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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中国竹笛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乐器
之一

1. 据历史考证，中国竹笛的鼻祖是1977年于浙江余姚

河姆渡出土的骨笛和骨哨，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

距今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

2.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随编钟一起出土的两根

横吹的管乐器 —— 篪，距今2400年

3. 汉代乐府的横吹



历史



历史



历史

 至大约东晋时期，笛箫的形制已具雏形

1. 东晋时期诗人蔡邕折柯亭竹而制笛

2. 将军桓伊作笛曲《梅花三弄》，实际上桓伊所谓的

笛应该等同于今天的箫

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青溪侧。素不与微之相识，伊于岸上过，船中称

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谓伊曰：“闻君善吹笛，试为

我一奏。”伊是时已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

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晋书 桓伊传》

 唐代时笛膜开始出现，经常演奏的曲目有《紫云回》，

《凉州曲》等



历史

 元代杂剧盛行以及伴奏的需要，竹笛的发展更进了一

步，其形制已与今天的竹笛基本相同

 明清时期地方戏流行，竹笛有了进一步的细化：

曲笛：因给昆曲伴奏而得名；

梆笛：因给梆子戏伴奏而得名；



竹笛的品种和分类

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幅员辽阔，竹笛的形制也是形形色

色的。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主要分为曲笛和梆笛两种

曲笛 梆笛

定调： C，D                          E，F，G，A 

音色： 典雅秀丽 高亢热烈

风格： 江南丝竹，昆曲 二人台，豫剧和秦腔等



竹笛的品种和分类

 代表曲目（后面会详细介绍）

曲笛：姑苏行，鹧鸪飞，幽兰逢春，三五七，二凡

欢乐歌，琅琊神韵，秋湖月夜，早晨

梆笛：喜相逢，五梆子，荫中鸟，卖菜，牧笛，

牧民新歌，秦川情，山村迎亲人，沙场，

春到湘江



竹笛的品种和分类

 建国后，由于笛子演奏逐渐从戏曲伴奏中独立出来，

因此衍生出大量的笛子新品种

1. 低音竹笛。出现于70年代末，多以 G,F,C,D 定调；

音色浑厚深沉

俞逊发的《秋湖月夜》（作于1981年）；

詹永明的《断桥会》（作于1980年）；

2. 排笛。由赵松庭于60年代创制，轻易有效地解决了

竹笛的音域问题，使得音域达到三个八度！

赵松庭的《婺江风光》（作于1964年）

詹永明的《婺江欢歌》（作于1975年）



竹笛的品种和分类

3. 口笛。俞逊发于1971年创制

《苗岭的早晨》《云雀》



竹笛的品种和分类



竹笛的品种和分类



竹笛的品种和分类



竹笛的品种和分类
音色特点以及技术

曲笛 梆笛

音色 典雅秀丽 激越高亢

技术 颤音，叠音 吐音，滑音

打音，赠音 垛音，花舌

南北方音色和技术的差异的原因：南北地区人民生活

习惯以及语言的不同。例如：

吴侬软语 vs 北方俏皮方言



演奏

 姿势

1. 挺胸抬头，两眼平视

2. 双臂张开45度

3. 笛身基本持平，但笛尾略向下约10-15度

4. 双脚间距一个肩宽，左脚在前，右脚在后

 口型

1. 微笑状，四片口轮匝肌中间露一椭圆形风门

2. 将气流汇聚成柱，以呜的形式吹出



演奏

 注意事项：

1. 双唇中央与笛子吹口对齐，气流与笛身垂直以形成

“满风”

2. 手指自然弯曲，关节不可塌陷；六指基本平行，以

指肚按孔为佳

原则是放松，舒适，灵活



气息的运用

 气息运用在笛子的演奏中是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

如果气息运用不合理，不仅会使笛子音色技术的练习

事倍功半，更糟糕的是会损伤身体，不利于新陈代谢

 气息的要点：

1. 气沉丹田，运用胸腹式联合呼吸方法。切记不可用

胸式呼吸！

2. 呼吸时腹肌，喉部都要保持在放松状态

3. 气息加以控制地均匀输出



气息控制和循环换气

气息控制

力度的变化（音量）

高低音的转变

音色的变化（表现力）

笛子的审美：中国竹笛的本质是刚性，它是嘹亮乐器。

因此笛子演奏时要能够做到力度大，音量极有穿透力



气息控制和循环换气

笛子气息控制要领：

强而不高，弱而不低

强而不燥，弱而不虚



笛子常用技巧

 北派 南派

1. 吐音 颤音

2. 滑音 叠音

3. 历音 打音

4. 垛音 赠音

5. 花舌 唤音



笛子常用技巧

 组合类

吐倚音 哨笛音 混震音

花舌历音 花舌飞指 弹吐

指击音 喉音 指跳音

其中多数组合类技巧是由著名笛子演奏家俞逊发先生所

开创



笛子常用技巧

 循环换气技术 (recycling breathing)

由笛子大师赵松庭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从唢呐移植于

竹笛，并相继在其作品中大量应用。今日已被广泛应

用于现代派竹笛作品

要点：

1. 挤出口腔余气维持笛子的发音，并在这1~2秒的空

隙中吸气，然后将吸入的气接上使笛音连绵不断

2. 吸气时使用胸式呼吸法以缩短吸气路程



风格与流派



风格与流派

中国由于地域广大，民族的多样性，因此不同的习俗和

语言使得笛子有着多样的风格和流派

 北派

代表人物：冯子存，刘管乐，王铁锤，曾永清等



风格与流派

冯子存

生于1904年，11岁学笛。四年里

他学会了蒙古民歌和二人台风格

的演奏。1925年，冯子存组建卖

艺班子到处演出。艰苦的生活使

他经常宿庙堂，饮冰雪吃冻馍，

甚至有时会孤身一人在大漠孤烟

中骑着骆驼吹笛子。1953年，他

在全国文艺汇演中演出《喜相逢》与《放风筝》，开创了笛子独

奏的先河。他的演奏高亢嘹亮，气息饱满，极具浓烈炽热的地方

风味。各种滑,抹,揉,压等北方技法在他的演奏中得到充分的炫示。

曾出访世界20多个国家及地区。1987年在北京逝世。



风格与流派

刘管乐

生于1918年，10岁学笛，后拜师于一位还

俗僧人门下学习笛和唢呐演奏。解放前，

也曾和师父一道饱尝过东奔西跑的搭班卖

艺生活的艰辛。1951年春天刘管乐进入天

津歌舞剧院，从事专业的笛子演奏。他的

笛音高亢清脆，气指唇舌技巧娴熟自如，

尤精于滑音,吐音,垛音和多指颤音等梆笛的

技术，以及用笛音模拟鸟鸣。受冀中老调

梆子及河北吹歌的影响，他的演奏灵巧洒脱，充满风趣诙谐，带

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其中以《荫中鸟》和《卖菜》最为著名。作

为艺术家他出访过10多个国家及地区。1990年5月在天津逝世。



风格与流派

 南派

风格：典雅秀丽，芬芳四溢

代表人物：赵松庭，陆春龄，俞逊发，林克勇，

詹永明，蒋国基，杜如松，戴亚等



风格与流派

陆春龄

1921年生于上海，7岁时开始跟皮匠师傅学

笛。年少时因家境贫寒，以当汽车司机为

生。1940年与友人组织中国国乐团，对笛

艺怀有浓烈兴趣。青年时，他借踏车之便，

寻师访友，提高自己的技艺。1953年，他

参与筹建上海民族乐团，之后成为乐团的

独奏演员。1976年调入上海音乐学院任教。

他的音色醇厚圆润，表演细腻，气息控制功力尤深，自如运用颤,
叠,打,送音等南方技巧来润饰曲调。受江南丝竹的熏陶，他形成

了清新活泼，韵味隽永的演奏风格，并将江南丝竹乐曲改编成为

流传广泛的独奏曲。作为艺术家他曾出访世界30多个国家及地区



风格与流派

赵松庭

1924年生于浙江东阳，9岁学笛，17岁拜民

间艺人叶小苟为师，学习民间戏曲音乐。

1956年，他进入浙江歌舞剧团；1957年，被

周总理点名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之后被错划为右派，直至1977年始平反。他

为了丰富笛子的表现力，首次打破了南北的

界限，兼收二者之长，并借鉴长笛的技术，

形成了刚柔并济的风格。他还将唢呐的循环

换气技术移植于笛子。他还创制了排笛，扩展了笛子的音域，以

《婺江风光》为代表。他首创横笛频率计算的理论，为笛子制作

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在教学上他以系统，严谨科学著称，培养了



风格与流派
大批优秀的浙派笛子演奏家，如詹永明，杜如松，戴亚，张维良

等。他创作改编了大量的笛子曲诸如《早晨》，《鹧鸪飞》，

《三五七》，《二凡》，《幽兰逢春》等，至今仍是笛坛中经久

不衰的经典之作。2001年3月在杭州逝世。

附：赵松庭先生演奏的《早晨》，1956年录音



风格与流派

自赵松庭先生开始，中国竹笛开始呈现各个流派相互交

融的趋势。这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方式也逐渐造就

了新的风格与流派，为笛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风格与流派

俞逊发

1946年生于上海。9岁学笛，14岁考入上海

民族乐团，师从陆春龄。1962年在上海之春

中崭露头角。文革期间，他先后在上海京剧

团，中国艺术团工作，并求教于各路名家，

以致丰富了艺术积累。1971年发明口笛，其

演奏的《云雀》和《苗岭的早晨》风靡海内

外。他的笛子演奏博众家之长，吸收了各派

之精华，音色典雅秀丽而又高亢嘹亮，意境

深远并富于文学美。他演奏的《珠帘寨》中用笛子模拟京剧大师

余叔岩的唱腔；他创作演奏的《秋湖月夜》完美地呈现了古典文

学的深刻内蕴及思想；他演绎的《牡丹亭组曲》细腻刻画了人物



风格与流派
内心深处的情感；在《第四交响乐》中，他以笛声深刻揭示了古

典美学与哲学的思想。俞逊发先生毕生追求中正自然的美学观，

提倡笛意在笛外，自然之中有深意。他将中国竹笛演奏艺术推向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迄今无人逾越！2006年除夕前因肝癌病

逝于上海，享年60岁。

附：俞逊发先生演奏的《秋湖月夜》，1980年代录音



风格与流派

林克勇

1941年生于开封，9岁学笛，师从吴造娥。

1959年进入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1961年拜

南派笛子宗师陆春龄为师；1964年毕业于南

师大。1978年代表江苏省赴京参加全国文艺

调演。他先后在淮阴群艺馆及江苏省歌舞团

工作。林氏的笛子演奏气息控制功力深厚，

音色瑰丽，极富感染力。他演奏的《鹧鸪飞》

韵味隽永，意境深远；用单孔口笛演奏的

《云雀》体现了他极强的气息控制功力。他与其兄弟林克仁，林

克群在乐坛幷称“林氏三兄弟”。1997-1999年林克勇两次受香港

演艺音乐学院的邀请赴港讲学，传授笛艺；1998年受邀在中南海



风格与流派
怀仁堂为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演奏。在创作方面，他于1975年创

作的《格冬代》极具乡土气息，细致地刻画了农民插秧的景象；

作品《淮海欢歌》巧妙地融合了苏北淮海戏音调。近年来林氏退

休，定居于南京。



风格与流派

新派笛子：

以刘森为代表，开创了笛子如歌风。重视曲调的旋律性

以及歌唱性，提倡曲从心生，运用较多的颤音，滑音及

震音等技巧。这种风格影响了许多笛子演奏家

代表作品：《牧笛》，《牧民新歌》，《大青山下》



风格与流派

刘森

生于1937年，12岁学笛，在其父严格的音乐

训练下，他吸收了世界优秀音乐元素，并以

此去推动现代民族音乐的发展；而后他又在

严良先生的指导下学习指挥；在李晋玮先生

的指导下学习声乐和歌剧艺术。受西方音乐

元素的影响，刘森的笛子演奏非常注重严谨

与规范性。他的笛声极富歌唱性，韵味优美

又真切，形成了独特的音乐语言风格。他还

首次在传统的六孔竹笛上演奏十二平均律及任意转调，改编的《

霍拉舞曲》至今受人喜爱。除了笛子，他还擅长作曲和指挥；近

年来他致力于挖掘整理唐代古乐。



风格与流派

刘森演奏的《牧笛》，1960年录音



风格与流派

简广易

生于1944年，9岁开始学笛，1962年毕业于中

央音乐学院附中，先后师从民间音乐家叶仰

曦和演奏家刘森。毕业后加入中央广播民族

乐团工作。他曾经出版个人艺术集萃《简广

易笛子曲集》，至今在广大笛友中流传。简

广易的演奏热情奔放，潇洒自如，音色坚实

而极有穿透力；吐音如珍珠落玉盘般地清晰

且富有弹性；气息控制功力深厚，高音区一

个音可以吹50秒！他创作的《牧民新歌》风靡大江南北甚至海外，

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音乐教材，并被选为中国民族十大金曲之一。

他先后出访10多个国家及地区。2000年夏天因抑郁症逝世。



风格与流派
简广易先生演奏的《牧民新歌》，1980年代录音



风格与流派

詹永明

1957年生于杭州，9岁学笛，师承浙派笛子大

师赵松庭；1975年毕业于浙江艺术学校，后又

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詹永明于80年代在全

国民族器乐比赛中获笛子组第一名；近20年
来多次赴世界二十多个国家演出讲学，被人

们誉为“神奇的魔笛”；2004年开始任上海

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他演奏的笛子音色秀美，

晶莹剔透，形成了飘逸多姿的风格。他演奏的《鹧鸪飞》如春风

拂面而又不失深沉；他改编的《兰花花叙事曲》中用笛声生动刻

画了一个纯朴农村姑娘的细腻情感。十年前詹永明移居新加坡，

现任新加坡笛子学会会长。



风格与流派

詹永明演奏的《兰花花叙事曲》



风格与流派

戴亚

1964年生于浙江东阳，9岁起师从浙派笛子大

师赵松庭。1981年在“西湖之春”笛子比赛

中获第一名；198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

从曾永清和刘管乐；1990年毕业留校任教至

今。戴亚的笛子演奏气息充沛，技术纯熟；

音色响亮如穿云裂石并富于激情；气息控制

功力极深，能够完美地驾驭各种笛子的音准。

他演奏的《秦川情》有着如火的炽烈，《鹧

鸪飞》深沉舒缓，忧而不伤，《三五七》又热烈粗犷。他对作品

感情处理细腻而又扣人心弦。近年来他致力于发展现代风格的笛

子协奏曲以及民族化旋律与现代创作技法的有机结合



风格与流派

戴亚演奏的《秦川情》：



风格与流派

张维良

1957年生于苏州，8岁学笛，10岁起师从浙派

笛子大师赵松庭。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

先后师从冯子存，刘管乐等北派笛子大师；

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张维良演奏的

笛子含蓄内敛，音色秀丽多姿，形成了自己

极富江南水乡的淡雅的风格。此外，他还在

箫的演奏与改革上造诣颇深，被誉为“圣手

箫王”。他改编的古曲《秋江夜泊》，《梅

花三弄》清丽淡雅，为世人广泛流传。他创

造性地在笛箫中运用全音阶手法，将笛箫音域扩展至三个八度；

将西方音乐元素和现代作曲技法有机地熔入笛箫曲的创作中。



风格与流派
张维良演奏的箫曲《傍妆台》：



代表性笛箫曲赏析



姑苏行

《姑苏行》作于1962年，表现了古城苏州的秀丽风光和人们游览

时的愉悦心情。乐曲取材昆曲音调，风格典雅，节奏轻松明快。

现在听到的是俞逊发先生的演奏版本。这个较江先渭1962年的原

谱做了一些精简。70年代后期俞先生为了访美演出，将原谱进行

了删减以控制在5分钟之内

今天广泛流传的《姑苏行》就是这个精简的版本



鹧鸪飞
《鹧鸪飞》是南方风格笛曲的主要代表之一，原为湖南民间乐曲，

乐曲最早见于1926年严固凡编写的《中国雅乐集》，其对此曲的

题解是：箫，小工调。本曲不宜用笛，最好用声音较低的乐器，
似乎幽雅动听。后经多位民族音乐大师改编，其中尤以陆春龄和

赵松庭两位先生的版本为佼佼者

现在听到的是赵松庭先生于1957年的改编版本。全曲的感情基调

基于李白的越中览古一诗：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因此全曲典雅婉约，同时带

有些许幽怨的情绪



汇流
《汇流》是俞逊发和作曲家瞿春泉合作创作的单乐章笛子协奏曲。

这首作品在90年代属非常前卫的笛子乐曲。作品创作于1980年。

相传是俞逊发先生于1979年随中国文化艺术团赴北美演出，被

Niagara falls 那波澜壮阔的场面所感染，感觉在大自然面前，人

的力量是那样的渺小。回国后，为了进一步体会流水的奥妙，他

专门去了庐山的仙人洞，在那滴水泉旁静听了四个小时！后来他

与瞿春泉耗费数月终于写成此曲。全曲气势磅礴，扣人心弦。

现在看到的是俞逊发先生于2005年8月在香港笛箫文化艺术节上

与香港中乐团合作的演出。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大型演出，

5个月后，他就病逝了。



现代派风格

1. 作品注重挖掘深刻的思想以及对人性的思考

2. 作曲与演奏技法上突破了传统的框架

3. 与西方音乐元素相结合，包括使用交响乐队。作品本身向着

抽象的层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