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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板书

• 快板有“数来宝”、快板书、小快板、天津快板等多种形式。“数来宝”是两个人
表演的；快板书是一个人表演的；小快板除了作返场小段以外，主要是群众文艺活
动的一种形式；天津快板是用天津方言演唱的，除竹板外还有扬琴伴奏。“快板”
这一名称出现较晚，早年叫做“、“数来宝”，也叫“顺口溜”、“流口辙”、
“练子嘴”从宋代贫民演唱的“莲花落”演变发展成的。与“莲花落”一样，起初
是乞丐沿街乞讨时演唱的。作为乞讨时的演唱活动，历史相当久远；作为艺术表演
形式，就比较晚。如前所说，旧时的艺人总想找个历史名人，奉为开山鼻祖，以便
增光添彩，“数来宝”的艺人当然不例外。于是在历史上的乞丐群中找到明太祖朱
元璋，奉为祖师爷。(由来：牛骨）

• 代表人物：王凤山、高凤山、李润杰



单弦·岔曲

• 关于岔曲的起源，在单弦艺人中有两种说法：

• 一说来自乾隆朝征西凯歌。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有载：“文小槎者，外火器
营人。曾从征西域及大小金川。奏凯归途，自制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所唱之单弦
杂排(牌)子及岔曲之祖也。其先本曰小槎曲，减(简)称为槎曲，后讹为岔曲，又曰
脆唱，皆相沿之论也。此皆闻之老年票友所传，当大致不差也。”民国时期齐如山
《故都百戏图考·八角鼓》篇亦从其说，不过文小槎易为宝小岔，所据是清末单弦
艺人德寿山的口碑材料。德寿山曾说，“岔曲之起源为阿桂攻金川时军中所用之歌，
由宝小岔(名恒)所编，因名岔曲，又称得胜歌。”

• 另一说认为是从昆曲、高腔岔支而成。如单弦艺人李燕宾认为，“所谓岔曲者，乃
岔支于昆曲、高腔之义，岔曲之岔，非宝恒之名也。”民国三十二年(1943)李鑫午
在《岔曲的研究》中，肯定李燕宾的说法“可信程度为大”，并明确指出：“岔曲
初名脆唱，衍名岔曲，脆唱又分岔曲、琴腔、荡韵三支……现在所通行者，只琴腔、
岔曲二支而已。”[1]



• 单弦牌子曲中的大量牌子是不断从民间吸收的，它们的来源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
明末流行的俗曲，如[湖广调]、[边关调]、[罗江怨]、[石榴花]、[寄生草]、[叠断桥]、
[剪靛花]等；第二类是清代小曲(即民歌小调)，如[太平年]、[打新春]、[鲜花调]、[小
磨房]，[照花台]等；第三类是从其他说唱音乐或戏曲唱腔中吸收的，这类是大量的，
如[数唱]、[靠山调]、[南城调]、[西城调]、[南锣北鼓]、[四板腔]、[云苏调]、[怯快
书]、[北京快书]、[梆子腔]、[金钱莲花落]、[山东落子]等。这些牌子吸收到单弦牌
子曲中，风格都有变化，大都变为北平俗曲类的风格。从明清俗曲、民歌小调中吸
收的牌子也都不同程度地说唱化了。

• [太平年] 常用的曲牌之一。据说原是河北民歌。用于单弦牌子曲时，常接在[数唱]
之后。唱腔旋律性比较强，既可用于叙事也可用于抒情。 唱词是4句结构，传统段
子的句式一般是“六、七、七、七”。第1、2、4句押韵，平仄一般为“平、平、
仄、平”。 太平年的唱腔，第1句常为两个短句(三、三或四、四)，落音一般为la,
第2句七字句，落音re；第3、4句也是七字句，唱腔后面都有固定的衬词“太平
年”，“年太平”，落音皆为sol。现代段子一般都不唱衬词，而把这两句曲调放
在伴奏中。



• 三大派：荣、常、谢

• 荣剑尘

• 常澍田

• 谢芮芝——刘洪元

• 欣赏：荣剑尘《杜十娘》17:40 金钱莲花落

• 石慧儒《风雨归舟》

• 常澍田：百戏名

• 谢芮芝：高老庄、才郎夜读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b52e2701012q3w.html

• 刘洪元：戏叔别兄

• http://tieba.baidu.com/p/1028517341



• 常澍田：百戏名

• 百戏名 【1929年高亭唱片1面】 常澍田演唱 、廉德康三弦

• 成都十王府，打盖六殿，断臂闺房乐，娘子军滑油御果园。 出彩楼将老少唤， 母
女会在乌龙院。 瞧瞧青石山，看看牧羊圈。 钓金龟在断桥前。 柳林池中鱼肠剑，
审头独木关。 为拿花蝴蝶，手持芭蕉扇。 跑坡神州擂，背凳坐楼前。 眼前报说浣
花溪，黑风帕走赶三关。 这才回荆州，反延安， 来到嘉兴府，回朝至落园。 忙将
活捉摆上琼林宴， 盗银壶把醉酒灌， 斟满了九龙杯，饮干了雪杯圆， 就了点打樱
桃珍珠钱，必是断密涧。 吃了些个送盒子里的卖饽饽，宛城打砂锅送面， 击掌七
星灯，捡柴收严颜。 烟鬼叹要到迷人馆， 去听戏迷传，双钉记将逛灯点， 望儿楼
上去观（卧牛）观十面。 出彩楼，连环套好备齐马鞍山。 乘坐三上轿，祭江山海
关。 离了岳家庄，下了美良川。 无心朝金顶，越过大香山。 教子读盗书，醉写九
更天。 增长朱砂痣，佛门去点元。 连升三级四进士，黄金台上遇龙封官。 头带双
官诰，内衬珍珠衫。 外罩打龙袍，乾坤带，借靴足下穿。 手捧取帅印，封候在界
牌关。 赐福荣归名小显， 三世修成的忠孝全。



• 才郎夜读书，俏佳人袖映银烛。喜滋滋、乜斜杏眼、嗔瞅着夫：天交何时也？朦
胧半是月方出。刘、阮入天台，那牛女双隔渡。看来果有桃源路，请问君，不作
美的天河我也不知道有无（大过板）。

• 才郎说、雅话关雎、而乐中鼓，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到后来万里
鹏程青云独步。佳人听罢蛾眉蹙，如此才郎请看书。羞答答、回绣户，这个才郎
赶进了那碧纱橱。佳人怀恨君请出，我这茅屋不敢劳君入。书中有你的黄金柱，
书中有你的玉不如。才郎笑说卿何故？反目皆因几句书。良宵休辜负，及第待何
如？唤丫鬟、撤银烛，我和卿学上个待月西厢的二美图。



• 紫绶金章

• 紫绶金章，宛奏辞王①。 跳红尘出世外，闲居旷野，隐住山庄。 喜那槐荫里，
小溪旁，临水竹楼纳晚凉。〔过板〕 闲暇时身披鹤氅②， 巾戴华阳③， 足登着，
步苍苔，寻幽径，踏破山河履一双；手拄着，号青藜④， 称灵寿⑤， 葫芦斜挂在
方竹杖⑥。 一步步，或山旁，或水旁，飘然物外多疏旷，一任他，傀儡场中，炎
凉世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装模与作样。 怎如我将将就就，随缘守分，乐天知命，
壶中⑦ 包罗乾坤与万象。 收收收，放放放，收起那名缰利索一点心，放开那海阔
天空真肚量。 清晨起把竹楼上，推窗斜倚回栏望，半轮残月下竹楼，山容水态多
奇状，云中飞雁字成行，鹤鸣九皋⑧ 在青霄上，扁舟帆影赴中流，万顷烟波只一
望，茶一盏，消云瘴。 海边红日三千丈，鲈鱼莼菜饭胡麻⑨， 充肠醉饱何需让。
午饭后携竹杖，独步前村良朋访，一路上，花柳荫中落花满径，小桥流水清溪荡漾，
鸟弄舌簧蜻蜓戏水鱼催浪。 霎时来到百花庄，叙礼同登君子堂，着棋饮酒多欢畅，
瑶琴一曲落夕阳。 只吃得喜孜孜，笑哈哈，乐扬扬，带醉归来明月上。 这正是蟒
袍玉带皆虚恍。 似这等快乐逍遥，〔卧牛〕强如将相。隐居胜似登金榜，敢比那
弃职归山的张子房。



• 注：
①三种版本各不相同，分别为"懒做雌黄"、"懒做辞王"和"宛奏辞王"，后者为1934
年老二酉堂鼓曲散页。
②鹤氅：羽制外衣，《晋书》"王恭清操过人，被鹤氅裘，真神仙中人也"，后为道
士专用服装，类似佛门之袈裟。
③道士所戴帽子称华阳巾。
④手杖之名称，《杜甫诗》"明日看雪还杖藜"。
⑤灵寿，一种可制手杖之木材。
⑥方竹，截面为方形之竹，产于山东登州，坚劲可作杖，见陈鼎《竹谱》。
⑦有的版本为"怀中包罗乾坤与万象"。
⑧水边高地曰皋。
⑨谷类植物，亦可榨油。

• 紫绶为高官显爵之印绶，金章为将相之金质印章，"紫绶金章"为位极人臣封官赠爵
之象征。



铁片大鼓（乐亭大鼓）

• 铁片大鼓又名乐亭大鼓，源于民国初年在河北方向流传的部分小调，如通俗调、京
东调、乐亭调等。[1]

• 当铁片大鼓初步形成后，先在通县、三河县流传，敲击铁片即在此时开始。民国初
年，铁片大鼓艺人进北京献艺，在天桥及东、西两寺（隆福寺、护国寺）庙会上
“撂地”演出。因曲种产自京东地区，遂名乐亭大鼓。实际上与唐山、乐亭地区的
“乐亭大鼓”毫无渊源。其唱腔、板式也较乐亭大鼓浅易。有时也称“铁板大鼓”。
[2]

• 20世纪30年代初，王佩臣为了适应天津观众的欣赏习惯，将曲调进一步规范，由
于她用铁梨花点击板，所以定名为“铁片大鼓”。[1]

• 铁片大鼓的唱腔主要从河北民歌《妓女告状》衍变发展而来。比较王瑞喜于1920
年灌制的唱片铁片大鼓《妓女告状》与河北民歌《妓女告状》的唱腔，可发现二者
的血缘关系。二者的旋律基本相同，只不过铁片大鼓较民歌有所发展变化：加了花，
延展了尾腔，每个乐句后加了垫头，唱词中增加了衬字。[1]



• 关于这种鼓曲的名称由来，铁片大鼓还与一种叫“平谷调”的艺术形式有渊源，平
谷调主要流传于北京平谷县及北京东郊与河北省、天津市交界地带，王佩臣本身就
是平谷人，她根据自身的声音条件加以调整， 终形成了自己的唱法和风格。

• 20世纪50年代时，铁片大鼓曾经改称“乐亭大鼓”，80年代又恢复称为铁片大鼓，
王佩臣被称为铁片大鼓的创始人。[3]

• http://oldrecords.xikao.com/lyrics.php?id=2507



西河大鼓

• 西河大鼓是北方的鼓书暨鼓曲形式，普遍流行于河北境内并流传于周边河南、山东、
北京、天津、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在流传过程中曾有过“大鼓书”、“梅花调”、
“西河调”、“河间大鼓”和“弦子鼓”等名称，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被定名为
西河大鼓。

• 西河大鼓由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创始人一般认为是木板大鼓艺人马三峰，起源时间
约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早期，西河大鼓以说唱中、长篇书目为主，如《杨家
将》、《呼家将》等。西河大鼓进入天津后，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著名艺人，产
生了北口朱（化麟）派、王（振元）派，南口李（德全）派、赵（玉峰）派，以及
20世纪40年代由马增芬及其父马连登创立的专工短段的马派，使西河大鼓流派纷
呈，展现出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

• 西河大鼓的表演形式为一人自击铜板和书鼓说唱，另有专人操三弦伴奏。其唱腔简
洁苍劲，风格似说似唱，韵味非常独特。西河大鼓的传统书目，有中长篇150余部，
小段370余篇。



• 代表人物：

• 艳桂荣

• 田荫亭

• 马增芬

• 刘田利



京东大鼓

• 京东大鼓是中国曲艺曲种之一，属板腔体鼓曲，起源于宝坻、香河地区，因地处京
城以东故得此名，于20世纪20年代确立于天津。

• 表演特点

• 京东大鼓以说唱长篇鼓书见长，艺人自击鼓板，使用三弦伴奏（后来加入了扬琴）。
唱词基本格式为七字句（二、二、三），但常在段落首句前加三字头（如“表的是”
等），句中也常嵌入字、词及短语，句尾常加“哪”、“啊”等虚字。京东大鼓原
始腔调比较简单，后经艺人们创造、丰富，发展到约二十余种腔调。

• 代表曲目

• 《杨家将》、《包公案》、《武家坡剜菜》、《劝人方》、《送女上大学》等。



• 代表艺人

• 刘文斌（1890-1967），又名李存有，天津宝坻县人。刘文斌年轻时为了谋生在天
津撂地演出，并于1935年将自己所表演的曲艺形式定名为“京东大鼓”。他的嗓
音粗犷宽亮，表演纯朴，富有特色，是当时影响 大的京东大鼓艺人。除了对京东
大鼓的板式、唱腔进行加工、创新，他还将其它曲种的许多曲目移植到京东大鼓中。

• 董湘昆（1927-2013），又名董庆永，天津宝坻县人，刘文斌的业余弟子之一。董
湘昆在刘文斌唱腔特色的基础上，将宝坻方音改用京音，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当代生
活的新曲目，并培养了众多专业和业余表演者，使京东大鼓的影响扩大到中国各地，
也使带有刘文斌韵味的“十三咳”等唱腔流派成为京东大鼓的 主要流派。



河南坠子

• 河南坠子源于河南，由流行在河南和皖北的曲艺道情、莺歌柳、三弦书等结合形成
的汉族曲艺形式。约有一百多年历史。流行于河南、山东、安徽、天津、北京等地。
因主要伴奏乐器为“坠子弦”（今称坠胡），且用河南语音演唱，故称之为河南坠
子。演唱者一人，左手打檀木或枣木简板，边打边唱。也有两人对唱的，一人打简
板，一人打单钹或书鼓。还有少 数是自拉自唱的。唱词基本为七字句。伴奏者拉
坠琴，有的并踩打脚梆子。初期大 多演唱短篇，也有部分演员演唱长篇。现代题
材曲目都是短篇

• 。



• 乔清秀（1910～1944） 中国河南坠子艺人，河南坠子北路调的创始人之一。原名
袁金秀。河南内黄人[1] 。是河南坠子北路调创始人之一，以吐字俏利、旋律悠扬的
“巧口”著称。她幼时接受多种民间戏曲和说唱艺术的熏陶，拜乔利元为师，学唱
河南坠子的短段曲目。1924年开始登台演出。1939年举家赴沈阳演出，遭到日本
侵略者的残酷迫害，乔利元惨死，乔清秀返回天津，精神失常。 于1944年病故。
乔清秀曾经前辈名家潘春聚、张金忠的指导，演唱技艺高超，演唱风格清新，行腔
明快婉约，嗓音纯净甜润。与程玉兰、董桂枝形成河南坠子三大流派鼎立曲坛之势。

• http://www.1ting.com/xiqu/song/32/6671.html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2OTYzNTQw.html
• 相声：武坠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Q7BO7SJgv8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29NvYQSGM



山东快书

• 山东快书是起源于山东省汉族传统曲艺形式，具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 早流行于
山东、华北、东北各地，解放后发展遍及中国。演唱者手执竹板或鸳鸯板，以快节
奏击板叙唱，故又名竹板快书。

• 自赵震以后，又出现高元钧、杨立德和刘司昌等名家，他们推动了山东快书艺术的
发展。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60021201014ufa.html
• http://www.xiangsheng.org/thread-15426-1-1.html



莲花落

• 莲花落，是一种说唱兼有的汉族曲艺艺术。表演者多为一人，自说自唱，自打七件
子伴奏。

• “竹龙又替水龙船，斗巧争奇色色鲜，笑煞城东王老爷，听人齐唱落离莲。”傅正
生翻开清代同治版《新淦县志》，朗读这首诗后告诉记者，诗里的“落离莲”即
“莲花落”。县志还记载了新干“莲花落”可上溯至宋朝，形于明盛于清。傅正生
说，其实“莲花落”自古就在全国流传，北方的“二人传”就是从“莲花落”演变
过来的。

• 新干“莲花落”从清末开始广为流传，出现了专门从事唱戏文的叙事性“莲花落”
的职业盲艺人，演唱民间故事。此外，神政桥乡松溪村陈连添（又名陈蠢子）等20
多个主要盲艺人也十分活跃，演技甚佳。新干“莲花落”以“曲艺本调”、“曲艺
哭调”为主要曲牌，同时吸收了民间小调，采茶戏音乐，唱腔婉转、流畅，善于叙
事，宜于抒情，且用方言说唱，加之拍击胸、肚、臂、腿，通俗易懂，生动风趣，
引人入胜，特别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其传统曲目有《天宝图》、《丝带记》、
《罗帕宝》等。建国后创作并演唱的主要曲目有《老虎村》、《刘二娃》、《血泪
仇》等。



评书

• 评书[编辑]
• 评书，又称说书，广东粤语地区俗称讲古，湖北也称讲古[1]，闽南地区之河洛语亦

称讲古[2]，在四川称为讲书，古称说话，是中国东北、华北、 两广、湖广、四川一
带一种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在宋代开始流行。各地的说书人以自己的母语对人说
着不同的故事，因此也是方言文化的一部分。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后，
电子媒体及推广普通话的冲击之下，一些方言的说书文化日渐式微[3]，处于濒临消
失的状态。清末民初时，评书的表演为一人坐于桌后表演，道具有折扇和醒木，服
装为长衫；至20世纪中叶，多不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以站立说演，服
装也较不固定。



• 以说书者的说法：评书起源于东周时期，周庄王是评书的祖师爷。但这只是一个传
说。实际评书的创始人为明末清初的柳敬亭， 初只是说唱艺术的一部分，称为
“弦子书”，他的老师莫后光提到说话理论是：“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
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
舒而绎之欲其安，进而止之欲其留，整而归之欲其洁。非天下之精者，其孰与于斯
矣！”[4]。

• 北宋汴京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5]。晚清光绪年间，评书传入皇宫中；因皇宫唱歌多有不
便，于是改说唱为“评说”，于是评书的艺术形式便固定下来。

• 民国是评书中兴的时期，据记载：当时“撂地”说书人说《三国》，便万人空巷，
把街道围得满满的。[来源请求]另外，评书与相声也有很大的渊源。尤其是单口相声和
评书的“片子活”技巧几乎相同。有些相声的“段子”也来源于评书章节。



刘立福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iulifu

• 关于评书的概念 “评书”是一个简称，应该讲叫“说评书”，“说书”的范畴比
较大，大鼓书、竹板书等等都称之为“说书”。有人说没有其它道具和伴奏乐器的
形式叫“评书”显然不太确切，评书关键在于“评”。据我所知从前说评书的老先
生分为两派，一派是坐谈今古，一派是现身说法。现身说法就是以我师爷 陈士和
先生为代表的，过去行内有一种说法叫“南王北陈”，“南王”指王少堂先生的评
话，“北陈”指陈老的评书。书说出去必须要有一定的评论，从技法上分为“说、
谈、批、评、论、讲”，评什么？评人情、评道理、评是非，但是要注意恰如其分，
不能喧宾夺主。

• 现在说书的不少，所说的各种书目也很多，但真正评书从门户来讲并不多，所剩
就是北京的袁阔成、连丽如等几位，惟独说聊斋志异的尤其是“陈派聊斋志异”更
是几乎没有了，陈派评书讲究人物刻画，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评书讲究
“几口”：“气口、贯口、喷口、盖口、炸口、驳口”，要把这些基本功夯实，把
这些技巧都运用自如，才能成为一名好的评书演员。



• 王玥波 锁五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1ayZfNnQpA&list=PLlAvNcA_ozevtpC2z4ijU
8XQKRTB7fQCD&index=192



京韵大鼓

• 刘宝全

• 白云鹏

• 张小轩

• 骆玉笙

• 小岚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