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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新疆曲子
刘素芳
昌吉学院
DOI:10.12238/er.v4i5.3918
[摘 要]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迁徙的大舞台,多元和交融形成了新疆文化的两大特点。小曲子是
随着三屯移民进入新疆,经过长期的相互交融,再吸收本土文化艺术营养,最终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内涵
及新疆地域特色的新疆曲子。
[关键词] 新疆曲子；多元文化；三屯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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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jiang Music under the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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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njiang has been a great stage for ethnic migration since ancient times. Variety and integration have
formed the two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Xinjiang culture. The small tune entered Xinjiang with the immigrants
from Sanlitun. After long-term integration, and then absorb the local culture and artistic nutrition, Xinjiang
music with multi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Xinjia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has finally formed.
[Key words] Xinjiang music; multicultural; Sanlitun im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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