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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方乐种的潮州音乐，音乐风格独

树一帜，听之常给人以音高游移、音律特别

之感，历来备受学界关注。就此，立足于中西

“律”“调”理论，学者们对此形态问题展开讨

论，产生了诸多不同说法，使之成为潮州音乐专

题研究，乃至音乐理论界中的热点话题。

一、关于潮州音乐的“律”“调”阐释
首先是从律制的角度。由于潮州音乐在演

奏过程中，尤其是较为技艺高超的民间艺人，

可以做到转换七个调，即“七反”。因此，包括

陈天国①、张伯杰②、辜玉斌③在内的学者，通过

对扬琴、月琴、古筝等乐器的实际测音结果，认

为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根源即在于潮州音乐使

用的是“七平均律”。

那么，在讨论潮州音乐是否属于“七平均

律”之前，有必要就“七平均律”本身加以厘

清。根据翁攀峰的研究④，早在清朝载武在《乐

律明真明算》一书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七平均

律在弦与管上的不同算法，这足以说明，古人已

经掌握了七平均律的生律方法。虽然同样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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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分损益律无法“返宫”的困境，这一理论

的计算方法与朱载堉不同，不过同样的是，在

实际的民间音乐表演实践中，载武“七平均律”

与朱载堉“十二平均律”都很难得到实际可操

作的应用，只是从理论层面证明了这一律制是

可以通过计算得出的。这一计算结果的证实，

其实更称得上是数学算法理论上的卓越成就，

而非基于实践的音乐理论总结。

在民族音乐学领域，最早提出七平均律这

一概念的是埃利斯⑤，他在对泰国多种打击乐

器进行测音之后，结合一位泰国王子“演奏者

①参见陈天国：《广东民间音乐的七平均律》，《中国音乐》，

1981年，第4期。

②相关论述可参见唐朴林：《潮乐音阶探析》，《交响》，

1986年，第1期。

③参见辜玉斌：《潮州筝律制的流变与分析》，《黄钟》，

2018年，第2期。

④参见翁攀峰：《载武七平均律思想的初步探讨》，《星海

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⑤Alexander John Ellis. On the Musical Scales of 

Various Nation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1885, 

volxxxiii, pp.50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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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尽量发出各音间的音程都是相等的音”⑥

的说法，推导出这一律制是将一个八度的音分

值（1200c）划分为七等份（即每个等份之间音

分值为171.4c）而构成的，并认为这是泰国音乐

所共同沿用的一种律制。同时，由于“七等分”

的律制与实际测音结果有所出入，他自己也分

别在“二弦琴”（Satai）上演奏了测音律制与“七

等分”律制，在后者得到泰国乐人肯定后，确认

了“七平均律”这一假设的成立。但埃利斯是如

何演绎不同的律制的？泰国乐人是如何演绎他

们自己的音阶的？这种律制是如何生成、校准

的？我们不得而知。从实际操作层面，埃利斯所

提出的“七等分”律制让人不得不对其在民间

音乐中如何得以实践而产生怀疑。

针对于七平均律所存在的问题，许多学者

也发出了质疑的声音。如李武华通过对比自己

的测音结果和文献中的记载，发现弦乐器与打

击乐配合时出现了耳听纯律大三度的音程，实

际为384c，与七平均律的计算结果（342.9c）相去

甚远⑦。除此之外，饶文心也通过对围锣以及东

南亚乐队演奏的大量详实测音，指出东南亚音

乐的音律实际上更符合邻谐音简比律的音值，

并且认为埃利斯等人的做法实际上是以西方人

的观念来框定东南亚的音乐文化，而忽视了“东

南亚民族乐器属于非演绎律……而是从自然谐

音列中直接择用”的这样一条“自然之法”⑧。也

就是说，随着测音技术的推进和更加详实的深

入研究，即便是包含泰国音乐在内，也并没有证

据表明所谓“七等分”律制在音乐实践中确实

存在。可见，若将潮州音乐“附会”于埃利斯所

谓的“七平均律”，这一基石并不可靠。

既然潮州音乐的律制并不是“七等分”的，

那它有没有可能从其他律制种类的角度去阐释

呢？对此，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同

认为潮乐律存在“纯律倾向”的就有何昌林、

陈应时。何昌林认为潮乐生律方法上是基于三

分损益律，但在转调过程中又不得不产生这种

纯律倾向⑨；而陈应时则认为潮州音乐是基于

五度相生律，只是在旋宫方法上倾向于纯律，

同时，陈应时建议将这种特殊律制定名为“潮

乐律”⑩。辜玉斌在肯定潮州音乐“七平均律”

基础的同时，认为潮州筝在表演时结合演奏技

法存在“七不平均律”，也因此将潮州乐律分为

“定弦律”和“演奏律”⑪。以上学者，都注意

到了潮州民间表演实践中，似乎存在着“七反”

机制下的妥协。所以，也有学者试图从文化阐

释的角度破解潮州音乐所谓“七反”这一难题。

比如牛龙菲认为，所谓“七平均律”并不真正

“平均”，它以“七反”为目的，是在一定的“调

性逻辑框架”中，对某种类型的音阶进行移调

演奏，并且阐明“七反”在文化的角度上实际上

是受道家“九还七反，八归六居”之“七反”观

念的影响，进而建议易之名“七平均律”为“七

反律”⑫。

其实，历年来学者们对潮乐的测音结果大

相径庭，其原因往往在于：（1）测音对象不统

一（有的是单一乐器，有的是合奏乐曲，有的是

独奏乐曲）；（2）学者阐释的角度立场不同（有

的是民间演奏家，有的是律学理论家）；（3）潮

州音乐本身演绎过程中的灵活性。对于这种已

经能够称之为“共性”的东方音乐音调“不确

⑥这句话原文摘自〔英〕埃利斯：《论各民族的音阶》，方

克、孙玄龄译，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油印本），

1985年，第105页。为1951年根据德译版而出的日译版中所加入

的“本章的追加附记”所载。

⑦参见李武华：《关于亚非美各洲民间音律的一种学说》，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⑧饶文心：《东南亚编锣乐器的乐律研究》，《音乐艺

术》，1996年，第3期，第35页。 

⑨参见何昌林：《秦乐与潮乐》，《交响》，1984年，

第3期。

⑩参见陈应时：《也谈潮乐律》，《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1993年，第1期。

⑪同注③。

⑫参见牛龙菲：《有关“七平均律”的问题》，《音乐艺

术》，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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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特性”，正如应有勤指出的东方民族

音乐体系是在“纯律音系网”之中所“编织”的

“随机性音乐网”⑬。沈洽在他的著作《描写音

乐形态学引论》中，对“基本乐位系统”中的位

元系统理论进行建构之时，也提出了“音乐实

践中的一个音，并不是律学上的一个点，而是

一个群点”⑭的观点。而对于如何测定这种“群

点”的“阈值”，沈洽举出了台湾学者张俪琼对

潮州筝曲《寒鸦戏水》的一则分析案例⑮。在

这一案例中，作者针对潮州筝曲中所谓“一音

三韵”所产生的“实质性微分音位”进行了实

测，并专门设计了“频率落点测音法”。在这种

理论设计下，仅对“重三”这一音位，就发现了

325、351、378分布在bsi到si之间的音高。对此，

沈洽建议用“动态音律”的观点，从实施测音

资料中提取“音准点”的“模糊众数算法”，从

而在“物理上”的阈值之外，更补充以“文化

上”的阈值。

然而不论是何昌林、牛龙菲，抑或是沈

洽，都提及了音乐形态与局内观念之下的“转

调”（即“七反”）操作密不可分。因此，也有些

学者以“调”作为阐释出口，比如其中相当一

部分学者认为，潮州音乐之所以能够达成“七

反”实际上是由于一种独特的调式，即“中立

音徵调式”。持这一观点的首先以陈威、郑诗

敏为代表，他们在文章⑯中列举了六种潮乐音

律测音数据：轻三六调、重三六调共用扬琴

音阶音律测音；活五调扬琴音阶的音律测音；

重三六调《寒鸦戏水》测音；轻三六调弦诗乐

曲《西江月》测音；重三六调细乐《过江龙》

测音；中三六调筝曲《昭君怨》测音。通过分

析比对发现，印证了这六种测音结果均不能

与所谓“七平均律”相符合。缪天瑞在2006年

出版的《律学》中，重新申明“中国广东潮州

音乐中‘重三六调’所用的乐制，有人认为属

于平均七声音阶……但是，较多人认为潮州音

乐中重三六调不是平均七声音阶，而是中立音

徵调式”⑰。与此持相似观点的还有李玫⑱，她

同样从“中立音”现象出发，立足测音结果剖

析调式结构，认为“重三六”属于变体五声音

阶，“活五”属于变体六声音阶。除此之外，从

“轻三六”到“重六”再到“活五”，周天星认

为是“偏音”的加入使得曲调有了“同均三宫”

这种在五声音阶体系内的移宫犯调的情形，

因此潮州音乐存在不同音阶的调式调性之间

主音转换的关系⑲。在坚持不同“调体”间的

差异属于旋宫转调范畴的基础上，针对于“活

五调”，也有学者认为它符合于古代文献中的

“清角流徵调”⑳㉑。

根 据 以 上 文 献 可 见 ，对 于 潮 州 音 乐

“律”“调”的研究在如何测律精准、判断律制

的问题上产生了激烈讨论，也有学者试图从现

有中西音乐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不同的阐

释。通过梳理反思，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民间乐

人在日常合乐演奏时，根本无法做到严格按照

某种特别的律制校准音高。即便尽可能地采取

精确的测音手段，但“一音三韵”的特质又使得

合乐表演实际所产生的音律的测定与归纳很容

易产生偏差。同时，在二四谱或工尺谱的首调

⑬参见应有勤：《论东方民族乐律的不确定性》，《中国音

乐学》，1987年，第3期。

⑭沈洽：《描写音乐形态学引论》，上海：上海音乐出版

社，2015年，第31页。

⑮张俪琼：《潮州筝乐“变调音”之音律测定研究—以

林毛根演奏〈寒鸦戏水〉〈柳青娘〉为例》，台北：台湾学艺出

版社，2004年。

⑯参见陈威、郑诗敏：《潮州乐律不是七平均律》，《音乐

研究》，1990年，第2期。

⑰缪天瑞：《律学》，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第

266页。

⑱参见李玫：《民间音乐中“中立音”现象的律学分析》

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⑲参见周天星：《潮州音乐中存在的同匀三宫现象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⑳参见饶宗轼：《释“引商刻羽杂以流徵”》，载饶宗颐总

纂：《潮州志》，潮州：潮州地方志办公室，1956年。

㉑同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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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名体系下，局内观念中也很难具备调式、调

性、调高或旋宫的理论知识运用。

而实际上局内人通过乐音所表达的，并

非独到、精密的计算之术。我们必须承认，传

统抑或是西方音乐理论中已成为约定俗成的

“律”“调”概念，对于真正参与合乐实践的乐

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由此可见，理论家们对

潮州音乐“律”“调”理论层面的阐释，虽尽可能

精确地描述了当时当下的某种音乐形态，但与民

间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之间、与民间表演活态

实践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难以逾越的鸿沟。

因此，回到表演的发生过程，挖掘乐人生成、维

持、衍化这种音乐形态特质的内在逻辑，似乎可

以从不同的角度阐发对其音乐形态的认知。

二、回归表演：“调体”观念与指法应对策略

相比于“律”的概念，“调”作为局内“作

乐”（music-making）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要常用

得多。说到潮州乐人指法中的“调”，必须强调

的是，这里的“调”既需要与西方共性写作时期

以来形成的调式㉒、调性㉓、调高㉔概念相区分，

也需要谨慎地与不同时期中国古代乐论文献记

载中的宫调理论相对应。单纯从汉语语境来看，

“调”的涵义本身就是十分庞杂繁复的。比如，

洛地曾将“调”的释义分为音韵学、文体学、音

乐学三大类进行阐释㉕，使我们更加不能忽视

这一字涵义之丰富性。

综上所述，汉语中“调”这一字所能够表达

的音乐学相关意涵应包括以下几种：

（1）音乐结构单元，或称曲目（piece），日

常表述如“曲调”“采茶调”“孟姜女调”；

（2）由语言声腔（accent）差异而借喻的

音乐风格特点，进而引申至描述音乐旋律特征

（style）的涵义，如“二黄调”“四平调”；

（3）调高，对应英文（key），日常表述如

“调门”，有时又以乐器的空弦（散声）作命名

（如合尺调），或以个别乐曲的首音作命名（尺

字调）；

（4）作动词，校准音高，读作“tiáo”，对

应英文（tuning），日常表述为“调弦”“调素

琴”；

（5）以落音、主音命名的不同音阶组合方

式，接近于调式（mode）含义；

（6）指某一类音乐体裁（form），如“小

调”等。

所以，面对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历史文

献，如何“能”将其中的“调”与现今潮州“作

乐”所涉及之“调”（包括乐人表述之“调”、

乐人表演之“调”）一一对应，是值得谨慎对待

的。同在潮州音乐领域，“调体”之“调”、“七

反”（或说“反线”）所反的“调”、“五调朝元”

的“调”，其含义绝不是一以贯之的。

以 潮 州 音 乐 领 域 内 最 为 常 见 的“ 轻

三六”“重三六”“轻三重六”“活五”这几种乐

人表述之“调”说起。自陈天国始，对于“轻、

㉒Mode，则更为强调音阶之间音与音的关系及其排列方

式，如常用的大调（major）和小调（minor），“全—全—半—

全—全—全—半”的音程关系或“全—半—全—全—半—

全—全”的音程关系的差异，指的就是调式的不同。当然，这当

中不可避免地要去考究“音阶”的由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的音乐都有其各自的音阶构成，而音阶中的音又来自不同的生

律体系。

㉓Tonality，特别强调一个主音（tonic）的作用“共性写

作时期”（common-practice period）的音乐……作品都有

一个引力点，一个或清晰明确或隐含不显的中心，所有的音

高都环绕着它运动，这种现象被称作调性，而这种引力中心

（gravitational center）—一个单音（在英文字母表中用

从A到G的字母标识，加上各种必要的修饰语，如“降”“升”或

“大调”“小调”等）—被称作主音。〔美〕斯蒂芬·G.雷兹：

《完全音乐理论教程》，孟酋、孟巫娜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

社，2016年，第3页。

㉔Key，调高变化通常适用于在调式调性不变的情况下，主

音的变化，这一变化也即指一种“整体的迁移”。

㉕参见洛地：《“腔”“调”辩说》，《中国音乐》，1998

年，第4期；《“腔”“调”辩说（续）》，《中国音乐》，1999年，

第1期；《宫调与换韵》，《中国音乐》，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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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活”这几种对于潮州音乐不同风格的表述，

人们开始谓之“调体”㉖。而根据陈天国的解

释，之所以不用“调式调性”等西方音乐体系固

有概念，也是因为“调”的概念在传统乐种中作

为一个“母系概念”，既包含有乐曲旋律，又可

以指音阶排列方式，还可以涵盖“调高”的转

换，西方既有的调式、调性、调高概念都已不足

以贴切地囊括它们的全部。而在“调体”的概

念之下，“转调”通常指乐人们对同一首乐曲的

一种变奏手法，例如将《重六·寒鸦戏水》演变

为《轻六·寒鸦戏水》演奏，使乐曲的曲风由悲

切深沉转为轻快活泼。

通常情况下，“调体”会被以类似于调式音

阶的形式阐释（见表1），但仔细分析比对各“调

体”乐曲，会发现这种音阶式的总结却不是绝

对的。例如《重六·寒鸦戏水》中经常会被演奏

的mi，《轻六·平沙落雁》旋律中不可忽视的si。

纵观众多弦诗乐曲，重六旋律骨干音中的mi、

la，与轻六旋律中不可称为“经过音”“装饰音”

或“偏音”的fa、si，比比皆是㉗。严格意义来说，

“轻”“重”所能够区分的，只是fa与si出现时所

使用的演奏技法差异。而笔者之所以谓之以不

同的风格倾向，也是出于实际表演实践过程中

指法运用策略的差异。

表1  以音阶释“调体”㉘

但其实，我本人在学习潮州“轻”“重”两

种“调体”的乐曲时，经常会听到“师傅”们教

导我：“轻六的乐曲要轻按（弦），重六的才可

以重按（弦）。”通过使用古筝演奏这两种“调

体”的乐曲，我也发现，轻三六的乐曲并不是杜

绝了fa、si两音，而是更多地出现mi—fa、la—si这

种二度之内的按弦，也即“轻”的旋律线条中

的fa、si两音更倾向于比其低的mi、la的方向运

动，如《轻六·平沙落雁》中的“65 34 3 -”、《轻

六·大八板》中的“35 24 3 -| 6 61 21 23|1 13 21 

76| 5……”；而重三六的乐曲，也不是杜绝了mi、

la，而是更多地采取mi—fa—sol、la—si—dol这样

小三度范围内的按弦，也即“重”的旋律线条中

的fa、si两音更倾向于比其高的sol、dol的方向运

动，如《重六·寒鸦戏水》《重六·昭君怨》中都

会出现的标志性音型“22 654 5 52| 44 245 4 4”

再如《重六·黄鹂词》中的“23 21 7 71 2”—而

这也即所谓的“轻按”和“重按”。

其实从潮州音乐曲目库中，也可以找寻

到类似“轻按—重按”对应不同“调体”的线

索。尤其是细乐的软硬套曲目。由三弦、琵琶、

筝三种弹拨乐主奏的小型合奏形式在潮州被

称为细乐。在面对同样的曲目时，细乐对于表

演指法要求相对于弦诗乐格外严格，更为追

㉖㉘陈天国、苏妙筝：《潮州音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

社，2004年，第31–33；27页。

㉗例如对《轻六·平沙落雁》头板68板各版本记谱中，最

多的fa出现了14次、si出现了26次，fa、si两音分别占所记写音

符的a：3%/6.3%，b：3.7%/5.1%，c：3.9%/6.8%。曲谱引据张汉斋：

《潮州民间音乐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2页；

陈天国、苏妙筝、陈宏：《潮州弦诗全集》，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年，第165页；王培瑜、陈纤、余亦文：《潮汕传统弦诗500

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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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弹按尾随”所带来韵味上的润腔效果。因

此，对于不同乐曲，在细乐上被分为“软线”与

“硬线”两大类：硬线定弦高、软线定弦低。

过去演奏细乐“软—硬”套曲时，还需转动琴

轴调弦或更换乐器。而通过比对现存乐曲曲

目库，可以发现细乐软—硬线曲目与弦诗乐各

“调体”曲目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软线曲目

与重六、活五曲目基本重合，硬线曲目与轻六

曲目基本重合㉙。（见图1）

升”的si、re两音（二四谱中的三、五两个谱字），

其音乐形态尤其给人以悲切哀婉之感，在首

调听感下也极容易产生“转调”的错觉。但实

际上，民间乐人还喜欢称其为“揪五”（也有说

法称“揉五”），指“弓弦乐器的按弦手指在弦

上作上下来回揉搓之意”㉛。尤其在潮州人视为

“入门乐器”的椰胡㉜和领奏乐器二弦㉝上（见

图2），需要大幅度吟猱的“三”“五”两个谱字

恰好都为左手食指演奏。“揪”的指法使得re、

la两个音在大幅度吟猱之下，一定程度上遮蔽

了三指原位实音位置，进而出现re—mi、la—si

之间的音高游移。再加之实音的fa、dol两音，听

图1  “轻六”曲目与“软—硬”套对应情况

而现实的表演技法运用也正与这一比对结

果相吻合㉚。首先，是相同乐器定弦越低，琴弦

张力越小，便于按揉，也就越容易演奏韵味繁

杂的曲目；其次对于五声音阶定弦的古筝和品

位有限的潮州琵琶来说，fa、si两音出现的频率

越高，越是需要按揉琴弦，软线的定弦无疑更

有益于演奏“重六”的曲目。而“轻六”的曲目

fa、si使用频率低，即便使用也多为平直腔调，无

须过多吟猱、大幅度按颤，使用硬线演奏更容

易树立一种清丽明快的曲调风格。“硬线—软

线”所对应的，即为表演者针对不同乐曲所采取

的“硬—软”指法策略，无疑促使“轻—重” 之

“调体”得以被更明显地区分开来。

诸调体中比较特殊的是活五调，因为加入

了绝无可能出现在其他“调体”中“游移且微

㉙通过对曲目库的梳理，可以发现如细乐“硬套”曲目中

绝大部分都与弦诗乐“轻六”曲目相对应，只有《双娇娥》与弦

诗乐《双娇娥·重六》相对应、《混江龙》脱胎于弦诗乐《混江

龙·活五》。而“软套”曲目中，却只有《串珠帘》《小桃红》两首

属于弦诗乐中的“轻六”，并源自“外江”，其余绝大部分曲目

都属于“重六”或“活五”调体。曲目库来源于张汉斋：《潮州

民间音乐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潮州音乐研

究（传统套曲资料）》，汕头：汕头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刊

印；1980年；陈天国、苏妙筝、陈宏：《潮州弦诗全集》，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1年；王培瑜、陈纤、余亦文：《潮汕传统弦诗

500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饶宗轼：《潮州弦诗

正韵》，潮州：潮州市文化馆、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2019；陈天国、苏妙筝：《潮州古谱研究》，广州：花城出版

社，2002年；陈天国、陈宏、苏妙筝：《中国古乐·潮州细乐》，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郑秋岳：《细乐谱》，手抄自行

刊印本，1994年等。

㉚在此处仅讨论“轻三轻六”（简称“轻六”）、“重三重

六”（简称“重六”）两种“调体”，是由于在笔者考据的700余

首潮州音乐曲目中，各“调体”曲目仅有《柳青娘》《浪淘沙》

《粉红莲》三首可作“轻三重六”演奏，民间也有“重六的头、

轻六的尾”（指前半旋律中的dol—re—fa相当于后半的so—

la—dol）的说法。此“调体”疑为连缀变奏表演中的一个过渡

环节，而且仅适用于部分曲目，因此暂不作单独讨论。

㉛同注㉖，第17页。

㉜之所以选取椰胡来说明问题，原因有二：1.潮州各弦乐

器惟有椰胡仍保持一个把位演奏的传统惯习；2.传统意义的表

演中，椰胡虽不是领奏乐器，但它被称为“辅弦”或“扶弦”，有

辅助二弦校准音高、补充韵味的功能。

㉝二弦定弦与椰胡相反，“三、五”两个谱字也为“揪”，

但近代以来二弦多变换把位演奏，因此不如仍然维持传统不换

把位演奏的椰胡有说服力。

硬套 软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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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稳定的音只剩下了dol—fa—sol—do，这几

个从音响意义上具备“转调”功能的音级，也正

说明为何活五的乐曲给人以“转调（高）”之感

觉。但在建立于二四谱唱名进行表演的局内人

心中，活五调似乎只是运用了一种特别的指法，

相对于其他“调体”，只是风格上存在不同。在

此情境下，抛开客位的听觉感受与理论分析，

唯独一个“揪”字来比喻的指法，再加之被称

为“病弓”㉞的弓法，正恰来表达出一种如泣如

诉、委婉深沉的曲调，反而从生成机制的角度，

再释了音乐形态“之所以是”的问题。

二四谱指法音位感之上的主调思维，甚至越是

熟稔的乐人，越不会受到听感上调性、调高迁

移感的干扰。

回到问题的最初，潮州音乐语境中的“调”，

终究不可被仅仅归纳为已有成规或中西理论中

的“调”或“律”，它更多地指向局内表演者指尖

上的约定俗成。所以在阐释之时，也理应回归表

演的过程/表演者本身，一探究竟。

三、回归表演：“调”的运转与指法位置感规约

于潮州“律”“调”的相关问题讨论，无非

都是力图从某种角度对潮州音乐表演实践所

产生的音乐形态进行阐释，而探究局内表演过

程，也自规约着一套关于“调”的运转逻辑，且

尽管同样对局内人意味着“转调”，“七反”和

“五调朝元”在实际操作中又存在着不同。但不

论如何，“调”的运转逻辑，实质上又框定了音

乐形态的可变空间，进而在“调体”的风格分

化基础之上，为潮州音乐风格的整体统一奠定

基础。

在前人叙述中，常以潮州音乐可以进行

“七次反线”操作来讨论潮州音乐是否属于某

一种律制。我们也不妨面向表演继续追问，潮

州音乐的“七反”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被表演

者造就的？陈天国对于“律制”的“平均”看法

源于弓弦乐器表演时指法的平均（虽然从理论

层面指法造成的弦长平均并不等同于平均律），

但这种出发点的背后究竟指向了音乐形态中的

何种结构力？

单从音响结果来看，“七反”造就了调高的

转换。从表演实践来看，“七反”是基于七声音

阶的“反线”，而“反线”又是基于弓弦乐器的

空弦音高不变的情况下转变唱名的做法。一般

被标注为“反线调”的乐曲专门指称上四、下五

两个方向的调高转换，如依据椰胡的“子母”

图2  活五调椰胡指法位置图

由以上可见，“调体”实际上是由表演者

所主导、以手指所及的“软”或“硬”，再加以

“揪”，建构了不同于“他地”“他时”“他指”

的“调”。因此，我们将视线重回表演者建构，

发觉表演实践中产生此类“调”之形态的过程。

“调体”之“调”所言明的，是站在表演者主位

立场上，由指法观念主导下所产发的、可以给人

以调性调高迁移感或特殊律制听感的、音乐风

格指向上的差异。在它的背后是表演者的表演

意图和观念所支撑，是指法的运用起着决定性

作用。

而学者们之所以会对“轻”“重”“活”的

问题产生“律制”“调式”与“调体”的不同说

法，也是由于站在了不同的角度：在观察者的客

位角度，“轻”“重”“活”给人的听觉感受在调

性、调高上意味着变化与特质，乃至于律制的

特性；而从表演者主体的角度，它们是建立在
㉞林毛根：《潮乐的风格与活五调》，《中国音乐》，1984

年，第3期，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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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线作为参照（见图3）：椰胡原定弦为1=F调唱

作do—sol（上—六），第一种反线称为“以子反

为母”，即两弦分别唱作sol—re（六—尺），使调

高转为1=bB；第二种反线称为“以母反为子”，

两弦分别唱作fa—do（凡—上），调高转为1=C。

但在此调高运转逻辑下，技艺精湛的乐人实际

上可以做到反转七调，以椰胡为例，可以产生如

表2的七种变化。

㉟

图3  反线与椰胡子母线对应关系

表2  两方向七反对应调高

由表2可知，在维持五度定弦不变的情况

下，环环相扣的调高运转模式下，无论是向哪

个方向运转，都只存在七种调高，且在第七次

变化时，回到F调，唱名（指法）也重归正线。这

其中比较特殊的在于，“以子反为母”第五反、

“以母反为子”第二反，出现了“乙凡线”，所

唱音名由纯五度变为减五度，可音高还维持在

纯五度的情况下，这种“勉强”一方面需要演奏

者根据旋律变化指法技巧，在si、fa两音上加奏

装饰音使之音高游移，另一方面也造成听感上

si会偏低（在空弦不变的情况下，维持二指指法

习惯的大二度关系，同样的在“工—乙”“四—

工”弦时，二指音fa也不免偏高）—在纯五度

控制下“勉强”造成了一种似乎（指法上）“平

均”的音律—或者换句话说，在局内听觉感

㉟因律制差异，调高仅取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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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倾向于纯五度的si、fa两音本就没有什么

奇怪的。而只有做到了近乎于纯五度的si、fa两

音这种平均的指法，才能顺利地完成弦乐器上

的“七反”。

无独有偶，通过“反线”转换调高的做法

在汉调音乐中也十分常见。除此之外，在潮州

庙堂音乐中，“七反”的存在还有其特殊的必然

性，即“经师先起音唱起来，然后伴奏乐队才

依声循调来演奏”㊱。同样，这种附着于仪式功

能“依声循调”而产生的调高、指法变化，也并

非孤例。如处于潮汕亚文化圈的海陆丰南塘吹

打乐，在伴奏丧葬仪式时，优秀的“大吹”（唢

呐手）能做到根据执仪者唱经起调的高低，来

调整吹奏指法，决定吹奏音乐的调高㊲。

类似于潮州音乐“七反”的做法，在其他地

区传统民间乐种中也并不少见。比如《查阜西

琴学文萃》中记载了查阜西与杨荫浏关于“翻

七调”的讨论：“杨（荫浏）曾用一支‘吹奏者认

为不错’的坊间之笛，作转七调演奏，并测定音

程，进而证明这种笛不是‘七平均律’”㊳；而查

阜西则认为，“从上字调起，一直到乙字调，共

是七调，每一不同的调都曾一一用到，都是从一

根笛子上翻出来的”㊴。而对于这种“翻七调”

的做法，陈正声也曾从理论和操作的层面加以

论证㊵，这种所谓“七平均律”其实并非绝对的

平均音分而来，而达到这种“翻七调”所必备的

是制作乐器与演奏的技巧：吹口、叉口和气口。

除了“七反”，潮州音乐领域传统意义上的

“转调”在具体操作层面，还有另外一种途径，

即“五调朝元”。与“七反”不同，“五调朝元”

是立足于五声音阶调式体系，以同宫系统内五

个音级分别作主音的类似于“调式调性”上的

运转（即F宫—G商—A角—C徵—D羽）。所谓

“朝元”，即强调在这一过程中，主音虽变，但

宫音不作变化，旋律走向、节奏框架与“元首”

段落保持不变。（见谱例1）

谱例1  《柳摇金》五调朝元首句变化㊶

㊱同注㉖，第124页。

㊲根据笔者2017年8月对南塘吹打乐传承人郑俊绵的采访

笔录。

㊳查阜西：《谈中国笛律》，载于《查阜西琴学文萃》，北

京：中国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768页。

㊴㊵陈正声：《七平均律”琐谈—兼及旧式均孔曲笛

制作与转调》，《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26；

26–28页。

㊶谱例为笔者根据2018年3月对潮州西湖儒乐社弦诗乐表

演及部分社员口述记谱。

在这一过程中，“调”的迁移感始终基于

五声音阶之音位，这种做法使得每一“调”的

运转可以使乐曲的音响效果产生巨变，但在表

演者的角度，这种“转调”无非是指法在不同

音位上的移植，尤其是在古筝、扬琴等繁弦乐

器上，指法的移植更为原封不动地上下平移。

即便从听感的角度上各“调”的曲调存在巨大

差异，但在表演者眼中，它们仍然是“同一首”

曲目。

虽然与“七反”在客位的理论阐释上根

由不同，但“五调朝元”在民间音乐表演实践

中，同样印证了局内乐人们建立于指法观念

之上的“调”感。在“变与不变”的观念之中，

关于指法位置感的表述先于且置于不同乐器

的音位感，这无疑凸显了乐人的主观动觉（而

非客观听觉），占据了主导地位，使表演的旨

趣终究归于表演者自身，也进而使得乐人们在

合乐过程中对主体表演体验的追求占据了绝

对优势。陈天国所谓“七平均律”，所讲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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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终究还是指法的位置（虽然我们无从

印证埃利斯所闻泰国王子所指的“平均”、埃

利斯在“二弦琴”上为泰国乐人演示的平均是

否与指法相关）。但归根结底，是潮州乐人表

演的过程中其指下的拿捏，而非推算提升而

来的理论知识，决定了这一音乐形态的生成、

维持、衍化。

由以上可见，“七反”“五调朝元”等潮州

作乐实践语义中的“调”的运转，框定了在指

法观念下，音乐表演中所呈现的音与音之间的

位置、距离，使潮州音乐整体性的“大”风格得

以定型。而实现“调体”的“软”“硬”“揪”的

指法，则使“大”风格之下“小”风格的分化成

为可能。

诚然，对于“音响事实”的客位阐述使传

统音乐之形态得以体系化、理论化地呈现。但

民族音乐学领域相关表演研究，提醒着人们

反思这类阐述对表演主体“自表述”、对“作

乐”“过程”的忽视，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

到“将多样化的表演过程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策

略的重要性”㊷。有关声音的数据测量分析、理

论勾勒并不是阐释音乐形态的唯一途径，而由

“体验”而及“感觉的意义”，则使音乐实践及

其所归属的文化、所折射的思想观念等可待挖

掘的真相浮出水面。因此，将表演中所涉及的

“律、调”问题重置于表演语境，方能得知一

个表演主体的“具身”体验，一幕幕鲜活的“具

地”（emplacement）的表演现场，方可以表演

的话语诠释表演的问题。还原表演的过程，也

即还原传统音乐形态得以生成—维持—衍化

的路径，进而更加促使其以源生的姿态延绵、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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