纹饰值得注意，包括鳄－龙纹（可能与

东南亚人的上界、下界宇宙观有关），以及东山文化和云南短斧上的多头妖怪（可能代表祖先神）。不

过东山文化并不代表东南亚青铜时代的全部，例如印尼艺术中极其重要的“生命之树”图案就未见于

东山文化。 

第十八章论述云南铜鼓与东山文化的关系。云南石寨山发现的一些器物受东山文化影响，甚至直

接就是东山文化来的。但是如果认为云南就是东南亚铜鼓的诞生地和传播中心那就错了，因为云南铜

鼓与东山文化的铜鼓相差实在太大了。除个别黑格尔Ⅲ型鼓外，东山文化的黑格尔Ⅰ型和其他黑格尔

鼓没有三维塑像，这与云南铜鼓上面立体装饰差异很大。 

第十九章论述了佩砧型铜鼓。
[4]（P1－14）

与黑格尔 I期鼓不同的是，佩砧鼓仅仅出现在印尼一些遗址。

其中巴里可能是佩砧鼓的摇篮，佩砧鼓又可分为若干亚型：超大型，佩砧“月亮鼓”；大型，牟努阿巴

鼓（鼓身直径 100 厘米，鼓高 107.5 厘米）；中型；小型的莫科鼓等。“月亮鼓”鼓面最有趣的是八道

柳叶图案作为鼓面太阳纹，但鼓面正中并没有特别突起，而是平面的，同时这些柳叶纹内都有一个突

起，颇类该柳叶的眼睛。 

第二十章论述金属鼓的年代问题。在本章作者主要是依据铜鼓的类型学发展进行早晚的分析。例

如几何风格之间的飞鸟纹（翔鹭纹）就是从较为自然化的风格向较为格式化的方向发展，而有些装饰

较为复杂的铜鼓上面人物动物图案也遵循这一规律。有蛙饰的铜鼓，其年代应该比较靠后。作者列出

了从自然风格到自然－格式化风格之间，再到格式化风格的 52面铜鼓的早晚关系。 

第二十一章专论阿洛岛上盛产的莫科鼓。总体可以分为早期鼓（青铜原料）和新近鼓（黄铜）两

大类，其一大功能是作为男子结婚用的交换物。旧鼓纹饰包括动物纹（鸟马、虎蛇、虎猪鸡、虎龙、

花和花篮、人头像、扉轮等）。1930 年代瓦特尔（Vatter）和杜·波伊斯（DuBois）两位学者对阿洛人

莫科鼓的现金价值有过记载，例如叫 Itkira的一面铜鼓价值超过当时的 1000印尼卢比（当时 2卢比换

1美元），而有的铜鼓却极其廉价，仅用几个卢比就可以买到。莫科鼓的新近鼓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期，

其装饰受多方面的影响，例如把欧洲狮和独角兽形象装饰到新近鼓上。有一面莫科鼓，先后属于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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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 9 个器主人，因此为我们提供了该鼓所属家族的传承史。莫科鼓的使用方法是用手掌击鼓；最佳

收藏位置是厅房的角楼，因为这样最不容易被小偷盗取。莫科鼓和锣是分开放于不同房间的。由于莫

科鼓在阿洛人的生活中如此重要，这些金属鼓和锣也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梦中，而这些梦里现象也会被

解释成吉兆或凶兆。 

第二十二章简介了东南亚高山区使用的铜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芒人在部族首领死亡之时会鸣鼓

通告；克伦人则明确区分铜鼓的不同使用场合，“热鼓”用于葬礼，而“冷鼓”用于其他情况。“热鼓”

永远不会放置于家里，而是会置于树林中；老挝西北的拉棉人主要把铜鼓用于祭祀祖先和婚礼场合，

新郎必须用铜鼓、水牛等贵重品物来交换以讨娶新娘。二战前的拉棉人父亲死亡时如果他拥有鼓的数

量少于儿子数目，则这些鼓会由儿子们共有。
[5]
老挝北部地区的克木人使用黑格尔 III 型鼓。克木铜

鼓鼓面边缘有四蛙，蛙为单蛙、二蛙或三蛙累蹲。每一面鼓还有灵魂、“力量”和“运气”。有时候铜

鼓与某些妖灵还有联系。锣很多时候被当作钱使用。克木人中铜鼓的使用仅限于重要的礼仪场合，由

个体家庭履行这些仪式，以便召唤祖先神灵。男人、女人甚至小孩都可以击鼓。 

第二十三章附录除中国南方铜鼓之外的黑格尔Ⅰ型鼓，作者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了这些鼓的尺寸、

外形、化学分析、鼓被发现时的情况，以及鼓现存何处等等。 

 

二、简评《东南亚铜鼓:青铜世界及其余波》 

1.本书的贡献 

本书对东南亚铜鼓的外观、尺寸、功用、乐器特征、纹饰风格、铸造技术及其在时空上的分布等

方方面面都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并且对以前一些学者对东南亚金属鼓的研究也简单涉及，所以本书

既可以看作是一个东南亚铜鼓研究简史，也可看作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学者对东南亚（部分涉及

中国云南地区）铜鼓认识和了解的结晶。作者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对铜鼓作为打击乐器和全金属非膜质

乐器的特点，以及铜鼓与锣和钟等的区别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这种仔细和系统的分析值得我们参

考。 

在铜鼓的尺寸上，贝纳特·坎普斯根据黑格尔 I 型鼓的面径分为微小型、小型、中型、大型、超

大型等，指出大小不同的鼓其二维和三维装饰的难度与工匠的可选择自由度等都不同，同时除东京鼓

和泰国鼓外，所有的黑格尔 I型鼓面径超过 72.8厘米的（也就是大型和超大型鼓）都饰有青蛙。作者

还提到著名的佩砧“月亮鼓”，该鼓通高 186.5厘米，鼓面直径 160厘米，鼓身直径 110厘米，这面超

级大鼓，比中国广西号称世界“铜鼓之王”的一面北流型鼓还高。这面广西博物馆（现收藏在广西民

族博物馆，编者注。）收藏的北流 101 号铜鼓面径 165 厘米，稍大于“月亮鼓”，但是鼓身却相对矮多

了。 

在铜鼓的纹饰风格上，作者对黑格尔各型铜鼓以及莫科鼓、佩砧鼓都做了相当详细的描述。尽管

东南亚铜鼓因伴随出土物太少而存在年代学上的固有困难，作者根据铜鼓的类型学发展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各动物人物纹样大体遵循从较为自然化的风格向较为格式化的方向发展。这些探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作者用外形接近纹饰图案的一套符号系统来指代鼓面鼓身的装饰。这套符号系统对读者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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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相当繁杂，对于研究者本人来说，把各铜鼓上纹饰加以细化并且一一列出各符号，可以看到不同

时代不同地域铜鼓的发展演变规律。所以作者的这套做法，对我们探讨广东和广西地区的北流型和灵

山型铜鼓的年代学问题有参考意义。 

作者记载的黑格尔 III型鼓矮鼓有“雌”、“雄”鼓之分，克木人中有明显鼓腰的铜鼓称为“雌鼓”，

东爪哇地区村落首领手里的“雄鼓”和其他村民手里的“雌鼓”有别，这些情形与中国四川凉山彝族

中铜鼓分公母的情况相对应。 

贝纳特·坎普斯对莫科鼓旧鼓和新近鼓的探讨相当有意思，尤其是其记载鼓被男人作为迎娶新娘

的聘礼，以及不同鼓的价值换算，鼓和锣的放置位置等都让人耳目一新。东南亚山区的克伦人、克木

人、拉棉人、芒人等使用鼓的不同场合和礼仪也对我们有借鉴价值。 

2.本书值得商榷之处 

作为超过 600 多页的一本著作，本书也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首先，贝纳特·坎普斯对于中文不

熟悉极大地影响了他了解中国学者研究铜鼓的进展，因此中国研究铜鼓的很多成果作者在本书都没有

提到。云南石寨山出土的铜鼓由于在英文刊物上发表过作者比较了解，但他对于中国两广地区各铜鼓

的认识似乎相当欠缺。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在 1988年前召开的两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作者也不熟悉，而

这两次学术会议从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中国学者对铜鼓铸造工艺、音乐乐理、纹饰风格及其象征意

义、外形特征，以及南方铜鼓的分类等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作者对于两广地区的众多铜鼓缺乏深入

了解，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大遗憾。例如，本书第 45页提到黑格尔 II型鼓最大的一面面径约 112厘

米，这是不准确的。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的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属于黑格尔Ⅱ型，有很多鼓的鼓面直

径都超过 112 厘米。作者认为Ⅱ型鼓时代比较难以判断，这是对的，但是认为该型鼓较少，那正是他

未接触到中国两广地区为数众多的Ⅱ型鼓的缘故。此外，由于作者不懂中文，在解释中国发现的铜鼓

时，有些分析较为勉强，例如在第五章提到中国明代记载“南蛮”在鼓声召唤下应者如云时候，认为

“云”这个字可能是故意用于此的，因为鼓声和雷声，而雷声和云都有相当大的联系。其实中文“应

者如云”的本意是指在鼓声召唤下到的人很多，而没有作者所联想到的那么远。作者对库尔岛上的一

面铜鼓上汉字的解释似乎有误，作者认为这些汉字是阳文，但是从书末所附图版看汉字是阴文，这可

能与作者不熟悉汉字有关。 

在第二十二章作者提到汉文献中记载了“南蛮”及铜鼓对他们的重要性，但他不理解鼎对于汉人

的重要意义。
[6](P6-17)

在 1573年明军征服贵州和广东后从“南蛮”处获得 93面铜鼓，每面铜鼓还有一个

黄铜鼎或铁鼎相伴。作者认为这些鼎可能是炊具，但是没有具体指出鼎对于汉人几千年来重要意义。

实际上，铜鼓之于“南蛮”的重要性尤比青铜鼎对于中原汉人的重要意义。千百年来鼎作为象征权力

的“国之重宝”一直代表中国中原文化对礼制的最高追求。 

对黑格尔Ⅰ型鼓上面的船纹装饰，贝纳特·坎普斯理解为与地下世界有关，具体地说是与遨游海

洋并运送死者灵魂到达另一世界的宗教观念有关系。因为这些船没有风帆，因此不是用于实际生活中，

而是灵船。对这一点，有学者给出不同的解释。例如这些船纹跟印尼地区的河船而不是海船相像。如

果这些船是跨海运送死者或其魂灵到其归属地的话，应该有风帆而不是单靠人们划船来的。毕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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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用手划船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而且这些船纹总是有人站在船所载的鼓上面，很像今天湄公河上的

划船比赛：
[7](P46-47)

有人指挥，有人击鼓，有人划船。这些现实社会场面比运载死人或其灵魂赶海的说

法更可信。 

贝纳特·坎普斯多次提到东南亚人的天上、人间和地下三界的全合一宇宙观，不过作者并没有对

这一概念加以详细阐述。例如东南亚人是否有天国观念？如果有，他们理想的天国是什么状态？而地

下世界又是如何构成的呢？里面有什么样的秩序和等级？有什么样的灵异构成？天上世界和地下世

界，其区别在何处？是否天上世界就高于地下世界？这些问题，作者都没有考量。从另外一个角度,作

者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把这种观念放置于特殊的历史和空间背景来考虑。实际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

人们,其对自身、自然和灵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都会不同。所以作者把各地不同因素的东西揉杂在一起

的分析方法值得商榷。 

本书的拼写错误不胜枚举,例如第 3章的 38页,引用黄增庆名字时候拼成 HuangZue qing,第 37页

黄增庆又拼成 HuangZing qing。此外还有很多地方正文和图版的标号不一样,这里不再详细指出。 

总体看来,尽管有这些疏漏和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但本书仍不失为一本研究东南亚铜鼓的高水平

著作。它对我们研究中国南方铜鼓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们推荐有条件的读者阅读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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