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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

诗笺

竹韵丝弦总关情
当京剧遇到非遗——京胡伴奏技艺篇
刘彩霞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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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手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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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戏尚未开场，京胡饱满清脆的声音
已是先声夺人。
手执京胡端坐于舞台一隅的琴师，或
许不像名角儿一样为人所追捧和关注；但
他们仰仗高超的京胡伴奏技艺，是名角儿
们倚重的
“先生”。
旧时戏园子嘈杂如市，你来我往的寒
暄，一浪高过一浪的喝彩、叫卖和吆喝……
造就了京剧的叫天大嗓，也使京胡高亢的
声调得以大展拳脚。
款款落座，抖开垫帕，京胡稍倾，调音
定弦……琴师右手执弓，疾徐往返，
琴音和
着清脆的板鼓声，洋溢而出。好戏，
这就开

万镜之“眼”

场啦。
一个亮弦，如珠落玉盘，正中兴奋点，顿
时叫醒观众的耳朵；
一个起首过门，
戏迷的目
光瞬间汇聚于台前。微醺的情绪便不着痕迹
地酝酿开来。
早期的京剧是用双笛伴奏皮黄腔的，胡
琴
“皈依”
了京剧后，才有了
“京胡”
之名，成了
京剧伴奏的头号弦乐器。历史上，京剧名角
儿大多选配“私房琴师”。如，谭鑫培的琴师
梅雨田，梅兰芳的琴师徐兰沅、王少卿，余叔
岩的琴师李佩卿，马连良的琴师李慕良，等
等。名角儿与琴师成为长期搭档后，有利于
深入切磋“琴技与唱功的融合”，达到伴奏为
唱腔
“量身定做”
的新境界。各京剧流派的唱
腔不同，不同演员的嗓音条件也不同。琴师
只有熟悉演员唱腔的腔词关系和运腔的“气
息”变化，才能游刃有余地伴奏。逐渐地，京
胡伴奏技艺也就有了各门各派的特色。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里，冬阳煦暖，碧空
如洗。北京京剧院著名琴师、
“余派”唱腔李
氏京胡伴奏技艺传承人李晓明正在为票戏的
老友伴奏。这于他而言，是爱好，
更是享受。
李晓明的爷爷李佩卿是上世纪二十年代
初从天津走出的“京胡泰斗”。早年，他在北
门里老票房“雅韵国风”社任首席琴师，刻苦
钻研老生伴奏，深谙余派唱腔要领。1920 年
后，他专为
“四大须生”
之首的余叔岩操琴，蜚
声菊坛。
李佩卿与余叔岩合作默契，可谓
“珠联璧
合”
。京胡伴奏与唱腔高度融合，
形成了余派
京剧艺术不可分割的部分。后期，李氏京胡
伴奏法又融入了许多西洋音乐的伴奏风格，
如和弦、和音等。梨园行儿赞之为“东拉西
唱”
“殊途同归”
。
如今，李佩卿创造的这套京胡伴奏技法
为后辈一代代传承和发扬。李晓明自幼学京

文/图
胡，袭家传也成了著名京剧琴师。刚柔相济
保调”，配合角儿们绝美的唱腔。京胡若能
的琴音之间，他用小小的京胡践行着音乐灵 “傍”得严丝合缝，演员就能“唱”得舒畅淋漓，
魂与京剧的对话。
演绎出一场震撼的京剧大戏，博得满堂彩。
李晓明告诉笔者，爷爷李佩卿是为须生
琴音与唱腔的成功合作，是角儿影响了
名家余叔岩操琴的琴师。余叔岩是
“新谭派” 琴师，也是琴师托住了角儿。唱奏韵律和谐，
的代表人物，唱腔以字正腔圆、韵味清醇而著
会意共鸣。因京剧流派不同，京胡伴奏的音
称。余叔岩曾灌制了“十八张半”
唱片，其中
色 逐 渐 被声 腔 色 彩 浸染，散 发 出 独特 的魅
前 12 张半，都是由李佩卿操琴的，里面包括
力。
“余派”唱腔的伴奏中，李氏京胡伴奏始终
余叔岩各种板式的唱段，格调清雅、韵味浓 “以唱为主，以拉为辅”的伴奏风格。伴奏过
厚，凸显了余派艺术的主要特色，
堪称经典。
门里，绝找不出“标新立异”
“ 喧宾夺主”的弊
俗话说，
“ 百日笛子千日箫，小小京胡拉
病，而是根据人物情感起伏和剧情发展逐渐
断腰。”京胡是高音乐器，结构简单，琴筒小，
展开；除了有单有双，还变化出有背有向的和
有效弦短，音域相对较窄，容易出噪声，驾驭
弦技巧，很好地突出了京剧艺术效果。
它拉出好音并非易事。琴师要练就快捷准
在李晓明处有一把外观古朴的京胡，迄
确、劲道有力的琴风，
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今百岁有余，音质依旧饱满、清亮，穿透力极
选拉京胡儿的徒弟，师父们看重天赋，
得
强。当年李佩卿就是用它为余叔岩伴奏录制
先瞧瞧来者的“手音儿”如何，适不适合学京
唱片，留下了传世经典。
胡。李晓明说：
“就天赋而言，我还行！我是
如今，李晓明带着对祖辈的敬重与怀想，
12 岁就学拉京胡。今儿拉二簧，明儿拉西
操练起这把梨园“传家宝”，运弓平稳，气度饱
皮，慢弓、快弓、抖弓、颤弓，循环往复地练。 满 ，技 法 模 拟 声 腔 ，一 时 间 ，仿 佛 琴 也 在
冬天里，我常站在户外拉琴，从开始手冻僵 “唱”。澄澈的京胡之声，伴着京剧的繁盛，穿
了，拉不开弓，到最后拉得手冒热汗。就这
越历史沧桑，响彻苍穹，
韵味悠长。
样，为学真功夫，
没日没夜地练。
”
京胡是拉弦乐中的重体力劳动，力气不
出夠，弓子没把弦咬紧，
是出不来好音的。那
种看似潇洒的操琴方法，运
“气”
不足，
音量不
够，华而不实。
最优美的琴音源自琴师精湛的演奏和苛
刻的审美。只有恰到好处地融洽了指与弦、
弓与指的关系，再以
“揉弦”
美化音色，
方能达
到“琴人合一”的境界，将一支小小的京胡拉
京
得声可穿石裂帛，入地钻天。
胡
名
然而，一场戏有一场戏的旋律，
每位角儿
师
唱腔都各有特色。京胡要非常到位地伴奏好
李
京剧，琴师仅靠娴熟的技艺远远不够，
还须必
晓
备
“琴腔合一”
的伴奏绝学：
分毫不差地
“托腔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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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行程各有时，
有时接踵探春枝。
春枝萌发情千意，
千意天成一绿诗。

雪花飞·辛丑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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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连绵细雨，
三更树挂琼花。
遥望津门素裹，
闲赏天华。
农盼甘霖久，
天公赐玉沙。
丰润田收五谷，
喜兆宁佳。

突然感悟
田放

作者简介

无处不在的美趣
期盼到了尽头就不再期盼
缘分被蝗虫噬咬就会残缺不全
梦里的故事放凉了需锁进箱底
总有鸟儿飞来衔着春天
夜半歌声定有伊人落泪
男人的马睡了便冷落了皮鞭
井台的辘轳并非只为村人滚动
带手的生灵都能品味甘甜
剪着心事贴着窗花不如将它嚼碎
吐出忧郁随它运化也许会长出翠绿
火焰燃烧生命也会炼成磐石
与大山同在将是永恒的荣耀
探险的日子很难吃上一顿海鲜
餐风饮露大多是出于自愿
脚印的深浅秀女们从来不会留意
打猎的汉子却借此做出精确判断
文明的胚胎源于远古
挣脱野性是人类的一大贡献
站在山巅连呼吸都可以膨胀
目光与林海交融便有了诗篇
垦荒的始祖并不熟悉每一个子孙
飘香的沃野却养育了他们的传人
计算机敲出的不仅仅是今人的杰作
忘记了祖先连苍天都会动怒
穿越时空需要足够的勇气
驾驭自己更是一项艰巨工程
如果人类的思维能串成巨大的项链
明天的世界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奚咏梅，和平区政协委员，
现任天津市和
平区教师发展中心英语教研员，业余时间爱
好摄影，曾于 2010 年举办大型《光影之约》个
人摄影展，受摄影界关注。作品连续四年入
选《中国摄影艺术年鉴》，并在各级各类摄影
比赛中获奖。

韵律

卫生与健康
春华

光与幻

绚烂

萤火

发展社区综合养老服务
（上接第 13 版）
贺亦农强调，
区民政系统要根据和平区区情
实际，
以区、
街、
社区三级嵌入式社区综合养老照
料服务中心为创新服务的突破口，
以不断满足老
年人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导向，
充分整合全区
资源，
调动好家庭、
社会、
政府三方面力量，
把有限
（上接第 13 版）要进一步推动积案化解，查
明积案原因，在政策支撑的基础上，
考虑到
每件积案的实际情况，做到
“一案一策”
，明
确包案领导、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一个班
子、一套人马管到底，领导干部主动出击、
主动上门，变上访为下访，
有针对性地做好

优势互补

的资金投入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
统筹管理社区
范围内的各类养老服务机构、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志愿服务组织和服务型企业，
制定服务规范，
将各类养老服务直接嵌入社区，
探
索开展社区养老床位建设和居家养老床位建设，
进
一步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力和质量。

（上接第 13 版）对中建水务环保有限公司，
和平区将切实做好各项保障，帮助企业解
决实际问题，助推企业拓展发展层次，
让企
业在和平区安心发展。希望双方进一步深
化合作机制，本着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和平区的产业资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群众思想工作。要创新信访工作机制，更多
地运用信息化手段，方便群众表达诉求，让数
据多跑腿，让干部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腿，提

抵制隐形盐
健康每一天

静

高问题解决效率和群众满意率，增强现代化
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苦
练信访干部“基本功”，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

共同发展
源优势，促进双方共赢发展。
王连峰表示，中建水务环保有限公司十
分看好和平区的发展环境,这里位置优越、
作风务实、办事高效，作为驻区企业，有责
任、有义务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推动和
平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定、业务精湛、敢于担当、为民情怀重、懂群众
工作的信访铁军。
调研结束后，
郑伟铭还到区社会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中心，
与各有关单位、
部门派驻干部进
行交流，
并接访来访人民群众，
面对面听民声、
解民忧，
现场协调、
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

通讯地址：
和平区岳阳道 73 号 邮政编码：
300050 传真：
87136155 E-mail:hprmjrhp@tj.gov.cn

如今的餐桌上，食物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随着时代
的变迁，食物也在经历着更新换代，但有一类食物似乎永远都
在。它们就是烧花鸭、烧子鹅、酱鸡、腊肉、松花小肚等各种肉
类制品。
利用多种调味料制作而成的肉类制品，含盐量到底有多高
呢？长期大量食用会不会危害健康呢？原来，肉类制品中含盐
量的高低与该类产品的口感和生产工艺需求有关。肉类制品
中的盐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的作用：产生咸味；高盐可以起到防
腐的作用；盐可以使肌肉纤维吸水膨胀，也可促进蛋白质溶解
形成蛋白胶，从而改善产品的保水力。
虽然不是所有肉制品的含盐量都很高，但多数香肠、火腿、
腌肉、腊肉制品的加工确实离不开盐。消费者在面对种类繁多
的各类肉制品时，可通过查看产品标签营养成分表，看一看钠
的含量，从而判断产品的含盐量，也就能提示人们再吃其他含
盐的食品时就要适当控制了。
和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电话：
87136233 87136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