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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tus Fall is also called" Lian Huale", which is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folk performance in 
our country. Pingxiang Lotus Fall is a branch of the Lotus fall system. In 2010, Pingxiang Lotus Fall 
was listed in the provincial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list project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research method of musicology will be adopted in this paper, especially the "song" appeared after 
Song Huakeng, the representative inheritor, reformed the mode;" it's to use"hat head (opening 
music)", "prolongation of tune" and other quite characteristic angles to try to analyze the music 
performance form of Pingxiang Lotus fall. 

Keywords: Pingxiang local folk art forms, Pingxiang Lotus Fall, Musical Form, "Yin", "prolon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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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莲花落，亦称“莲华乐”，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表演形式。萍乡莲花落是莲花落体系中

的一个支脉。2010年，萍乡莲花落被列入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本文将采用

音乐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从代表性传承人宋华铿将调式进行改革之后所出现的“吟”；“帽

子头（开篇音乐）”；“拖腔”等几个颇具特色的角度，来试着分析萍乡莲花落的音乐表演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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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莲花落，亦称“莲华乐”，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表演形式。[1]萍乡莲花落是莲花落体系中的一

个支脉。2010年，萍乡莲花落被列入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民间甚至把萍乡

莲花落比作萍乡的 “京韵大鼓”。本文将采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从代表性传承人宋

华铿将调式进行改革之后所出现的“吟”；“帽子头（开篇音乐）”；“拖腔”等几个颇具

特色的角度，试着分析萍乡莲花落的音乐形态。 

2. 萍乡莲花落的表演形态

2.1. “吟” 

任何民族的任何一种歌唱艺术都和它的语言紧密联系。洛地将中国的歌唱分为两类：“以乐

传辞”和“以文化乐”。“以乐传辞”是以稳定或基本稳定的旋律，传唱（不拘其平仄声调

的）文辞。“以文化乐”的唱就是“依字声行腔”。[2]诗词吟诵自古有之。《尚书·舜典》

上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曾记载：“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则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在诗歌产生之

初人们就对诗歌加以“咏歌之”，“咏歌之”就是把“发言为诗”中的诗歌唱出来（《说文》

解释，“詠，歌也。或从口”。）而“吟诵”也可称为“吟咏”，“吟”本是叹息声；“咏” 

乃“永言”。 



 

曲艺的主要艺术手段就是说和唱，它注重的是听觉形象上的艺术享受。萍乡莲花落的“说”

既不是相声“说学逗唱”中的“说”，也不是戏曲道白中的“说”，更不是我们生活中说话

的“说”，而是一种带着方言音韵的“说”。这种“说”近似于旧时私塾先生教学生朗读课

文时的“说”以及在民间丧仪上相礼念祭文时的“说”。如果用书面语言，可用“吟”来表

述。 

辞海中对“吟”解释： 

①拉长声音，带有节奏的诵读。 

②古代一种诗体的名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古词有〈陇头吟〉，孔明有〈梁父

吟〉，文君有〈白头吟〉。 

③咏、诵。「吟咏」。《庄子．德充符》：“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 

④痛苦时发出的声音。元．戴侗《六书故．卷一一．吟》：“痛为呻吟。” 

古人作诗，讲究音韵和平仄，一旦酝酿成熟则摇头晃脑“吟诵”而出。吟者，声调抑扬地念

诵也。所谓念诵，就是照字说出声来。抑扬者，有高有低、有伸有缩、有急有缓，错落有致

也。因此，声调抑扬地念诵就相当于一种含有丰满音韵的腔体了，换言之，吟，是一种带音

乐性的似唱非唱的念诵。可以说吟是唱的前身，唱是吟的延伸。 

萍乡莲花落无论在“吟”；“道白”；“唱”时的每个字的发音都与萍乡方言四声相吻合。

它的“吟”既有“哼”的音韵，又俱“吟诵”的形态。因此，萍乡莲花落和萍乡另外一种地

方曲艺“萍乡春锣”一样，它的“说”功实际上就是“吟”功。这种“吟”是一种“依字声

行腔”的吟，其吟体无论用什么调式演唱，都必须是商调式腔体，否则则无法保证吟体与拖

腔保持音调上的无缝对接、浑然一体。 

严格地说，萍乡莲花落中的“吟”功，比“唱”功更难。而唯其难，才更加突出它的浓郁的

地方特色。 

它的难体现在两点：一是即兴创腔，四句以上的唱段必须按照“起承转合”的规律创腔，以

免老是一句上一句下的单调枯燥；二是依照萍乡方言中的四声将莲花落唱词设计成 E 商调式

吟诵腔体。也就是“吟”的部分既要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保持商调式不变（不能跑调)，又要

保证“吟”的每个字都在商调式调性的旋律流动线（即律动线）里，要吟诵得如行云流水般

酣畅，还要求演唱者吐字清晰，一口萍乡方言也要地道且字正腔圆。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吟”

与每段末尾的拖腔音乐无缝对接，形成和谐完美、浑然一体的“说唱”。才能亲切入耳、给

人以艺术享受。因此，“吟”的掌握特别考验专业的萍乡莲花落表演者的扎实功底。 

萍乡莲花落音乐中，除了“道白”、“帽子头”、“拖腔”、“抒版”之外，其余都属于萍

乡莲花落中的“吟”部分。 

以下是现代创作的萍乡莲花落作品《长寿歌》中的“吟”的部分片段： 

 

[吟]“改革开放是几十年（呀）， 

我（哩）个个（咩）都不缺钱， 

我住得宽敞（是）穿得好（哇）， 

从不隔（萍乡方言：愁）柴米和油烟” 

 

萍乡莲花落民间艺人“吟”唱同一曲目都是不尽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人两次以上“吟”唱同

一曲目也是不同的，况且依照曲谱学“吟”唱要掌握萍乡莲花落音乐中的韵味并不简单，所

以这就是萍乡莲花落不易流传而必须口耳相传的主要原因之一。 

2.2.  “帽子头”(开篇音乐） 

传统的萍乡莲花落“唱”的部分，声音是近似于一种非常高亢的原生态音色。不仅如此，“吟”

的部分的部分也大多在高音区进行，这是受到了萍乡的另外一种地方民间艺术的影响——上

栗皮影戏。过去的萍乡莲花落表演人同时也掌握其他几种类型的地方艺术表演类型，如萍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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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锣；萍乡皮影戏；萍乡渔鼓等。最早有记录的萍乡莲花落表演艺人何立泉三代都是从事皮

影戏表演，他的头徒肖云圣子孙三代也是皮影戏的表演者。至今肖云圣的孙子肖雪萍还依然

在进行着上栗皮影戏的表演。 

皮影戏俗称“影子戏”，“灯影戏”，属于傀儡戏。是一种广泛流传的古老而独特的民间戏

曲艺术。皮影戏并配以音乐和唱念来表演剧情。由于上栗特殊地理位置，受到湖南民间艺术

的影响，上栗皮影戏融入了湘剧花鼓戏的演唱素材，并且上栗皮影戏唱腔主要是汉剧调，粗

狂高亢，所以使得传统萍乡莲花落艺人在表演时也形成了一种非常高亢的原生态音色。 

根据肖云圣老艺人的录音分析，传统萍乡莲花落的调性调式主要是由 E商五声调式组成， 在

传承萍乡萍乡莲花落时如果将这种调式照搬照学，且不说一般演唱者因其音调起的太高而难

以胜任，就算吃力地唱上去也给人留下“高”而“俗”的感受，谈不上美感。 

于是，基于为了萍乡莲花落更为方便普及和传承，宋华铿在之后的创作中在传统作品的基础

上做了降调处理。在1978年宋华铿将其搬上江西省艺术剧院时将传统的萍乡莲花落高亢的 G

商调式，改成了中国传统调式中的 E商调式，并偶尔加偏音“变徵”，并一直沿用至今。 

又特别是从1983年宋华铿创作的《刘少奇拜年》开始，真正的开启了萍乡莲花落作品的改革

之路。全新的调式改革借鉴了萍乡采茶戏的调式特点，这与传统的萍乡莲花落调式有了一定

的区别。改革后基本沿用的是以商调式为主，并为了突出新奇别致之感，偶尔会将尾音落在

了“宫”上，形成了前后强烈的调式对比，结构设计上加强了高音区的音型设计。一般用在

感情转折处的开头两句，它类似于说书中 “惊堂木”的作用。从感情上讲，这能起到承上启

下烘托气氛的作用，给人以急缓错落的转折作用。结构设计上借鉴了萍乡莲花落传统曲目《王

氏教女》中的的开篇音乐，通过改革变成了目前被称为“帽子头”的部分： 

 
图1.《程昌仁月夜除内奸》中的开篇音乐片段 

 

有了“帽子头”之后，萍乡莲花落音乐性加强了，旋律感突出了，开头音乐听起来显得高亢、

热烈、粗犷、明亮了。不仅保持了萍乡莲花落的传统风格，且更便于广大莲花落爱好者学唱，

有利于今后的传承。 

在《少奇拜年》后，用到这个“帽子头”开篇的曲目有：《程昌仁月夜除内奸》、《政协调

研组下乡来》、《真情土调赞萍乡》、《长寿歌》、《老侨胞认女记》等等。 

2.3.  “拖腔” 

传统萍乡莲花落曲目《王氏教女》中有这样的一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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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餐茶饭不求哇人， 

啰吔哪咦哪嗬! 

不求人啰喂! 

不求人呐哪咦哪嗬哪嗬咦嗬嘿!”（《王氏教女》） 

 

三次重复的“不求人”再加上颇具特色的衬词，加强了“不求人”的分量和感染力。《王氏

教女》中这段旋律，宋华铿在之后的创作中都借鉴了传承了下来，并频繁地使用，运用到改

良后的萍乡莲花落中每一段的末尾，并把它称为“拖腔”。它运用自如、灵活多变，2010年

萍乡春晚的新版《长寿歌》中就运用了这一拖腔。 

 

“（道白）祝大家：新春到来喜事多，阖家团圆幸福多！ 

...... 

（道白）生活幸福—— 

（拖腔）乐（呵呀呵啰耶） 

（拖腔）（呐依呐呵呐呵依呵嘿） 

（拖腔）乐呵呵（呀呐依呐依呐呵呐呵依呵嘿！）”（《长寿歌》） 

 
图2.《长寿歌》乐谱 

 

这段拖腔采用了中国乐理中的“旋宫犯调”手法，谱例中1-6小节为 E 商调式，而从7小节开

始至旋律结束则变为了 A 商调式，从 D 宫系统变为了 G 宫系统，给人以新颖出奇之感。拖腔

很好地营造了热烈、喜庆的节日气氛。 

3. 总结 
代表性传承人宋华铿在借鉴传统萍乡莲花落曲目的基础上进行了音乐和结构方面的改革，延

续了本身的商调式之外，还扩展了“吟”的部分，且加入了固定的“帽子头”（开篇音乐）

和“拖腔”，使曲目的音乐素材更加丰富，加强了整体性，而且降调的处理也使萍乡莲花落

更加的易于传播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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