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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韵大鼓产生于清代末叶，源于河北省河

间府一带农村的“木板大鼓”，京韵大鼓在形

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刘宝全、白云鹏、张

小轩、白凤鸣、骆玉笙等几个主要流派，他们博

采众长、不断吸收相关艺术成就，逐步形成了

京韵大鼓艺术所特有的支声、复调结构。京韵

大鼓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厚，20世纪50年代到80

年代期间的代表性著作有白凤岩、王万芳、良

小楼、马增芬、章辉所著的《曲艺音乐研究》，

书中指出曲艺伴奏的规律是：1.按基本点伴奏；

2.按腔配点伴奏；3.模拟伴奏。①20世纪80年代

以后，中国说唱音乐的研究进入了百花齐放的

局面，吕骥、连波、周良、贺绿汀、冯光钰、栾桂

娟、刘书方、陈钧、姚艺君以及曲艺家骆玉笙、

白凤鸣等纷纷发表文章，他们促进了京韵大鼓

音乐研究的“更上一层楼”。这一时期有关京韵

大鼓的研究论文约79篇，其中涉及到京韵大鼓

伴奏及多声形态研究的论文约6篇，代表性成

果有：刘书方的《伴奏八法—京韵大鼓学习

扎记》②及宋青的《京韵大鼓少白派的形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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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韵大鼓多声部音乐形态
与乐人的音乐观

研究》③，文中详细阐述了艺人们总结的“扶、

衬、托、簸、八面封、补、垫、简繁相称、出进分

合”等八种伴奏法及白凤岩总结的伴奏八个字

“起、托、扶、补、扫、裹、拿、随”；马惠文的

《我国戏曲、说唱音乐中的复调性》④将中国戏

曲、说唱音乐中的唱腔与唱腔、伴奏与伴奏、唱

腔与伴奏复调结构分为对比性较强、支声性较

强、模仿性三大类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

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曲艺志》的出版，为后

来的研究者打下了功不可没的研究基础。但由

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已出版的京韵大鼓曲谱，

①参见白凤岩、王万芳、良小楼、马增芬、章辉：《曲艺音

乐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冯光钰、李明正、周来

达：《中国传统声乐卷·曲艺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9年，第10页。

②参见刘书方：《伴奏八法—京韵大鼓学习扎记》，《曲

艺艺术论丛》，1982年，第1期。

③参见宋青：《京韵大鼓少白派的形成与研究》，《中国音

乐》，1992年，第2期。

④参见马惠文：《我国戏曲、说唱音乐中的复调性》，《音

乐研究》，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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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未记录包含唱腔与各个伴奏声部的总谱，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的北京卷与天津卷仅记

录了《丑末寅初》《剑阁闻铃》两首总谱，说明

学者较少关注到不同伴奏乐器之间，唱腔与伴

奏之间的多声音乐形态及不同表演语境中多声

音乐形态的变化。在音乐调查中，笔者跟京韵

大鼓刘宝全派第四代传人唐柯学习演唱，请乐

人记录总谱，听取他们对京韵大鼓各伴奏乐器

的理解，参加其参与的表演活动，观察不同的

演员与伴奏乐师之间的动态变化。这样既可以

将其作为一个重点对象进行调查，同时又可以

从他与他所属的京韵大鼓曲艺团、观众的关系

中加以考察，在注意到“局外人”对京韵大鼓认

识的同时，又观察到“局内人”对京韵大鼓的表

演、技巧以及乐曲的深入体会。本文从京韵大

鼓乐人的乐器地位观、伴奏观、协和观、流派

观、个性伴奏观等观念，阐释京韵大鼓表演过

程中所呈现出的“胡咬弦，琵琶塞缝”多声部音

乐形态特征，说明不同套路、伴奏手法、流派风

格是如何在表演过程中影响多声部音乐形态变

化的。旨在抛砖引玉，让更多学者能够关注到

传统说唱中的多声音乐形态。

一、京韵大鼓“表演场”中的多声部音乐形态与

乐人的个性化伴奏观

北京天桥曲艺茶社是北京曲艺人重要的

聚会场所，每周星期天上午，孙鸿宴师傅都会

带着唐柯等师兄妹在这里为曲艺爱好者表演。

笔者以2015年4月19日，北京天桥曲艺茶社范婷

婷表演的《长坂坡》与唐柯表演的《连环计》为

例，呈现出京韵大鼓多声部音乐形态的变化规

律、乐人的个性化伴奏观及京韵大鼓伴奏乐队

的新变迁。

（一）范婷婷的表演分析

范婷婷学习京韵大鼓刚一年，今天是头一

次上台演唱《长坂坡》，心情很紧张。孙师傅指

出，范婷婷的唱腔有些混乱，今天需要规整。

又对其他乐手说：“你们今天要保住调，我有些

担心她！”范婷婷介绍：“我主要学习了孙老师

与马老师的《长坂坡》两个版本，孙老师唱腔

潇洒，马老师声音高亢，我是学习他们的韵味，

但还有些混乱。”范婷婷上场，孙鸿宴老师亲自

演奏三弦。范婷婷刚开始有些紧张，但随着观

众肯定的掌声，她开始有了信心，但是在节目中

途，由于她突然忘词，只得另接一段而结束演

唱。后来孙老师告诉我：“因为范婷婷的声音返

声不够，而且唱腔出现混乱，我听不清楚，所以

只好努力看范婷婷的口型唱的是什么字，这样，

我好及时向其他人提示，大家该进入哪个唱腔

套路。”由于范婷婷的唱腔出现了问题，孙师傅

在难以判断时，就不断带领乐队重复演奏入唱

片断“do（高）la sol fa mi re do mi re do”。通过

这一旋律片段提示范婷婷可以随时进入，同时

乐队及时跟上说唱者的演唱。

这次，在范婷婷的京韵大鼓表演中，笔者

观察到，伴奏乐队出现了京韵大鼓表演中不常

用的乐器—中阮。唐柯解释道：“1949年以

前没有大阮或中阮，之后，艺人们逐渐接受近

现代音乐理论，经过从低胡、革胡到大提琴这

些低音乐器的尝试后，最后约定俗成地在乐队

中加入大阮或中阮作为低音乐器，让乐队有厚

重感，我们京韵大鼓就是那种浑厚、沉稳的姿

态。”笔者注意到，阮主要演奏骨干音，便询问

孙鸿宴师傅，“阮的演奏是否最容易？”“那也

不是，阮不可能总是只弹主音‘do’，那多单调，

也需要不断变化，所以，我们每个乐器都不简

单”！孙师傅回答。由于中阮的加入，京韵大鼓

的表演呈现出“胡咬弦，琵琶塞缝，中阮骨干

音”的新多声形态。（见谱例1）

（二）唐柯的表演分析

唐柯上来完全不一样，他先说了一段笑话，

并简要介绍故事情节，还打趣说：“如说错了，请

大家包涵”。观众一经他这番调侃，全场气氛顿

时活跃起来。他在演奏鼓段时，身体和鼓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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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文中凡由唐柯记谱的音响资料，均由唐柯提供简谱，刘
娟打谱。
⑥《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

音乐集成·北京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1996年，第
842页。
⑦刘宝全曾经表示过，不太喜欢录音，因为录音有具体的

时间规定，许多即兴的成分很难充分展现。

谱例1  《前奏》片段；唐柯演唱；孙鸿宴、白金鑫等伴奏；唐柯记谱⑤

离拉得比较开，鼓点如蜻蜓点水般敲打鼓面，鼓

音脆响，富有动感，伴奏者的情绪立马被带动起

来。唐柯的演唱音色明亮又底气十足，字音可以

轻松地让每一位听众与乐手听见，所以，三弦乐

手可以马上明白唐柯唱腔套路的指向，四胡乐手

也可以准确地“咬住”三弦的旋律，琵琶乐手则

可以根据实际演奏情况填补四胡与三弦之间的

旋律缝隙。三弦主奏者由非常年轻的演员白金

鑫担任，可以看出，由于唐柯精彩纷呈的展示，

白金鑫一点儿也不紧张。这一次，我完全感受到

在京韵大鼓表演中演唱者的主导地位，他在引

领乐队演奏的同时把控整个节目全局，观众的

呼吸与脉搏也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而起伏，最后

在一片铺天盖地般的掌声中，唐柯结束了他的表

演。京韵大鼓的多声部表演形态既有一定之规，

又有相当变化的灵动表演流脉，从孙师傅对范

婷婷的“保调”安排，从中阮在京韵大鼓伴奏乐

队中的新作用，映射出京韵大鼓艺人培养新人，

吸收涵化外来艺术的现代化历程。

京韵大鼓传承人唐柯指出：“（表演中）我

们每个人演奏的旋律都不相同，这和我们每个

人（在乐队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密切相关，说

唱演员是全局指挥者，三弦是乐队主奏者，四

胡是难度最大的伴奏者，琵琶是自由人。”沿着

唐柯对乐人的地位与作用观、伴奏“八”字观、

协和观等音乐观念的精彩阐释，京韵大鼓多声

形态形成之因也逐渐清朗。

二、京韵大鼓多声部音乐形态

与乐人的乐器地位观

（一）前奏与“三弦主奏观”

演出过程中，说唱演员通过三弦乐手向乐

队传递信息，三弦乐手在做出正确判断后，通

过不同的音调提示乐队采用不同的伴奏套路组

合，他是乐队的引领者。据唐柯介绍，京韵大鼓

的前奏分为“头、腹、尾、肩膀头（入唱过门）”

四个部分，其中“尾”主要是对“头”的变化再

现，“腹”是对“头”的音乐材料进行较大的变

化发展，“腹”大概有十几套演奏套路，运用哪

一套，均由三弦乐手来决定。如刘宝全等1919年

录制的《丑末寅初》前奏⑥，第1-4小节为“头”，

第5-9小节为“腹”，第10-14小节为“尾”。

这次录音只演奏了“头、腹、尾”三部分，将

“肩膀头”省略，省略的主要原因是录音时间的限

制⑦，这也提醒学者在研究录音作品记谱时，一定

要考虑到当时的表演语境对演唱（奏）的影响。

一般来说，“头、尾、肩膀头”的音乐较为

固定，“头”和“尾”的音乐材料均是对“13 23

1”的变奏，而“肩膀头”最明显的音乐特征就

是运用“fa”音及三次对“do”的落音肯定，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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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演唱者的进入。三弦乐手会根据不同的书情

内容，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的“腹”来与“头”相

连接，如1981年骆玉笙表演的《剑阁闻铃》的前

奏⑧中，“头、腹、尾、肩膀头”四部分构成非常

完整，伴奏乐师们运用了与刘宝全《丑末寅初》

不一样的套路，表达唐明皇夜宿剑阁，在冷雨

凄风中思念惨死的杨玉环之情景。

此前奏显示，三弦引领出“头”后，在进入

“腹”的时候，它先引领出“肩膀头”的典型音乐

材料—长时值音符“fa”，如第6小节，但是此

时三弦主奏者并没有将“fa”后面的旋律引领到

“do”音，其他乐手却立刻明白三弦乐手的套路

是指向“尾”部材料。此例第20-26小节为“肩膀

头”，它由三个小乐汇构成，它与“头”“尾”的音

乐旋律均遵循“眼起板落”的规律，且“肩膀头”

的三个乐汇均落音到“do”，强调“fa”音，这些都

具有重要的提示演唱者入唱的作用。

京韵大鼓前奏中“头、腹、尾、肩膀头”的

套路运用非常灵活，仅“肩膀头”的运用就有多

种。一般来说，前奏中使用完整的“肩膀头”，在

“番与番”的连接处使用半个“肩膀头”，而这

种对“肩膀头”运用的规定是京韵大鼓伴奏乐

师逐渐约定俗成的。老一辈的弦师，如白凤岩、

韩德福等，他们的伴奏随机性很大，其他乐手

需要随时聆听三弦乐师领奏出来的乐路来决

定自己的旋律走向。如三弦乐师想要演奏整个

“肩膀头”，就会出现以下的多声部形态。（见

谱例2）

谱例2中划框处为一个完整的“肩膀头”，

横线处为半个“肩膀头”，如果三弦乐师想要演

⑧《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天津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
音乐集成·天津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1993年，第
236–238页。

奏半个“肩膀头”，就会出现下面的多声情况。

（见谱例3）

谱例3  《华容道》片段；唐柯演唱；孙鸿宴、白金鑫等伴奏；唐柯记谱

 

谱例2  《华容道》片段；唐柯演唱；孙鸿宴、白金鑫等伴奏；唐柯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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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3划横线处显示，四胡乐手开始以为三

弦乐手想要奏整个“肩膀头”，所以奏“do re ”，

当发现三弦奏“fa”音时，他立刻明白三弦乐手的

意图，马上进入到“fa”音，可见，京韵大鼓的多

声形态是千变万化的，每一次演奏都会不一样。

以上例子均显示，前奏部分中四胡“咬

住”三弦旋律作变奏，而琵琶一会儿与三弦旋

律相近，一会儿与四胡同奏，一会儿又独立成

调，起到积极的“塞缝”作用；各个声部无论

怎样变化，各声部在头、尾、肩膀头等处的最

后一个落音都落在板上“do”音结束。这不仅

有利于三弦预示下一段的音调（三弦选择进入

什么过门音调）而且有利于乐队与说唱者的配

合，并能够凸现出京韵大鼓乐人“合尾”的多声

音乐思维。

（二）“胡咬弦”多声部音乐形态与“四胡

难度观”

唐柯介绍：“四胡是乐队中唯一的拉弦乐

器，它的声音可以托住唱腔，配合三弦所引领

出来的旋律，三弦落在sol上，四胡可以落在mi

或sol上，但绝对不可以落在fa、la上，这就是套路

的配合问题。四胡是乐队中最难做的‘人’，因为

四胡（的伴奏）游离于三弦与演唱者之间，同时

又联络于两者之间。”如刘保全等1919年录制的

《丑末寅初》⑨显示出：四胡旋律不时游离于唱

腔旋律与三弦旋律之间，当三弦未演奏唱腔旋

律时，四胡立即奏唱腔旋律；当三弦演奏唱腔

旋律时，四胡不时进行即兴变奏；当与三弦同

奏唱腔旋律时，四胡又与三弦形成高低八度的

音响层次来裹住唱腔，四胡紧紧咬住三弦所引

领出来的旋律，与三弦形成了如影随形的多声

部形态。

（三）“琵琶塞缝”多声部音乐形态与“琵琶

自由观”

唐柯幽默地比喻道：“琵琶是个自由人，其

作用是‘塞’唱腔与三弦、四胡，或者以上任意

两者之间的缝，它的伴奏旋律最不固定，可以在

‘场内’（指伴奏的规矩，即音形和音色给限定

的游离范围）自由游走，但不能够出‘圈’。真正

好的乐队并不需要琵琶出声，但有时候琵琶也

需要及时亮手，例如《闹江洲》的‘八字眉’是个

很低的唱腔，此时三弦不能作华彩，只能随唱

腔奏‘1 5 1’，四胡音量偏大，不能演奏，否则就

会影响演唱者，只有琵琶的音色、音量最为符

合且可以呼应唱腔，琵琶这个时候的演奏就叫

做亮手。随着唱腔进入较高音区，其他乐器的

优势可以体现时，琵琶就又散步去了。”可见，

琵琶起到了很好的“塞缝”作用，它不仅填补了

四胡与三弦之间的旋律空隙，而且利用其所特

有的颗粒音色在两者之间起着非常有效的连接

作用。

唐柯的比喻十分形象，“如果将整个京韵大

鼓演奏比喻成一个人的话，说唱演员就是整个

乐队的灵魂，三弦是骨，四胡是肉，琵琶是筋，这

样一个人就立起来了。”综上所述，京韵大鼓伴

奏乐器的不同地位与作用，形成了其“四胡咬三

弦，琵琶塞缝”的多声部音乐形态。

三、京韵大鼓多声部音乐形态与乐人伴奏

“八”字观

京韵大鼓弦师祁凤鸣提出了“衬、垫、

补、和、托、裹、拿、随”八字伴奏法⑩，即根

据演唱者不同的表演状态运用不同的伴奏方

法伴奏。

（一）“垫、补、随、和”伴奏法

“垫”是指“唱腔的上下句长短不一，伴

奏与唱腔板上取齐，再接唱腔时如有空隙，就

要垫点，这是受气口、板眼制约的一种伴奏音

型，垫是对基本点与过门的补充”。⑪“随”的

⑨⑪同注⑥，第842；836页。

⑩宋青：《京韵大鼓少白派的形成与研究》，《中国音

乐》，1992年，第2期，第7页。文中提到，“白凤岩在长期的艺

术实践活动中，对于京韵大鼓的伴奏方法总结出了八个字：起、

托、扶、补、扫、裹、拿、随”，即不同的伴奏乐师会总结出不完

全相同的伴奏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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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随腔而走；一种是当

演员唱到“平腔”时，如果演唱状态较好，伴

奏乐师可以适当加大变奏幅度，增加华彩来

丰富唱腔。“和”是指伴奏声部之间，或伴奏

声部与唱腔声部构成和音的关系。“补”是指

乐队补足唱腔的板眼，有助于说唱演员“唱时

无板，心中有板”，时刻能够回到有规律的板

腔节奏中。如刘派的《丑末寅初》在短短的两

小节之内，就运用了“随、和、补”三种手法。

（见谱例4）

谱例4  《丑末寅初》片段；唐柯演唱；孙鸿宴、白金鑫等伴奏；唐柯记谱 

  

（二）“拿”伴奏法

“拿”主要表现在力度上的变化，伴奏声部

先于唱腔将情绪、书情气氛带出来，“拿”着唱

腔走，将下句的气势“拿”领出来。（见谱例5）

谱例5  《华容道》片段；唐柯演唱；孙鸿宴、白金鑫等伴奏；唐柯记谱

 

谱例5的画框处显示，三弦用“反撮”技法

演奏“do”音，予以力度上的加强，有力地引导

出唱腔旋律与情绪，同时又便于演唱者换气，为

下一句的演唱做好气息上的准备。

（三）“衬”伴奏法

“衬”是指伴奏乐队在音量上要弱于唱

腔，不要遮挡住唱腔的华彩部分，起到衬托唱

腔的作用。（见谱例6）

谱例6显示，三弦乐手运用了“踢”（衬）的

技法，利用音乐的节奏型密度增加，音量变弱，

音色变暗，有效托出唱腔。由于三弦要托唱腔，

此时就由四胡替代它完成结束乐句，奏出“656 

12 1- - -”的曲调，再由琵琶运用轮指技法补

上三弦的空隙。当然，此处如果伴奏乐队不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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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的手法，也可用“随”的手法，这时候出 现的多声形态就会不一样。（见谱例7）

谱例6  《战长沙》片段；唐柯演唱；孙鸿宴、白金鑫等伴奏；唐柯记谱

谱例7  《战长沙》片段；唐柯演唱；孙鸿宴、白金鑫等伴奏；唐柯记谱

 

三弦乐手用撮音技法奏出“6 4 3 2”后，就

进入结束乐句的典型音调“56 1”，而四胡这时

随三弦所奏的点子而奏。

（四）“裹、托”伴奏法

“裹”是指伴奏乐队将唱腔旋律裹住前行，在

保持唱腔骨干音的情况下，加繁变奏唱腔旋律，形

成“繁”与“简”相互映衬的效果。（见谱例8）

谱例8  《华容道》片段；唐柯演唱；孙鸿宴、白金鑫等伴奏；唐柯记谱

 

谱例8中，伴奏乐队对唱词“国”字的唱腔

旋律音“re”进行加繁，即为“裹”伴奏法的应

用。但是，京韵大鼓的表演是千变万化的，如

果演唱者此时将“国”字的拖腔表现为休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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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刻的伴奏就属于“补”的伴奏法。谱

例8第3小节第4拍用的是“托”伴奏法，三弦、

四胡乐手在低音区托住唱腔，三弦乐手一改往

常“2132”的常规奏法，而奏出“212”，使得原

本的平淡无奇变得微妙起来。再看该小节琵

琶的旋律走向，第4拍“3 1”与三弦、四胡的下

行音调形成对比，将演唱者的情绪逐渐烘托

出来。唐柯对京韵大鼓乐人的伴奏法有这样

的阐释：“唱腔是灵魂，而伴奏音乐就是要托

住唱腔，弥补唱腔，延长唱腔，将唱腔细化、分

化、复杂化，简言之就是“托、补、延、细”四

个字，伴奏就是唱腔的变奏。”

四、京韵大鼓多层立体音色景观

与乐人的协和观

京韵大鼓艺人唐柯说：“我们的协和是看

整个乐句的音形走势、音色是否和你这个音相

协和，而你们（学院派）是看音与音之间的协

和。音形走势就是指听众耳朵里音色与音调的

走向。例如我们的四胡有‘炸音’，这个音就是

两根弦同时拉响，出现大二度与小二度音程，

这在你们看来，是不协和音程，而在我们看来，

在特定情况下，它就是协和音。京韵大鼓‘炸

音’常用的音程有61、72、67、71、72等，具体运

用哪一个，则是四胡演奏者根据具体表演场景

来决定的。一般来说，‘炸音’常用在需要表达

较强烈的情绪之时，可以给观众、演唱者一个

换气口，同时起着渲染气氛、增强音效感的作

用。如《桃花庄》中的演员砸口：‘小辈你往哪

里跑？’这时三弦乐手就会运用没有音高的大

扫弦，而四胡则可以用‘炸音’72音程来表现当

时的书情情景。”京韵大鼓乐人讲究各个声部

风格、风味、风韵的协和，他们将多声部音乐中

的乐器音色、音量、字音与书情作为一个整体

来对待。琵琶音色中明亮的“点”，既可以与三

弦沉稳的“点”、四胡的“线”相互映衬，又巧

妙嵌入到三弦、四胡的间隙中，勾勒出京韵大鼓

“点线”互动的多层立体音景。

五、京韵大鼓多声部形态与乐人的

“依字行腔”观

“依字行腔”是京韵大鼓各个声部的音调

走向，也是各个乐器在一起协和合奏所依据的

重要原则。《曲艺音乐研究》中写道：“京韵大

鼓基本曲调是以北京音四声基本韵律为基础

而形成。假定以‘do（高）’作标准音，阴平字发

出的音则是个‘do’，阳平字发出的音为‘xi do

（高）’，是由标准音的下方二度，滑到标准音。

上声字所发出的音为‘mi sol’，它基本上是上行

的，和阳平字有共同点，但本身音域活动较阳平

字要低而且宽些，尾音要向下滑一点。去声字发

出的音为‘do（高）mi’，它是由标准音急速下行

至下方六度，音域活动较宽。”⑫很明显，北京音

四声基本韵律的自然曲调就是以“do mi sol”为

核心音，以“mi sol”“do mi”“do mi re do”等为

其基本旋法，因而形成了京韵大鼓艺术所特有

的以宫调式为主的多声音调形态布局。

六、京韵大鼓多声部音乐形态与乐人的鼓板观

京韵大鼓乐人一致认为，说唱演员手中的

板是用来控制乐队的伴奏速度的，鼓则是协助

板将演奏的力度和速度传达给乐队。同时，演

唱者运用“撤点、加点、碎点”等手法，使鼓起

到对乐队伴奏的作用。京韵大鼓的鼓点主要是

在老七点的基础上进行变化，以下，笔者将老七

点和变化后的鼓点标在前奏中。（见谱例9）

通过谱例9可以看出，撤点是指将原来老

七点上的鼓点撤掉；加点是在老七点没有鼓点

的地方加上鼓点；碎点是在原来节奏型基础上

加繁；漏点则是省略鼓点。一个好的说唱演员，

可以通过手中的鼓与板有效地带领乐队的速度

与节奏，并很好地衬托出乐队，起到“鼓托弦”

. . . . . .

.

⑫白凤岩、王万芳、良小楼、马增芬、章辉：《曲艺音乐研

究》，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第6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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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声效果。

七、京韵大鼓多声伴奏风格与乐人的流派观

陈钧在《20世纪20年代后的京韵大鼓音

乐—〈京韵大鼓音乐新论〉（五）》中指出，刘

宝全派、白凤鸣派是以口语化半说半唱的艺术

风格为主，白云鹏在口语化演唱方式上注意唱

词字腔的音乐化和歌唱性，骆玉笙以刘派为基

础，吸收、借鉴了白派、少白派的唱腔与唱法，

结合自身条件，以委婉细腻、宽广明亮等演唱

特点名扬曲坛。⑬蒋菁在《京韵大鼓〈丑末寅

初〉》中探讨了《丑末寅初》的唱词特征与骆派

演唱风格。⑭从前人对各流派演唱风格的研究

成果中，我们可以知道京韵大鼓的张派、白派、

少白派、刘派基本处于同一时代，以“说着唱”

为主要特点，因此这几个流派在多声伴奏的思

维与风格上更为接近，例如张小轩的《劝夫改

良》、白云鹏的《探晴雯》、白凤鸣的《战长沙》

与刘宝全的《丑末寅初》，乐队较少随腔伴奏，

各伴奏乐器多运用“基本点”伴奏法，板上与唱

腔取齐，其他部分则多是各走各的旋律线条。

而骆派的诞生晚于其他几个流派，并且在后来

独领风骚达半个多世纪，因此骆派的伴奏风

格更具有鲜明的当代特色，旋律性更强。现以

《丑末寅初》开头音响为例，来阐释京韵大鼓

早期流派代表刘宝全派与京韵大鼓晚期流派代

表骆玉笙派多声伴奏风格的异同。 

（一）刘派伴奏风格—说唱化的合奏

刘宝全在演唱“丑末寅初”四个字时更多是

“说出来的唱”，他的旋律性稍弱，刘派伴奏具

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京韵大鼓早期各流派的伴奏一般采

用“满板满眼”的方式伴奏，而刘派也是如此，

刘派的《丑末寅初》，其整体速度要快于骆派。

第二，刘派“丑末寅初”四个字是围绕着

谱例9  《前奏》片段；唐柯演唱；孙鸿宴、白金鑫等伴奏；唐柯记谱

⑬参见陈昀：《20世纪20年代后的京韵大鼓音乐—〈京
韵大鼓音乐新论〉（五）》，《乐府新声》，2011年，第3期。

⑭参见蒋菁：《京韵大鼓〈丑末寅初〉》，《中央音乐学院
学报》，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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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音说着唱，因此各伴奏声部也围绕着

“do”音，以三弦旋律为基础点的灵活变奏，采

用“合奏”的思维来配合唱腔，如谱例10第2小

节，伴奏声部奏“mi”音与唱腔声部“do”音相

和，这是采用“和”的伴奏法，如果三弦师傅打

算采用“随”的伴奏法，也可奏“do”音。

第三，刘派的表演特点是“说着的唱”，因

此刘派传人唐珂所演唱的《丑末寅初》继承了

这一特点，如谱例4第3小节的伴奏旋律的说唱

性就非常强。刘派“说着唱”风格的形成与谭

鑫培对刘宝全的指点有关系，“一次谭鑫培听

完刘宝全演出之后说：‘你是唱书，不是说书。

还有口音带怯，北京的有些座恐怕听不惯，作

艺的讲究入乡随俗，你是聪明人，自己回去琢

磨吧！’刘宝全后来回忆说：‘一字为师… …我

以后照他的话来改，我把怯味儿改成京音，唱

腔也和弹三弦的（伴奏乐师）反复推敲，让它细

致大方，并且琢磨着连唱带说的气口，耍着板

唱。’耍着板唱就是指音乐的律动与语言内容、

语义、表情的律动协调一致。”⑮通过这段话，

我们可以明白刘宝全将唱书变为说书，将怯味

儿改为京味儿，将唱腔变得细致大方，这反映

出当时农村说唱艺术进入城市后，所进行的适

应性改变。

（二）骆派伴奏风格—旋律化的合奏

我们从前人研究成果中了解到，骆玉笙博

采百家之长，形成了委婉抒情、韵味醇厚、字正

腔圆、声音甜美为特色的骆派京韵，达到了京

韵大鼓这一艺术形式的新高度。骆玉笙的舞台

实践跨越了1949年前、1949年后、改革开放后几

个时代，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女性演唱特征，

骆派京韵大鼓在伴奏上更加严谨、规范，且华

彩性更强，音乐化更趋明显，到后期，她更倾心

于小型作品的创作与演唱。可以说，刘宝全将

京韵大鼓说唱化，而骆玉笙则根据新时代的要

求，将京韵大鼓音乐化。（见谱例10）

谱例10  《丑末寅初》开头部分；唐柯演唱；孙鸿宴、白金鑫等伴奏；唐柯记谱

 

骆派在表演此曲时，各伴奏声部须按照以

上旋律程式走，否则骆派的风格就表现不够充

足。谱例10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第2小节划框处，四胡的空半拍是主

动将三弦的旋律头让出来，这种表演方式在传

统京韵大鼓的伴奏中，琴师偶会采用，而骆玉

笙将这一规定程式化，成为自己的风格，这种

风格的形成也与骆玉笙在唱腔中经常运用“掏

板”“耍板”的特点有关⑯。

第二，骆派的伴奏不是满板、满眼的演奏，

⑮梅兰芳：《梅兰芳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

年，第270页。

⑯耍板是利用伸长或缩短音的时值，改变节奏规律；掏板

是落在板上的音前挪或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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⑰蓝雪霏：《国学遗产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启示五题》，

《音乐研究》，2016年，第1期，第5页。

留下一些空白，突出唱腔的旋律性。

第三，骆派伴奏风格更为音乐化，如谱例

10划直线处的伴奏声部，其旋律性比刘派强，

更为华丽动听。

这一风格的形成与骆玉笙最初的弦师刘

文友的演奏风格有关系，刘文友为骆玉笙伴奏

时，年龄较大，手指不如年轻弦师快，就将唱

腔的整个节奏变慢。1962年刘文友去世后，新

弦师在刘文友的伴奏风格基础上，增强了伴奏

旋律的华彩性与音乐性。后来，随着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骆玉笙意识到，如《剑阁闻铃》这

种作品，尽管如泣如诉、令人回味，但半小时的

演唱，年轻观众已难以坐下静听。因此骆玉笙

在遵循京韵大鼓传统特色的情况下，后期更编

演了很多旋律丰富、音乐性更浓的小段，例如

用凄凉悲壮、铿锵有力的音调演绎《重振河山

待后生》，用抒情醇厚的音调唱绘出《万里春

光》。骆玉笙对冗长的铺垫进行大刀阔斧的改

革，使这些旋律性强而又精致短小的作品，受

到了年轻观众与老观众的喜爱。总体来说，骆玉

笙将骆派京韵大鼓伴奏风格的华彩性增强，更

加严谨与规范化，伴奏以随腔伴奏为其主要特

征，后期致力于创编短小精致的作品，更加符

合当代社会的审美追求。

小  结

“人是万物之灵，世间一切学问归根到底

都是关于人的学问。”⑰京韵大鼓多声部音乐构

成意义是乐人生活的社会所创造的，如何倾

听、理解京韵大鼓各个乐器与说唱者的配合与

演绎，正是了解京韵大鼓多声部音乐形态形成

的核心，即京韵大鼓的多声部音乐形态是乐人

们有目的的音乐表演行为。因此，本文始终贯穿

着乐人对多声音响、音色、音调的认识与感受，

将多声音乐形态的形成与变化置于文化承载

者的不同表演语境中去阐释，既探寻了乐人的

音乐观，又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京韵大鼓的表演

场，同时也注重了不同流派之间的多声伴奏风

格比较研究。

总之，京韵大鼓乐人立足于传统，与时俱

进，以完全不同于西方音乐的多声思维方式，

超越时空的听觉效果，展现出一个基于中国传

统音乐风格、多声音乐术语和多声技法的“说

唱音乐多声图景”，他们的创作手法单纯豪迈、

朴实清新与寓意丰富，体现了我国传统多声思

维更为宽广的听觉、视觉表现和民族韵味。它

们应当被人重视，将其传授在课堂中，为当代音

乐人提供丰富的创作理念与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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