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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民间吹打乐曲《凡字调》流行于安徽

皖北、皖东地区及邻近苏北和豫东一带的民间

唢呐班、社中，在民间婚丧嫁娶、老人庆寿等活

动中吹奏频率较高，安徽民间唢呐行业内将其

称为“起鼓笛”。作为民俗活动中的开场曲和迎

宾曲，艺人们所吹奏的《凡字调》乐曲功能百分

之八十属于背景音乐。唢呐艺人到达活动现场

后，厨师、枪炮队伍等各环节人员到齐，枪炮齐

鸣唢呐吹响，所有干活人各就各位，边干活边

欣赏唢呐。此时唢呐艺人往往是创造性地尽情

发挥展示技能，吹到美妙之处自我欣赏陶醉感

十足。《凡字调》由于是即兴吹奏，可长可短可

随时结束，在整个活动中灵活机动环节的吹奏

相当频繁，例如在开始迎亲、送亲以及路过村

庄、集镇等环节。

在安徽民间唢呐乐曲中，《凡字调》与其

他戏曲音乐、民歌小调相比，其即兴演奏变化

更大。从民间唢呐艺人演奏时所记录的曲谱上

看，他们在边演奏边创作，曲谱的音乐结构布

局及音乐语言的美妙令人称赞。民间艺人之间

相互评判水平的高低，首要看的就是即兴演奏

时的繁简变化及巧妙程度。笔者从事唢呐演奏

摘  要：《凡字调》“老梗”谱是民间艺人即兴演奏唢呐的基础。文章主要论述安徽三个不

同风格的唢呐流派即兴吹奏技巧的发展衍变，以及《凡字调》“老梗”谱在唢呐即兴吹奏过程中

的重要性。以求说明《凡字调》为民间唢呐前辈们所提供的即兴吹奏的“创作”空间，并肯定民

间唢呐前辈们为《凡字调》所赋予的新的生命力、音乐内涵和音乐美感。

关键词：《凡字调》；即兴演奏与基础框架；“老梗”；呼吸方法；换气位置

中图分类号：J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923（2020）04-0179-07

收稿日期：2020-03-05    DOI：10. 13812/ j. cnki. cn11-1379/ j. 2020. 04. 019

作者简介：隋景山（1964– ），男，汉族，硕士，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 

和教学数十年，几乎不间断地学习整理安徽民

间唢呐的吹奏艺术及乐曲，尤其是1998年为完

成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在同时参加《中国民族

民间器乐曲集成·安徽卷》①的采录、记谱工作

的过程中，较为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安徽唢呐，并

从中发现了安徽皖北、皖东几个地区的唢呐演

奏特色。他们所吹奏的传统乐曲在一定的框架

内具有丰富多彩的即兴演奏特点，同行业高手

对其赞不绝口。他们分别位于安徽的西北部、

东北部、东部，虽同属于安徽境内但是相距数

百里，他们共同拥有的《凡字调》，由于所处地

理位置、生活语言、审美习惯的不同，而形成了

吹奏技巧和音乐风格之间的差异。《凡字调》

乐曲是唢呐艺人相互判定属于“根上”或“梢

上”（即有师承关系或瞟学的）的标准，专业人

士听其演奏《凡字调》便可分辨出他们的流派

及师承。各地区代表性人物在民间频繁活动并

广泛不断地传承技艺，影响到了几代唢呐人的

艺术成长，因此在安徽形成了公认的三个唢呐

流派，笔者认为可将其统称为“安徽唢呐”。 

○  隋景山

唢呐流派的吹奏艺术
《凡字调》在安徽民间

①涂小平主编：《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安徽卷》，北

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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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字调》吹奏时

基础框架的重要性与即兴结束

关于《凡字调》乐曲的篇幅长短，民间唢

呐班长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保证自己的

四十八板不吹错，别管唢呐千变万化。”以此

示意笙演奏员是整个吹打乐队的“主心骨”，

唢呐能否发挥自如、即兴演奏随心所欲，打击

乐能否敲击准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吹笙者对

《凡字调》扎实熟练的掌握。其次明确指出这

首乐曲的长度为四十八板，笙伴奏不仅确保基

础框架不出现差错，还要把握好拍点的准确

性，为梆子、小镲等打击乐器提供比较肯定的

强拍拍点。只有主奏唢呐明确了笙和打击乐的

伴奏，才有可能尽情地自由发挥。《凡字调》

长可不间断地无限反复吹奏，短可从起始句紧

接结束句，或者吹至中间任何地方根据需要

随时结束。以下是常见的几种即兴结束形式。

（见谱例1）

谱例1  隋景山记谱

 

多年来，笔者广泛地搜集整理安徽民间唢

呐乐曲及相关人物的资料，用磁带和MD碟采

录了安徽蚌埠、淮南、阜阳、滁州、六安等十几

个地市数十位唢呐名家的吹奏录音并记录成

谱。经分析发现，由于安徽境内地域文化背景

不同，在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吹奏风格和吹

奏技巧。随着传承范围的不断扩大，以代表人

物居所为中心方圆数百余里形成了较为突出的

民间唢呐风格块面。艺人们碰面或参加交流活

动时会习惯性地自我介绍道：我是张派徒弟，他

是刘派学生、随派徒弟… …不同的门派便自然

而然地形成了。而各门派之间吹奏风格差别较

大，在不同流派中形成了以某个人为首的几位

代表人物，例如安徽东部的刘凤鸣、刘凤桐、王

崇山，西北部的隋兰魁、隋兰明、黄学文，东北

部张连升、王得山、王文祥等，他们至今都是公

认的地方演奏风格的代表。

二、安徽民间唢呐流派的代表人物及技巧特点

安徽民间唢呐三个著名的流派，虽共同拥

有《凡字调》乐曲，但所吹奏音乐的表现风格大

不相同。他们分别用几个带有地方语言色彩的

文字，形象地对其独特的技巧进行高度概括，

并在各自平台上用各自的方式方法传授唢呐吹

奏艺术。

皖东地区派代表人物刘凤鸣（1912-1983），

早期活跃于安徽定远、凤阳、嘉山（今明光市）、

小蚌埠一带民间从事唢呐吹奏活动，后期任教

于安徽艺术学校，多使用盒带录音作为教学资

料，采用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他的演奏风格优

美柔和且富有歌唱性，其独特技巧可用“挛、

顶、借、带”四个字概括。其中，“挛音”吹奏开

六孔或开三孔音时，下方四个手指或三个手指

呈弯曲状，非常轻柔地在下方三音孔上一闪即

过，使得同一个音高的两个音发出不同的音色；

“顶音”和“借音”即在本音孔向下吹出大小

二度或小三度；“带音”往往出现在乐句的尾

音，即一带而过之意。

在《凡字调》第16至19小节片段中，谱例第

二小节附点四分音符的sol即用“挛音”技巧，其

音响效果带有筒音音色较为圆润的通透感。第

三小节的re、mi用“顶音”技巧吹奏，音色比本

音孔的音色更为含蓄柔和。（见谱例2）

谱例2  《凡字调》片段

 

刘凤鸣先生常用开三孔E的小唢呐，筒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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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re吹奏（唢呐最低音是re），谱例《凡字调》

第36至40小节出现do和#do均用“借音”技巧吹

奏，“顶音”和“借音”技巧，有时也合称为“上

顶下借”技巧，其吹奏的音响效果音色柔和，且

二三度之间向上向下均可无痕迹吹奏，表现富

有歌唱性的音乐片段应该是首选的技巧，因此

他吹奏的《凡字调》具有“凤阳花鼓”“王三姐

赶集”等民间小调的优美感。（见谱例3）

谱例3  《凡字调》片段

安徽西北部流派的代表人物张连升（1911-

1982），唢呐吹奏风格刚柔并济、夸张且略带

忧伤，常活跃于安徽西北部的萧县、砀山、宿县

（今宿州市），以及河南永城县（现在的永城

市）等地。据砀山著名民间唢呐演奏家蒋法杰

先生②说，曾受教于张连升的徒弟们，分“门里

徒弟”（在他家吃住，帮助干农活并跟随参加民

俗活动）和“门外徒弟”（到师傅家上完课后即

返回自家），主要的学习形式是课上耳闻目染和

师傅的零星指点，课后靠自己体会和模仿。

他的独特技巧是用“吞、轧、揉、颤”四个

字概括，“吞音”技巧是嘴唇含住哨片的不同位

置，瞬间滑至哨座，用手指加以配合，从而产生

类似向上小二度滑音的音响效果，但比滑音音

质浑厚夸张，如《凡字调》第7小节第一拍mi、si。

（见谱例4）

谱例4 

 

“轧音”即运用嘴唇连续挤压哨片，同时第三、

四孔双指向下“轧”，从而产生力度较强的十六

分音符的小三度下滑分奏。“揉音”技巧在张连

升先生的吹奏中运用非常频繁，尤其是第二、

三孔和第五、六孔的双指连续揉音，使音色圆

润明亮。上例前三小节带有连线的音符，在他

吹奏《凡字调》时多处出现，类似数小节的连续

指柔。“颤音”是唇颤和气颤相结合的下滑颤

音，其颤动幅度较大且音符时值较长，慢速吹

奏时往往给人一种忧伤感。如《凡字调》第42至

44小节片段，第三小节最后一个音的do开始颤

到这个音结束。（见谱例5）

谱例5 

 

隋兰魁（1928-2002），安徽西北部的代表

人物，唢呐吹奏风格属于“委婉爽朗”型，他早

期的活动范围是安徽亳州地区、阜阳地区，1976

年开办唢呐学校后，从亳州、阜阳开始逐渐扩

展至河南商丘、柘城、宁陵、夏邑等地传授唢呐

吹奏技艺，1976年至1999年所教授的学生主要

来自苏鲁豫皖等地，培训时间周期从三个月至

两年不等，培训学员两千余人。 

他的吹奏技巧可归结为“吞、吐、呼吸”。

“吞音”技巧是直接用气息和嘴唇吹奏，无需

手指的配合，它频繁使用在《凡字调》中针对第

一、二、三孔的中高音，是嘴唇含在哨片口瞬间

滑至哨座而产生的一种饱满柔和的音响。他使

用F或bE调小唢呐吹奏，在《凡字调》第34至37

小节的#do至re即运用了“吞音”技巧，此技巧在

他的吹奏中往往出现在乐句的开始，由倚音滑

至主要音符，吹奏音响效果轻巧爽朗，音头部

分较为委婉。（见谱例6）

谱例6 

 

此处的“吐音”技巧不是指平时常用的双

吐、三吐等舌头上的技巧，而是嘴唇从哨片根

部滑至哨口的过程中产生声音效果。它常出现

在向下大小二度的句尾，这种类似滑音的技巧

给人一种既饱满又含蓄柔和的音响感觉。（见

谱例7）

②蒋法杰（1948- ），安徽砀山唢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张连升再传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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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7  《凡字调》片段

 

隋兰魁先生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吸不足

气、呼留余气”，即每次吹气约留有10%的余气

时再吸气，所吸入的60%-70%气量足够每分钟

80拍速度16拍以上的用气，忌吸入100%气量，

以此避免闷气憋气的现象。他可以不间断地吹

奏三、四个小时，从未出现脸红脖子粗、气喘

吁吁的状态。换气位置的布局也是他的一个特

点，在笔者听其吹奏《凡字调》进行记谱时发

现，虽说乐句音符的繁简在每一遍反复时都有

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他的换气位置大多都在

同一个位置，而且换气时非常的自然。其次，

由于高音区消耗气量小，循环换气时可以使痕

迹降至最小甚至没有痕迹，因此他认为要在超

吹高音区或在第六、七、八孔高音区时换气。

循环换气时口腔余气是有限的，因而这样的换

气在他吹奏传统乐曲及戏曲曲牌时随处可见。

笔者认为他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换气位

置，如此合理地安排换气位置和正确的呼吸方

法，避免闷气憋气现象，值得唢呐人学习和借

鉴的吹奏方法。

三、《凡字调》在安徽的传承

《凡字调》在安徽民间唢呐流派中属于标

志性乐曲，在同一个曲调框架内，不同的流派

凭借各自对音乐的审美追求和吹奏特长，显现

出明显不同的音乐风格和技巧特点。在口传心

授时期，由于没有乐谱，全凭大脑记忆，技艺高

超的民间唢呐艺人吹奏此曲时到了随心所欲的

地步，除了小节数不变，建立在同一个旋律轮廓

基础上的旋律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艺人们吹奏

时几乎是一遍一个样，常常连吹奏者自己都记

不得第一遍、第二遍与第三遍的区别，有时甚

至将反复号前的一个乐句也加以变化。师傅向

徒弟传授此曲时，学生时常发现在不同时间、

不同场合，师傅吹的内容都不一样。以下以隋

兰魁为例简述《凡字调》的传承。

1976年底，隋兰魁开办唢呐学校广收学生，

当时各门派民间艺人的保守思想或多或少地存

在着，同辈民间艺人劝他不要这样做，一方面

是传授自家多年积累的独到风格特点，不合乎

手艺人“拜师收徒”的传承规矩，另一方面是考

虑到学生教多了会影响现在各唢呐班的生活来

源。如他这样广泛传授民间唢呐技艺的人当时

几乎是没有的，但由于传授学生众多，影响较

大，《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等新

闻媒体都相继报导了隋兰魁的办学事迹。为便

于学生学习，隋兰魁在教学过程中把自己吹奏

的《凡字调》分成一、二、三代记谱，第一代比

较简单易学，第二代是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吹奏谱，第三代是他的大部分学生现在吹奏

的乐谱，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决定传授第几代

《凡字调》。有时在学生聚集的场合讲解《凡字

调》时，他会拿更早时期的“老梗”与第三代作

比较，由于两者音乐感觉的差异，令学生惊讶不

已甚至引起哄堂大笑。

隋兰魁先生这一套经数遍校正记录下来的

不同难易度的《凡字调》乐谱，对于后来者无论

是教与学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在1988年

后我整理他的资料时，听他吹奏《凡字调》发

现与以前记录的二、三代《凡字调》又有了新的

变化，因此我就有意识地把他不同时期的资料

（各种戏曲、小调）做比对，发现不同时期有着

不同的变化提升，由此得知民间技艺高超的唢

呐艺术家，他们只要还在民间不断地演奏，发

展变化永远存在，因此对于民间传统唢呐乐曲

的记谱也要随之不断地整理更新。

四、《凡字调》即兴演奏与基础框架

据笔者的父亲隋兰魁口述，他最初学吹的

《凡字调》是有板无眼的四分之一拍，速度大

约在每分钟80拍以上，不间断的八分音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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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音符一成不变地无限反复，乐句结构之间也

不明显，听起来非常单调。早期的吹奏是两支

同音高的唢呐，对音色、音准以及对情感美感

的表达等要求似乎不那么严谨，而最突出的两

点追求是：小节数不能有多或少，节奏要稳。达

到这两点要求就算是完成吹奏，但是不可忽略

的是，无论《凡字调》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管

即兴演奏如何千变万化，基础框架必须熟记于

心，不能有半点含糊。（见谱例9）

“老梗”谱与三代《凡字调》相比，可明显

看出音符的简繁程度变化之大，三个流派中每

个乐句音符的疏密度都不尽相同，这种差异与

吹奏速度有着直接关系。《凡字调》中音符的

疏密程度由吹奏速度决定，速度的快慢取决于

吹奏者在吹奏时所要表达的情感，而音乐情感

谱例8  《凡字调》；隋兰魁演奏；隋景山记谱

谱例9  《凡字调》“老梗”谱片段；隋兰魁口述；

隋景山记谱

主要根据艺人们对音乐的理解、唢呐的表述能

力以及活动现场要求随机而定。以下谱例是三

位前辈所吹奏的不同风格和技巧的《凡字调》，

前三小节如散板，但在长期演奏过程中，除了前

三小节基本未发生太大变化外，其他部分均与

本谱例不符。他们的即兴演奏思想是：只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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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演奏，“即兴”就会贯穿始终。（见谱例10）

谱例10  《凡字调》隋景山记谱

奏下去的现象，虽说笙有时也是可以即兴吹奏

的，但它的主要功能是伴奏，不能像唢呐的即

兴变化那么频繁，更不能用大长音或以骨干音

数小节代替主旋律，唢呐吹奏数小节大长音或

用一个骨干音吹节奏型，此时笙必须旋律化，

主奏唢呐音量也自然控制下来，音响效果由一

个热烈激昂转变为另一种美妙悠扬两种不同的

感觉，唢呐偶尔按部就班吹奏主旋律音符，笙

此时也会加花变奏，与唢呐形成音符简繁相互

对比。

五、《凡字调》的伴奏乐器

《凡字调》的主要伴奏乐器是两攒笙（分为

正笙和副笙，坐在主奏员左边的是正笙，右边为

副笙兼打击乐）、一副梆子、一面小堂鼓。五个

人组成的唢呐班可参加任何活动，一支唢呐、一

攒笙、一副梆子构成的三人组只能办丧事，这也

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各路唢呐班约定俗成的最

基本的编制。其他乐器，如竹笛、云锣等都是后

来随着音乐需求增加的。安徽各个流派的伴奏

乐器中，唯独不可缺少的是笙和梆子，若笙演奏

员和打梆子队员对作品掌握不娴熟，唢呐吹奏

者稍微加花变奏，笙和梆子便容易出错。吹奏

《凡字调》的主要打击乐器是“梆子”，唢呐班

称之为打“梆子”或“打板”，而安徽唢呐班的

常用打击乐器有梆子、堂鼓、小镲、云锣、小锣、

大锣等，如果编制实在不齐全，其他打击乐器可

以酌情减少，但唯独不可或缺的是梆子，梆子的

敲击是各声部共同的重要节点。

六、结  语

根据刘凤鸣先生等安徽几位唢呐代表性人

物及其师父的年龄推算，《凡字调》已有近两百年

的传承发展历史。从乐谱音符的发展、音乐速度

的变化到演奏技巧的创造性运用，从单调乏味到

韵味十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凡字调》为唢呐

前辈们所提供的极大的发展创作空间，也看到了

三个唢呐流派《凡字调》的吹奏速度分别

是，张连升由开始吹奏的每分钟20拍发展至每

分钟142拍，隋兰魁由每分钟40拍发展至每分

钟110拍，刘凤鸣的吹奏是由每分钟60拍发展至

每分钟120拍。速度由慢渐快，音符简化到有时

只有一个骨干音或数小节使用一个大长音，此

时最能凸显即兴演奏的速度变化程度，如张连

升先生吹奏的《凡字调》片段。（见谱例11）

谱例11  隋景山记谱

从31至45小节谱例上可以看出，《凡字调》

基础框架的重要性。如果笙伴奏者没能熟练地

掌握基础框架，而是受唢呐即兴演奏变化的影

响，跟着唢呐吹的旋律“随大溜”走，很有可能

出现不知唢呐吹奏到什么地方，严重时无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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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景山: 《凡字调》在安徽民间唢呐流派的吹奏艺术

数代唢呐前辈为之发展创造所付出的心血。

唢呐的即兴演奏是民间艺人们永远的追求，

只要演奏存在，变化便永远存在，记谱也随之有

所不同，而《凡字调》“老梗”谱是民间艺人即兴

演奏的基础。安徽三个著名唢呐流派带有创造性

的独特技巧均用地方方言中的几个字加以形象概

括，他们的演奏风格迥异，演奏时的呼吸方法所

造成的习惯性换气位置，使吹奏轻松自如、变化自

然，是值得唢呐人学习和借鉴的吹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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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特性的元素已经与音响融会贯通，在更为

本质的层面支撑着作品。

本作品中体现出诸多东方音乐元素与西方

创作技法的结合，体现出作曲家摒弃了传统与现

代、东方与西方、审美与技法的表面对立，以更客

观的视角关注音响本身。正是作曲家这种超然的

心态与视角，使《震》成为独具特色的成功之作。

五、结  论

综上所述，该作品的创作特征体现在以下

四个方面：核心素材的对置、材料的变化特征、

宏观结构把控以及东方元素与西方技法的结

合。作曲家深刻解读中国古老哲学概念，以“八

表5  核心动机d（变化形态2）与“中中莫里长短”节奏形态比较

卦”“阴阳”为创作灵感，遵循其规律，设置具

有二元相对特征的核心音程，以及具有内在逻

辑关系的四个核心动机；在动机材料的发展过

程中，作曲家极力追求织体、音响的丰富性，产

生多种变化形态；在宏观结构把控方面，作曲

家严格坚持材料的高度统一原则，使诸多变化

形态“万变不离其宗”，达到实际音响丰富且结

构凝聚力强大的效果。与此同时，权吉浩先生

以客观的态度执着于音响本身，打破音乐分类

条框，由此创作出集对立、变化与统一、微观与

宏观、东方与西方为一体，根植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个性化音乐语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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