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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剧目教材的全新开拓 （代序）

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系教授李丽萍女士，最近推出一部全新足本京剧剧目教材。我受邀参

加了出版之前的研究讨论，得以先睹为快并领略到它的特点及其意义。

旧日梨园教学，对外讲 “艺不轻传”，对内用 “口传心授”，有意无意地造成课本不立，

教材缺失。坊间虽有戏本乃至 “秘本”售卖，因其疏漏多多而遭内行贬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初，戏曲艺术纳入正规学校教育，遂有教材课本一说，其大抵是 “供内部使用”的某一剧目

“总讲”，仅为剧本全词而已。后经逐步完备，确定由剧本、注释、锣经与曲谱 （主要唱段）、

前言、后记五个部分构成的剧目教材体例，历六十余年少有变化而沿袭至今。

现今，李丽萍教授编著的这本剧目教材，与以往相比较，在内容上做了极大的扩充。首

先，突出表现在增加了 “身段动作与舞台调度”、“技术要领与规格要求”两大重要组成部分。

京剧素以 “四功”即唱、念、做、打四种艺术手段塑造人物、表现情节。实际情况是，

“唱工戏”可以少 “念”或无 “念”， “话白戏”可以少 “唱”或无 “唱”， “武打戏”可以少

“唱”、“念”或全无 “唱”、“念”，无论 “唱工戏”、“话白戏”或 “武打戏”，则决然缺少不了

“做”（即身段动作与舞台调度）。一个剧目只要搬上舞台，一个演员只要登台演出，便须臾离

不开 “做”， “做工”、 “做派”如此之重要。在以往剧目教材中却是付之阙如。此外，京剧

“四功”技艺繁难，重视规格，讲究规范，为使学生掌握技术要领并达到规格要求，先生几乎

要处处说 “范儿”，时时讲 “范儿”，但在以往剧目教材中既少见技术说明，更是全无文字提

示。当然，要把日常口头语言 （掺杂着土语、行语、不雅词语）表述的 “范儿”（尚有 “以讹

传讹”者、“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者），一一付诸文字又谈何容易。对于 “四功”，绝对需要

有深刻的理解，正确的认识，准确的说明。李丽萍教授这本新编教材迎难而上，发扬首创精

神，弥补历史缺憾，对身段动作、舞台调度、情感表演、唱念技巧、规格要领等诸方面，做

了详尽、具体、细致的文字表述，并且编制了一套好认、好懂、好学、好记的标识符号，以

使学生便于认知、便于掌握和便于实践。

其次，这本新编教材还增有剧情概要、人物分析、表演流派介绍等相关知识专题。并对

授课教学方面的计划要求做出了明确提示。

综上所见，这部剧目教材不是正可以用 “全新”、“足本”来概括吗！

细读教材，不难发现它的特点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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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以开拓性增强剧目教材的时代适应性。

当今时代的戏曲教育非旧日戏曲教育可比，今天戏曲艺术大学教育非昨天中专教育可比。

满足于 “单纯模仿”是行不通的，满足于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行不通的，满足于 “只

练技术”不求 “甚解”也是行不通的。摆在专业教育第一位的剧目课，要通过教材及其运用

于教学，力求使学生拓展知识，增强能力 （特别是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把握技术运用规

律，提高审美品位。核心是，要使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本新教材，自觉承担起时代

的需求，通盘体现 “知其所以然”的教育理念和具体内容，对戏曲大学专业教学做出了可贵

的探索。

其二，以继承性增强剧目教材的话语权。

李丽萍教授从事戏曲大学教育３０年，这本教材凝聚了她３０年的教学经验、３０年的科学

研究以及茹苦含辛的开拓探求。同时，正如著作者说明的，这本教材是李多奎、王玉敏、李

鸣岩等几代名宿艺术精华之大成，可称是京剧老旦艺术传承的宝贵成果。一般来讲，一部教

材之所以被业内认可，主要在于它对历史成果的传承，对新鲜成果的吸纳，对不同观念的介

绍，以其科学性而取得权威性。这本作为京剧老旦传统剧目的教材，重在传承。它对前辈名

家的认真总结，忠实诠释，使自己有了充分的话语权，并映衬出李丽萍教授的诚恳、谦逊以

及踏踏实实的学术作风。

这本新编教材可视为新鲜事物。以其 “新”就难免 “稚嫩”，难免 “不成熟”、“不完善”。

例如语言文字不够精练，体例结构不够顺畅等方面，均有待改善。

在研讨会上，李丽萍教授表示，“个人的力量有限，期望大家帮助完善”。我却有些理想

主义，期望于 “一花引来百花开”，在京剧教育领域能有更多、更好、更成熟的教材问世。

贯　涌

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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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京剧老旦行当基本知识与表演基本技能概述

一、京剧老旦行当基本知识

老旦是京剧表演行当中旦行的一个分支，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中老年妇女，一般年龄从五

十岁左右到百岁开外不等。老旦行当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丰富，既有地位显赫的皇太后，如

《打龙袍》中的李后；也有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如 《钓金龟》中的康氏。既有伸张正义的老

母亲，如 《徐母骂曹》中的徐母；也有老当益壮的老英雄，如 《杨门女将》中的佘太君。从

人物性格、品性来讲，老旦塑造的一般多是心地善良、贤良正义的老年妇女形象，如 《罢宴》

中的刘妈妈、《岳母刺字》中的岳母。老旦行当也表现某些性格猥琐或性情古怪的人物，如

《坐楼杀惜》中的马二娘、《钗头凤》中的唐氏等。

从扮相来讲，可以把老旦行当所扮演的人物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穿女蟒类。如 《甘露寺》中的吴国太、《打龙袍》中的李后等，这类角色多属于皇

亲贵族。

第二，穿老旦帔类。如 《岳母刺字》中的岳母、《杨门女将》中的佘太君等，这类角色多

属于在朝中有一定地位的人或达官贵人的夫人。

第三，穿老斗衣类。如 《清风亭》中的贺氏、《钓金龟》中的康氏等，这类角色多属于一

般平民百姓。

第四，扎长靠类。如 《对花枪》中的姜桂芝等，这类角色一般表现的是能文能武的中老

年妇女形象。

老旦有 “唱工老旦”、“做工老旦”之分，如 《钓金龟》中的康氏、《遇皇后》中的李后等

均以唱为主，可称之为 “唱工老旦”。而 《清风亭》中的贺氏、《朱痕记》中的朱母等，虽有

唱段，但相比之下有复杂的身段和程式动作，表演比重大于唱腔，可称之为 “做工老旦”。老

旦行当也有一些剧目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创作或根据地方戏移植改编的，如 《罢宴》中的刘妈

妈、《李逵探母》中的李母、《杨门女将》中的佘太君、《对花枪》中的姜桂芝等，均属于既重

唱工又重做工的老旦人物。

综观老旦行当的艺术实践不难发现，随着时代的前进，京剧艺术的不断革新，老旦艺术

表现出不断创新、逐步发展的良好趋势。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老旦行当大

大拓宽了，塑造了很多中老年妇女形象，积累了丰富的艺术手段。呈现出三个特点：１．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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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戏只重唱工拓宽为以唱为主、唱做并重；２．从主要关注老年妇女拓展到对中年妇女的形象

塑造；３．人物年龄趋于年轻化。如赵葆秀首演的 《风雨同仁堂》中乐徐氏三十岁左右，由中

国戏曲学院贯涌先生改编、刘小军导演的小剧场京剧 《祝福》中李丽萍首演的祥林嫂三十岁

左右等。新时期以来，随着京剧观众审美水平的提高，老旦演员的艺术实践也被提出了更高

要求。作为新一代的老旦演员，不仅要具有全面的专业素质，更要具备唱、念、做、打诸多

技术技能。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新老观众都能认可的崭新人物形象，才能完成时代赋予的

任务。

（一）声腔特色

老旦声腔，早先是在老生唱腔基础上加以变化而逐步形成的，因为在早期京剧中，老旦

脚色多是由老生演员兼演。比如，早期的著名老旦演员郝兰田、谭志道等都是老生演员兼演

老旦脚色。因此，老旦唱腔从一开始就带有男性化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得早期的老旦声腔听

起来高亢明亮，充满阳刚之气。但是，早期老旦声腔具有男性化特点的同时，女性特有的温

和、柔婉的声腔特色却显得不足。后来，通过龚云甫等前辈的革新与创造，老旦声腔有了突

破。自他开始，老旦成为一个独立的行当，改变了郝兰田、谭志道时期老旦兼演老生和丑行

的规定，使老旦的唱腔、念白和身段逐渐规范化，具有独特的风格。

１．龚云甫：龚云甫先生在老旦唱腔中大胆地把老生平直刚劲和青衣婉转迂回、柔美细腻

等具有女性特点的唱腔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以 “刚音、雌音、衰音”相结合，准确、生动地

塑造了老年妇女的艺术形象。

如 “叫张义我的儿啊”这段 【二黄原板】唱腔，就是借鉴青衣唱腔创造的，唱腔节奏紧

凑，速度较快，既符合大嗓音域，又具有女性特点，很好地表现了一位老妈妈面对不孝之子

数落儿子那种气急交加的情绪。特别是 “我的儿啊”尾腔 “下滑音”的创造，这种尾腔已广

泛地使用在所有老旦唱腔之中。

龚云甫先生在念白创造上更加趋向于生活中女性口语化，准确地通过念白去体现人物内

心，不再一味地脱离人物为念白而念白，而是将念白与人物融为一体，开始用情去念。

在身段编创上，龚云甫先生大胆汲取其他行当的身段优势，创造出了一系列切合剧情、

切合人物特点的程式动作。如 《钓金龟》中的出窑、进窑等身段动作。龚云甫先生奠定了老

旦行当发展的基础，使老旦的唱腔、念白和身段逐渐规范化，具有独特的风格。

２．李多奎：李多奎先生兼取龚云甫等前人之长，根据自己的条件，在老旦声腔艺术上做

了更进一步的革新，最终以嗓音苍劲洪亮、铿锵有力而著称，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演唱特点，

创造了 “李派”艺术。因此，李多奎先生提升了老旦行当在京剧中的地位，使老旦行当成为

京剧旦行的重要分支。

“李派”是老旦行当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以唱工取胜。其演唱特点是醇厚甜润、饱满明

净、悦耳动听，高、亮、宽、刚、柔、润兼全。演唱发声方面，注重气息的运用，以气息的

科学使用方法来带动声腔共鸣，将音量、音质、音速等发声位置运用得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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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多奎先生代表作 《钓金龟》，是根据龚云甫先生的戏路，凭借自己的嗓音条件及特点进

行了加工与发挥，特别是在唱腔力度和喷口上都大大有所加强，提高了整体舞台效果。如康

氏教育张义奉养母亲演唱的三段 【二黄原板】唱腔，既增强了老旦声腔的色彩，又表达出一

个慈祥母亲的情感，听起来亲切、委婉、甜润。特别是 “叫张义我的儿啊”一段，李多奎先

生演唱得娇凌、婉转，柔腔低落，气口均匀，喷口有力，把老年妇女说话时那种 “絮絮叨叨”

的语气，表达得十分生动。李多奎先生还大胆地在剧中加入了高八度的唱腔，如张义去到祥

符县与兄嫂辩理，康氏遥望张义背影演唱的 【望门哭头】“我的儿啊”的高腔，以其鲜明独有

的老旦演唱特色，流传至今，盛传不衰。

３．李金泉：李金泉先生可以说是使老旦表演艺术趋于完美的奠基人。在继承龚云甫先生

和李多奎先生老旦表演艺术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老旦艺术的独到见解，在各方面都进行了

革新。李金泉先生不仅吸收了龚云甫、李多奎等前辈之长，借鉴了青衣、老生等行当声腔艺

术特点，而且还从兄弟剧种中汲取营养，巧妙地化为己有，形成自己独有的演唱风格。李金

泉先生能唱善表，唱腔声声传情、韵味醇厚。在气息、吐字、归音等技巧上非常讲究，行腔

中突出腭音，包括硬腭音、软腭音、头腔共鸣、口腔共鸣及整体声音的和谐。

在身段动作创编上，李金泉先生的贡献在于使老旦的表演艺术趋向多元化，打破老旦行

当身段动作的窘境。可以说，李金泉先生是老旦行当中将塑造人物形象提升到首位的先驱，

呈现出老旦行当的另一个里程碑。

４．王玉敏：王玉敏先生对龚云甫、李多奎等前辈的演唱艺术，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与

实践，倾其一生。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唱做俱佳。其嗓音高、宽、亮、刚，演唱风格秉

承了龚云甫 “雌音、衰音、娇音、脆音”的运用，巧妙合理地运用 “擞音”，吐字、咬字、喷

口极为讲究。演唱起来韵味醇厚、悦耳清晰，表演风格 “刚而不暴”、“美而不媚”。

５．李鸣岩：李鸣岩先生是 “李派”传承人之一，深得李多奎真传。她出色地继承和发扬

了 “李派”老旦在唱腔、唱法上的优长，糅进了一些生腔的演唱特点，巧妙的 “甩腔”演唱，

使女性柔媚、清脆的声腔特点在老旦行当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李鸣岩先生的演唱，自

然流畅、质朴饱满。科学运用头腔、鼻腔、胸腔共鸣的发声方法，气息运用自如，一气呵成，

使人听来饱满、过瘾、有激情，充分体现了她表演及演唱的深厚功力，成功塑造了众多的人

物形象，深得内外行及广大师生的敬佩与爱戴。

６．王晶华：王晶华先生是京剧舞台上老旦行当的佼佼者，她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师

承前辈的基础上，苦心钻研，勇于创新，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一出 《杨门女将》一举成

名，她的演唱以情带声，表演细腻，所创作的代表剧目有 《杨门女将》、《太君抗婚》、《徐母

训子》、《金龟记》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继李金泉、王玉敏等前辈之后，老旦行当有了新的面貌，老旦脚色

均由女性来扮演，如李鸣岩、王晶华、王梦云等。经过她们以及诸多艺术实践者的不懈努力，

老旦声腔飞跃发展，使得女性柔媚、清脆的声腔特点在老旦行当中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老旦声腔的发展历程决定了其最为显著的演唱特点，以本嗓 （真声）为基础，唱腔刚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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婀娜、韵味醇厚、旋律精微，既有女性婉转、迂回的韵味，又有老人苍劲浑厚之感。演唱方

法相近于老生，又不同于老生，声腔韵味在强调声乐审美特点的基础上，显现出其特有的音

色，如雌音、衰音、苍音、沙音等，其声腔特色的形成也正是这些音色和谐统一的结果。

“雌音”是指女性固有的高、亮、甜、脆、娇、柔、润等音色； “衰音”则类似于颤音，

听起来给人一种衰老感的音色；“苍音”是指老年妇女苍劲有力的音色；“沙音”是指老年妇

女带有沙哑的音色；如 《钓金龟》【二黄原板】“叫张义我的儿啊”一段，“叫张义”三个字，

行腔中突出了女性的雌音，“我的儿啊”的 “啊”字就是雌音、苍音、衰音的有机结合，强调

了老旦行当特有的唱腔韵味和老年妇女的沧桑之感。在 《打龙袍》中李后的一句 【西皮导板】

“龙车凤辇进皇城”的唱腔中，也是把雌音、苍音、衰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唱腔爽朗明

快、刚劲挺拔，听起来清脆明亮、饱满激昂。

另外，在京剧老旦的唱腔中，“擞音”、“颤音”等演唱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擞音”就

是行腔过程中，在嗓子眼儿松弛的状态下，小腹有外撑感，好似轻声 “咳嗽”一般，如 《钓

金龟》【二黄原板】“叫张义我的儿啊”的 “啊”字的尾音，收音时打一个 “擞音”；“颤音”

就是颤动的声音，演唱时声音微微震动，好似水中的波纹，如 “叫张义我的儿啊”的拖腔，

就是 “颤音”的运用。

（二）念白特色

１．韵白：老旦行当的韵白，是对老年妇女讲话的特征进行提炼，经过艺术处理，强调韵

律和节奏的一种音乐化的舞台语言，是京剧传统戏中最为常用的一种念白方式。在语言节奏

上强调快慢有致的强弱对比、抑扬顿挫的音调，以及音量高低起伏的力度，听起来给人一种

严肃、沉稳、庄重之感。如 《行路训子》中康氏训斥张萱忘恩负义时的大段念白：“想当年儿

父在世，不幸身染重病。将为娘唤到床前叫道妻呀妻呀……”这一段的念白语气音调低沉、

节奏缓慢。念到 “想那乌鸦有反哺之义，羊羔有跪乳之恩，马有垂缰之报，犬有湿草之行。

儿只图一日饱，忘了百日饥”时，节奏由慢逐渐加快，犹如连珠炮一般，音调从弱渐强，一

气呵成，形成了前后念白节奏上的鲜明对比。

老旦行当的韵白，在音色上强调老年妇女特有的 “苍音、宽音、沙音、颤音、立音”，念

白时运用这些音色使剧中人物更加符合老年妇女的讲话特征，从而也更加鲜明地刻画和展现

人物情感变化。如 《徐母骂曹》中的徐母，被曹操诓骗到许昌后，不见儿子徐庶时念到 “未

见娇儿面，总觉心不安”的 “安”字，把老年人的苍老音、颤颤的沙哑音和立音融为一体，

将妈妈对儿子牵挂的不安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韵白中包括引子、对白、定场诗、自报家门、对儿和独白等。

（１） “引子”通常是先念后唱念中加唱的一种念法，如 “家无隔宿粮，饥寒实———

难———当———”。

（２）“定场诗”通常是一种合辙押韵的台词，如 “老身生来命运薄，好似路旁草一棵。过

了今年秋八月，不知来年待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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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自报家门”顾名思义就是向观众介绍自己的身份，如 “老身康氏，配夫张世华，不

幸早年丧命。抛下两个孩儿，长子张萱，次子张义……”。

（４）“对白”，如康氏：“儿啊回来了？”张义：“回来了！”康氏：“你钓了多少鱼？卖了多

少钱？拿来为娘使用。”张义：“我没钓着鱼，也没卖着钱，孩儿我在孟津河得了一个宝贝。”

（５）“对儿”是上下两句对仗的念白，如康氏念的 “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

（６）“独白”有叙述、怒斥、训斥等形式。如叙述形式的独白有 《遇皇后》中李后的大段

念白 “哀家李后！只因癸未年间，是我身怀六甲。宫中有一刘妃……用外国进来金丝狸猫剥

去皮尾，将太子换出宫院”；怒斥形式的独白有 《徐母骂曹》中的徐母被诓骗至许昌后怒斥曹

操 “你真乃名教中之罪人，这衣冠禽兽也”的大段念白；训斥形式的独白有 《行路训子》中

康氏训斥张萱 “如今你做了七品县令，就不知那古人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

儿只图一日饱，忘了百日饥”的大段念白。

２．京白：同样是一种韵律化、节奏化、朗诵化的舞台念白。京白与韵白的主要区别在于：

京白与生活的语言比较接近，比较口语化，在念法上字音、字韵不做 “换声变调”的处理，

不带 “湖广音、中州韵”，主要运用于现代戏。如 《红灯记》中李奶奶 “痛说革命家史”的大

段京白，代表了老旦行当现代戏念白的特点。在这段念白中，既保持了老旦行当的韵白特点，

又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并且，将老旦念白特有的 “立音、宽音、颤音、苍音、沙音”交错

使用，如：“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那时候军阀混战，

天下大乱哪”一段，节奏缓慢，低沉委婉，突出了 “宽音、颤音、苍音”的运用；“总工会一

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一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一段，高、低音层次分明，

抑扬顿挫，把 “立音、宽音、苍音”糅合在念白中；“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

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段，音量低沉，节奏平稳，突出了老旦的 “苍音、颤音、沙音”的运

用；“一会儿忽听着有人敲门，……那时候我、我、我就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一段，节奏紧

凑、快慢有致、抑扬顿挫、高低音层次分明，是 “立音、宽音、颤音、苍音、沙音”混合使

用最为突出的一段。

“痛说革命家史”的这段京白，极具艺术表现力、感染力，可称之为经典之作。

（三）表演特色

如前所述，老旦行当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中老年妇女形象。不管是地位显赫、平民百姓

的角色，还是伸张正义、老当益壮的英雄，老旦行当的表演，都是注重人物深层内涵的开掘，

追求人物气质的完美体现。

下面以三种不同类别的角色进行解析：

１．佘太君类：在表现皇后娘娘、达官贵人等社会上层人物时，要体现出人物的雍容华贵、

端庄大方，不能将人物塑造得过于自恃自傲。如 《杨门女将》“寿堂”一场佘太君的出场：手

持象征富贵的龙头拐杖，满面春风、神采奕奕，身穿香色老旦帔，步法稳健，既不同于老旦

常用的压步、跟步，也不同于老生的抬步、阔步，它是介于老旦和老生两者之间的一种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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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保持老旦脚步的平稳之中融入了老生脚步开阔和从容的一种步法，恰到好处地显现出了

佘太君的辈分、威望及百岁老人历经沧桑、豪迈凝重、地位显赫的人物气度。

２．康氏类：在塑造普通平民百姓时，既注重体现人物的地位低下，但又不能因为人物贫

穷就表现得猥琐、低贱。如 《钓金龟》中的康氏，她心地善良、和蔼可亲，是具有代表性的

平民百姓的形象。康氏身居破瓦寒窑，终日处在 “家无隔宿粮，饥寒实难当”的困境。出场

时：手持藤棍，身穿白色老斗衣，满头黪发 （年龄五十岁左右），目光深沉含蓄，微锁眉尖，

表情凝重，步履略显蹒跚 （有沉重感），显示康氏贫而不贱、有胸怀、有涵养的人物气质。

３．李后类：《遇皇后》中的李后这类角色，表演时既不能等同于佘太君，也不能等同于康

氏，要注重体现她介于佘太君和康氏两个人物之间的特殊性。李后 （双目失明）虽然身居破

瓦寒窑乞讨为生，但毕竟曾经是朝廷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娘娘。虽然不能直接去表

现人物雍容华贵的一面，但也不能把她演成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的一般穷老太婆。她的言谈

举止庄重、沉稳，在抑郁忧愁之中有镇定之感，有着与封建统治者的身份相符合的傲慢气质。

因此，李后上场：右手持藤棍，左手握盲杖探路，双目微闭，神带忧伤，身穿紫色老斗衣，

脚步沉稳，前胸微含，有摸索、探听感觉。在表演上贫而不贱、贫中显贵、落落大方。

二、京剧老旦行当表演基本技能

（一）演唱技能

唱是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段。一段好听的唱腔，不仅要有好的唱

词、优美的曲调，还要有演唱者科学的演唱方法来完美体现，才能达到字音的清晰明亮和音

质的刚柔完美。演唱是一项艰苦的劳动，要求演唱者用科学的方法以及良好的状态去演唱。

如果一味地声嘶力竭去表现，把演唱技巧抛在脑后，那么，嗓音条件再好，也难以攀登艺术

最高峰。

演唱方法及演唱的质量，取决于气息、共鸣的合理运用，吐字咬字的规范和上口字、尖

团字的正确使用。

下面针对以上内容进行逐一讲解：

１．气息

（１）慢吸慢呼：演唱前饱吸一口气沉于小腹，（“闻花”感觉）两肋打开，肺下部及腰部

都充满气息 （深深吸进花的芳香），然后缓缓呼出 （好似桌面上布满灰尘，把灰均匀吹干净）。

如 《钓金龟》中康氏演唱的 【二黄慢板】“母子们离却了鬼门关”的 “关”字拖腔，用 “慢吸

慢呼”方法完成唱腔。

（２）急吸慢呼：一般常用于较快板式中的拖腔使用。拖腔前急吸一口气，沉于小腹，再

控制气息慢慢呼出。如 《钓金龟》中康氏 【二黄原板】“叫张义我的儿啊”的 “啊”字，在行

腔的顿挫处，急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完成唱腔。

（３）沉气：这种气息一般运用于音域较高的唱腔。演唱时气息沉于小腹，有外压内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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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顶撞的感觉。眼睛抬起，头腔、鼻腔、口腔、咽腔、胸腔共鸣打开，通道拉长，好似松

紧带上下拉紧 （紧而不僵、松而不懈），支撑声音的连贯，以增强唱腔力度 （“沉于底，灌于

顶”）。如康氏演唱的 【二黄散板】“小张义在一旁他不睬不闻”的 “睬”字，行高腔前，饱吸

一口气，沉于小腹，气、声同时到位，把高腔演唱得饱满充实。

（４）叹气：一般在旋律较低的行腔中使用，好似 “肚脐”在歌唱。演唱前两肋打开，吸

入气息，沉于小腹，演唱时气息存于小腹 （有鼓胀感觉，小腹用力）慢慢呼出，使低腔低而

不弱，扎实厚重。如 《哭灵》中康氏 【反二黄慢板】唱段 “心痛难忍，娇儿啊”， 《对花枪》

姜桂芝 【反二黄慢板】的 “百句”唱段 “痛断肠”三个字的演唱。

（５）送气：一般用于一口气完成一句较长拖腔时使用。行腔前饱饱吸足一口气 （两肋打

开，肺下部及腰部都充满气息），随着唱腔缓缓送出 （好似一条细细的河流源源流动）。如

《对花枪》姜桂芝 “百句”唱腔 “盼夫郎”三个字的演唱，每个字的拖腔长达１２小节拍左右。

（６）偷气：一般在节奏紧凑、速度较快的板式中使用。偷气，就好似人们在哭泣时抽泣

的感觉，吸气较深、速度快。如 《钓金龟》中 【二黄原板】“皆因是我的儿年小，娘在中年我

怕的是这百年之后我深入九泉”、《行路训子》中 【二黄原板】“又走些那庵观寺院，古庙无僧

许多的山林”，在旋律顿挫处，不知不觉快速吸入气息，既不影响唱腔的连贯性，还可以使演

员储备足够的气息，使唱腔完美、充沛。

气息的运用和储存非常重要，就像裘盛戎先生所比喻的：“唱时存气就像人们生活中的存

款，有零存零取、有零存整取，口袋里总有钱，但不应浪费，必须用于需要处，这样唱时就

不会气尽声绝，力竭声嘶。”

２．共鸣的运用

演唱中，除了正确地运用气息外，发挥人体共鸣的作用，对声音的过滤、美化音色及扩

大音量尤其重要。

通常唱低音时主要共鸣区在胸腔，如 《哭灵》中康氏演唱的 【反二黄慢板】“心痛难忍，

娇儿啊”；中音的主要共鸣区在鼻腔、口腔、咽腔，如 《钓金龟》中康氏演唱的 【二黄慢板】

“母子们离却了那鬼门关”；高音的主要共鸣区在头腔，如 《钓金龟》中康氏演唱的 【哭头】

“我的儿啊”。但演唱时为求声音上下整体通畅，三个共鸣音区既要主次分明，又要相互联系，

使声音上下贯通，成为一个整体。如 《钓金龟》中康氏演唱 【二黄慢板】“母子们离却了那鬼

门关”中 “关”字的拖腔 （中音区），演唱前用 “慢吸慢呼”方法，喉咙扩开，颧骨掀起 （就

像举起杯子欲喝水时的那一刹那），使头腔、鼻腔、口腔、咽腔、胸腔等共鸣腔体都参与工作

形成声音的共振，完成此腔。

３．吐字基本要求

京剧唱腔、念白中，吐字讲究 “字头清晰、归韵准确、收声到家”。也就是说，演唱或念

白时使唇、齿、舌、颚等灵活部位，将字头、字腹、字尾清晰送出，形成一个完整的字。如

《钓金龟》中康氏演唱的 【二黄慢板】“老天爷睁开了”的 “了”字，行腔时，先从 “ｌ”、“ⅰ”

过渡到 “ɑｏ”，然后在 “ɑｏ”韵母处完成拖腔，达到字正腔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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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口”，除吐字要求以外，另一个特点是在字的开头发音较重，使字音有力喷出，结合

气息合理运用，使字音刚劲有力。如 《钓金龟》中康氏演唱的 【二黄原板】“待为娘对娇儿你

细说分明”的 “分”字，嘴皮子、气息同时用力，喷口唱出。

４．上口字、尖团字的运用

上口字和尖团字是京剧字韵的独有语言。所谓上口字就是京剧根据遗留下来的一些地方

戏的字音而创制的独特的舞台字音。如：在京剧中绝大部分庚青辙的字不入中东辙，而是归

入人辰辙。如：“老身生来命运薄”，“生”念 “ｓｈｅｎ”，“命”念 “ｍｉｎ”等。部分灰堆辙的字，

入梭波辙，如 “鲶鱼、黑鱼、乌龟”，“黑”念 “ｈｅ”。支 （ｚｈ）、吃 （ｃｈ）、施 （ｓｈ）归入一七

辙，本音不变，如 “不知来年待如何”，“知”念 “ｚｈｉ———ｉ”；“待等为娘百年之后，我儿再去

也还不迟”，“迟”念 “ｃｈｉ———ｉ”等。部分乜斜辙的字，入怀来辙，如 “长街去奔”，“街”念

“ｊɑｉ”等。部分怀来辙的字，入梭波辙，如 《哭灵》中 “白发人反送了黑发儿的身”，“白”念

“ｂｏ”等。部分姑苏辙的字，韵母从 “ｕ”变为 “ü”，入一七辙，如 “不知来年待如何”，“如”

念 “ｒü”等。还有不少字在声母和韵母中间加 “ｕ”介母，读时按反切，将介母交代清楚。如

灰堆辙的、梭波辙的字，加 “ｕ”介母的 “不知来年待如何”，“何”念 “ｈｕｏ”，“可有书信前

来”，“可”念 “ｋｕｏ”等。

尖字指的是汉语拼音字母ｃ、ｚ、ｓ为声母的字。团字指的是以所谓汉语拼音字母ｚｈ、ｃｈ、

ｓｈ、ｊ、ｑ、ｘ为声母的字。此外，有许多以ｗ、ｅ、ɑ、ｎ为声母的字，在出声时先有鼻音，如

“拿来我看”的 “我”、“从今以后就不能挨饿了”的 “饿”等。①

（二）表演技巧

老旦行当的表演和其他行当的表演有其相同之处：就是都注重表现人物气质、注重人物

深层内涵的开掘、追求人物的神似，也都离不开唱、念、做、打的表演艺术程式。但是，详

细研究起来，老旦在表演上，却有着与其他行当相异之处，比如老旦脚步、手法和眼法以及

拐杖的使用，都有其独特之处，分述如下：

１．老旦脚步

老旦脚步最基本要领：①站姿，要求右脚在前，左脚尖虚点地面，重心放在右脚上，两

腿微屈，身体微向前俯，双目直视前方，上身松弛，含胸，呈老年状态。右臂稍弯曲，肘部

撑圆，手松松握拳放在右胯部位 （如果拄拐杖，则右臂齐肩抬平，手腕向里扣），左手放在齐

“肚脐”的左侧。②脚步，抬大腿满脚着地，不要轻飘，要有老年人蹒跚的状态，向前迈步的

同时，左右臂配合迈步自然摆动。老旦脚步因人物扮相不同有不同的步法，如穿老斗衣的人

物脚步区别于穿帔的人物脚步，穿帔的人物脚步又区别于穿蟒的人物脚步，在此不一一列举。

２．老旦手势

可从掌、拳、指三个方面来看老旦的基本手法。

①掌：有翻掌 （手心向上）、压掌 （手心向下）等，通常是双手自然弯曲 （大拇指向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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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扣），与 “佛手掌”有些相似，以显示出老年人的老态。如康氏打引子 “家无隔宿粮，饥寒

实难当”时，右手持藤棍，左臂肘部撑圆抬至胸前，左手翻掌亮相。唱段 【二黄慢板】中

“永不受贫寒”一句，左臂肘部撑圆抬至胸前，左手压掌亮相。

②拳：双手松松握拳，也可以称之为 “空心拳”。如康氏在行走或站定时，右手持藤棍，

左手松松握拳，肘部撑圆放至左胯侧。

③指：老旦最为常用的指法是食指单指，要领是手松松握住，大拇指和中指的指尖轻轻

捏在一起，食指伸直后微屈，抬臂，肘部撑圆抬至胸前，手腕向上提腕子，再压腕子，然后

指出去。如 《钓金龟》中康氏 “张萱孩儿上京求取功名”时，左臂肘部撑圆抬至胸前指出去；

《行路训子》中康氏念到 “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收拾行囊包裹，寻找娇儿便了”时，在

“便了”两字念的同时，用右手指出去。

３．老旦眼神

老旦行当的眼神突出老年人的目光深沉中带有含蓄特点，不能有青衣、花旦那样含情脉

脉、天真烂漫的眼神。老旦行当的眼法，是根据人物身份、地位和思想情感的变化而变化使

用的，在此不一一列举。老旦行当的眼法通常是面部表情凝重，眉头微锁，双目直视前方，

眼睛微瞪，显出神气。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盲人的眼神，这种眼神的运用，通常是不要把双

目闭死，眼睛半睁，虚虚往上翻看。如 《李逵探母》中的李母，在表演时还要通过眼睛表现

出人物的喜、怒、哀、乐来。如在唱到 “我身旁有李达那顾白发”时，从她的 “眼神”中表

现出对李达的怨与恨，而唱到 “怎比得李逵他辗转病榻时刻照看我老人家”时，则表现出李

母对李逵的爱与赞美。

４．老旦拐杖

拐杖几乎是老旦行当的标志性道具，有相当一部分的老旦人物都拄拐杖。在老旦行当的表

演中，拐杖不仅对塑造人物性格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具体的用法上也非常讲究。不同类型

的人物需要使用不同的拐杖，贫穷的人物通常使用藤棍，如 《清风亭》中卖豆腐、打草鞋的穷

老太太贺氏、《钓金龟》中的康氏等；身份比较高的人物通常使用鹿头拐杖，如 《罢宴》中的相

爷奶妈刘妈妈、《赤桑镇》中的吴妙贞等；身份地位高并且富贵的人物通常使用龙头拐杖，如

《杨门女将》中的佘太君、《大登殿》中的丞相之妻王夫人等。拐杖不仅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

而且还有与人物的穿戴以及脚步结合在一起形成老旦独特身段的作用。如 《李逵探母》中的李

母，在不孝之子李达要扒她身上的衣裳时，李母用颤抖的双手举起盲杖欲打李达，李达推搡李

母，李母用棍奋力支撑着地，然后起身，走 “软翻身”、单腿 “蹉步”接 “卧鱼”，摔倒在地。

结合盲杖组织的这一系列身段动作，把李母对李达的怨恨心情恰当地体现在舞台上；再如 《赤

桑镇》中吴妙贞到开封府找包拯报 “铡子”之仇。她见到包拯后，怒火满腔，举起鹿头拐杖向

包拯打去，在 【凤点头】锣鼓中完成进门、举杖、下砸、收杖、再举杖亮相的身段动作，充分

体现了吴妙贞欲解心头之恨的思想感情。可见，老旦使用拐杖，既可以体现人物贫富贵贱的身

份、造型的协调统一，也可以表情达意，体现舞台人物形象的和谐美、完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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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京剧 《行路训子》老旦行当 （康氏）教学方案

一、教学目的

剧目教学作为京剧表演专业的主干课程，是培养京剧表演人才不可替代的课程之一。

《行路训子》在中专教学就是老旦行当启蒙剧目课程之一，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基本素

质 （唱、念、做），重在技术技巧上的训练，为今后塑造人物奠定基础。我们清楚，剧目教学

是有反复性的，《行路训子》同样是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系大学本科一年级老旦专业方向学生的

主修剧目课程之一，虽然剧目相同，但目标要求不同。本科教学是使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再提

高、再深造。许多艺术家都是经过一出戏的反复学习、实践，才使艺术融入自身。

本科学生由于各地区的学习差异，专业基础不等，在剧目安排时根据学生不同条件，因

材施教，有的放矢。目的是对入学初级阶段学生的演唱纠偏归正，规范唱念，打好基础，以

及加强老旦行当的基本功、水袖、脚步、扑跌等技巧 （出窑、进窑、扑跌），为学生今后学习

各类不同剧目奠定扎实的基础。

通过本科四年对传统戏和现代戏剧目的学习，提高学生唱、念、做的综合能力，拓宽专

业才能，塑造出新的人物形象。达到能够胜任各种脚色、基本掌握京剧老旦行当的表演方法

和规律，使学员专业技术技法和塑造人物的手段日臻完善，循序渐进，融入自身。

二、教学难点

老旦是以唱功为主的行当。嗓音条件是作为选择生源的首选，录取的学生嗓音条件都比

较好。由于学习上的差异，学生专业基础和演唱水平参差不齐，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演唱发声时普遍存在着包音 （缺亮音）、气息不流畅 （使蛮劲）、发声位置不

够准确 （用嗓过多）、吐字不规范等问题。如 【二黄慢板】“朝也思暮也想好不心焦”的 “焦”

字，正确的演唱应该是：演唱时像举起杯子欲喝水时的那一刹那，或像半打哈欠、想打喷嚏

的感觉 （喉咙扩展，喉位下移，口内上下槽牙松开，颧骨掀起，鼻孔张开）；气息用 “慢吸慢

呼”方法，使鼻腔、口腔、咽腔等共鸣腔体都参与工作形成声音的共振，完成 “焦”字的拖

腔。而学生在演唱时，普遍存在口腔打不开 （软腭下塌）、横气、憋气 （通道堵塞）、用蛮劲

喊，使声音缺乏清晰明亮，更何谈音质的完美。教学中就要根据学生的不同问题，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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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逐句进行讲解，为学生解决难题。

三、教学方法

随着高等戏曲艺术教育的深入，单一的、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已不能满足或适应今天

高等戏曲艺术教育发展的需要。所谓 “口传心授”是戏曲剧目教学的独特性和特殊手段。目

前，一般戏曲剧目教学，基本上仍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上课时多半依靠教师一遍一遍地示

唱，来让学生模仿，这样不仅降低了课堂教学的质量，还会为自己带来许多难题。曾见一位

老教师在为一个接受能力较差的学生说一句唱腔时，连唱八九遍，学生仍不明白问题出在哪

里。如果能在课堂上做到有理论、有分析、有讲解、有对比，将会大不相同。教师不仅可以

自我解析，还能教会学生你自己不一定做得到的东西。①”当然，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也是成

功的，但必然会把实践的时间拉长，摸索的过程重复。

另外，就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语言是举足轻重的。如：“要用丹田气。丹田气在哪儿？

气又怎么用？又如：使点劲儿，可哪儿使劲？怎么使劲？却说不清楚。万一学生误解，就会

铸成大错。诸如：张嘴、放开来唱、嘴皮子使点劲儿、带上感情等的启发语言及要求，如果

没有具体的指导，又不能分析观察学生对老师所提的成语的理解和反应是否正确，都将给学

生在发声方法上带来难以弥补的灾难性的后果。”② 由此可见，身为京剧表演剧目教师，首当

其冲地要为学生排忧解难，不仅示范准确、精细无误，还要有科学的教学方法。③

四、教学内容

本科剧目教学的宗旨，不仅是加强学生唱、念、做、表的表演技能，更重要的是使学生

大量积累表现艺术手段，并通过手段融合到表现人物中去。

表现人物，首先要读懂剧本，理解了剧本，吃透剧本，对剧中人物的身份、人物性格分

析透彻，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变平面文学为有血有肉的立体舞台

形象。这也是中专与大学教育差异的一部分。

下面，将剧本以及康氏人物的身份、性格特点分别进行解析。

（一）剧本解析

故事发生在宋朝。河南孟津河有位老妇名叫康氏，配夫秀才张世华不幸早年去世。康氏

含辛茹苦独自将二子抚养成人。长子张萱性情聪颖，康氏为遵循丈夫临终嘱托，将他送往南

学攻书。学业有成进京赶考，一去数载杳无音信，只靠次子张义在孟津河钓鱼度日，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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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无隔宿粮，饥寒实难当”的清贫日子。一日张义兴高采烈回到家中，言道钓来金龟宝贝。

康氏素来教子有方，唯恐张义不成器，于是对张义言道：“想那宝贝出在富户之家，哪是你我

能有的，想是儿偷盗来的？快快与人家送了回去，如若不然，为娘就要动气了！”张义便把得

来金龟的经过一一诉说，康氏手捧金龟欣喜万分，感叹苍天有眼，苦尽甘来：“老天爷睁开了

三分眼，母子们离却了那鬼门关。”张义又把张萱得中第八名进士身受祥符县正堂的喜讯禀告

母亲，经仔细询问，方知儿媳王氏隐瞒书信，私自上任去了。

王氏 “一心嫁给书生，指望改换门庭，谁知丈夫是苦命，到了儿还得受穷”。自王氏来到

家中终日吵闹不休，康氏与张义为避王氏无理取闹搬到破瓦寒窑居住。张萱进京赶考做了七

品县令，差人下书接家眷共享荣华富贵。信中写道：“萱堂在上，不孝儿膝下敬禀：寒窗攻读

勤奋，今春赴试进京，得中进士第八名，身受祥符县令。自幼承蒙慈训，难报养育深恩，及

早到任奉甘脂，孩儿屈膝敬请。”下书人来到张萱家门前，不料王氏接到报单欣喜若狂隐瞒密

下，临行时向街坊邻居高呼：“让那苦老婆子和那个穷钓鱼的活活冻饿死在寒窑。”康氏闻知

怒骂王氏丧尽天良，责怪张萱忘恩负义： “指望养儿防备老，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时张义

（打着背躬）：“哎呀慢着，我哥哥做了官啦，不养活她了，我可不能跟那忘恩负义的人学啊！

有咧，我先逗逗她。……我哥哥做了官不养活你了，您猜我怎么样？我呀我也是不养活你

啦。”康氏信以为真，苦口婆心好言相劝，并用 “二十四孝”和 “不孝”子孙劝慰教导张义，

见张义仍然不理不睬，无奈康氏走出窑门沿街乞讨。张义见状急忙上前阻止： “妈呀您回来

吧，刚才我跟您逗着玩哪，我要是不养活您日后我还怎么交朋友啊！”康氏拭泪欣慰。

张义要到祥符县找那无义兄嫂前去辩理，康氏劝说无用，便将手中拐杖交与张义，命他

替己责罚张萱不孝行为。临行前，康氏千叮咛万嘱咐，要张义提防王氏不良之心。康氏遥望

张义远去的背影，惆怅悲戚，孤零零走进窑门。

张义寻兄走后，久日杳无音信，康氏独自在家 “睡梦颠倒”寝食难安，乃至不顾山高坡

陡路难行，奔赴祥符去找寻。路途中坡陡路滑全不顾，挨村挨户仔细盘问。恍惚间张义血流

满面肃立眼前，她展开双臂向前拥抱，这时乌鸦的叫声把她猛然惊醒。康氏急步前行，来到

了祥符县中，她以乡邻人身份求见，却被张萱以：“在家之时未曾享受乡里人的恩惠，乡里人

一概免见”拒之门外，康氏愤然称道 “我乃是蜂儿的娘蜜儿的母”方允进入。康氏面对张萱

痛斥他忘恩负义，并严厉训教： “如今你做了七品县令，就不知那圣人云哀哀父母，生我劬

劳，欲报之德，昊天网亟。想那乌鸦有反哺之义，羊羔有跪乳之恩，马有垂缰之报，犬有湿

草之行”，谴责张萱犬马不如。

康氏愤怒之下命张萱唤张义前来母子好登程上路，张萱支支吾吾谎言推托，康氏一再逼

问，张萱不得不谎称张义 “酒呛心血而亡”。康氏闻知，如同冷水浇头，奔赴灵前痛祭亡灵。

实指望到衙中一家团圆，同享富贵荣华，不曾想 “白发人反送了黑发人”。康氏哭祭劳累昏昏

欲睡，朦胧中见张义站立眼前，言道：“来至在祥符县把兄找寻，有谁知我兄长下乡查问。我

嫂嫂见金龟其下狠心，酒席宴前将儿灌醉，她用那三寸钉钉在儿的发鬓上……要了儿的命残

身……望老娘与孩儿报仇雪恨。”康氏猛然惊醒，断明张义死得蹊跷。次日凌晨康氏假意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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