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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朗讀與朗誦的特質和要求

詩歌怎樣產生？

朗誦和文學有甚麼關係？

朗誦要有表情和動作嗎？

（一）文學‧朗讀‧朗誦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詩．大序》



人生而有情，亦有表達和溝通的需要。
當直抒胸臆而仍未能盡訴衷情之餘，協
乎音律，配合身體語言的詩歌便隨之而
誕生。

這一段話，把文學的起源，文學和朗誦
的相輔相成，以及朗誦時眼神、表情、
動作如何配合，清晰地描繪了出來。



甚麼是朗讀？

朗讀與朗誦

甚麼是朗誦？

朗讀和朗誦有何區別？



「朗」是明亮、清澈的意思

「讀」是看著文字念出聲音

「誦」是合乎節奏的誦讀方法



朗誦者誦讀詩文時，以清晰、朗潤的腔
音，配合句子音節的高低、强弱、輕重、
緩急、停連而構成一定的節奏與語調。
加上字音的正確、句讀的清楚、語氣的
配合、聲調的自然，便能將作品的內容
和它蘊涵的思想感情，通過傳意過程，
引起聽眾共鳴。



(二) 朗讀的特質和要求

朗讀是語文課堂不可或缺的教學環節。

教師朗讀，不能離開課文；學生聽教師
範讀，也不能離開課本，必須用心注視
課文，把教師朗讀的聲音和課文的字、
詞、句、段、篇結合起來，這是讀書教
學的一個過程。



指導學生朗讀時，應提出以下三個要求：

１.正確

(1) 不讀錯字音，不讀錯語調、不丟字、不添
字、不重複、不顛倒。

(2) 吐字清晰，準確傳達內容。



２.流暢

朗讀要速度適當，句逗分明，並且節奏和
諧。

(1) 速度適當：以正常語速為主。

(2) 句逗分明：句逗在文章中具有「停頓」
的作用。如果停頓恰當，可以有效地控
制速度，明確地傳達語句和段落的意思，
而且便於轉換情緒；否則便會讀破句子，
讀斷章節，甚至扭曲主題。



(3) 節奏和諧：朗讀時能掌握語言的節奏，
才能讀得輕重有致，不疾不徐。



3.有感情

(1) 傳意為主：若是內容充滿激情的文章，
朗讀者可用帶感情的音色朗讀；一些感
情平淡的篇章，朗讀者則用不帶感情音
色的聲音讀出便可。



(2) 情感表達：朗讀者在朗讀時，感情要
真摯、自然，配合文章的內容，注意
保持適度的情感，不可過分。

(3) 聲音運用︰朗讀不講求眼神、表情、
手勢和姿態等的配合，只須運用聲音，
表達出文章的修辭技巧、篇章結構、
寫作手法和主題思想 。



(三) 朗誦的特質和要求

朗誦是藝術表演。

朗誦者要對作品深入理解，掌握基本內容，
概括中心思想，讀懂言外之意。

分析字、詞、句、段、篇的結構和修辭技
巧。

讀準字音之外，還要掌握其發音及收音部
位，以及主要元音的部位和響亮度等。



朗誦者要仔細揣摩作者的態度和文章的
感情色彩，以準確把握基調。

 基調，是指誦材的基本感情調子。
 同一篇章，其中流露的感情是悲是喜，在

理性了解方面，或可以一致，然而在感情
的感受方面，其體驗深淺各人不同。



朗誦是傳情的藝術，既是藝術，就有朗誦
者自己的創造，除了聲音表達的技巧外，
對篇章感情的再造，也是創造的內容。

同一篇作品，在聲音節奏方面，不同的朗
誦者有不同的演繹方法。

每一篇誦材的表達方法可以百花齊放。這
就是藝術的特徵。



 朗誦者不能拋開誦材的感情和內容而隨

意創造，也不能化喜為悲，改憤怒為讚

美。

 朗誦者必須以誦材的主要感情為基本調

子，並予以深化。



朗誦要點︰

停頓和相連

重音和輕音

速度和節奏

語氣和語調

目光的運用

面部的表情

動作的配合

台風

儀態



朗誦是文學、歌唱、戲劇三種藝術的結合。

如何朗誦得好？



文學方面

朗誦者必須仔細體味誦材的思想感情，
內心有所觸發，而產生用聲音表達的激
情，把作品的思想和感情再現出來。

如果朗誦者缺乏文學修養，理解、分析
能力不足，便無從領會、感受，更談不
上美妙而具感染力的表達。



朗誦主要是用聲音帶出情感，是訴諸聽覺
方面的藝術。
朗誦者如果有歌唱聲樂的訓練，懂得運氣
用聲的方法，便佔很大的優勢。
朗誦時，字音飽滿而圓潤，能讀出變化的
韻律、明快的節奏、優美的音色、語氣的
摹擬、情緒的流露，這便是聲音之美。
這與一般歌唱藝術和中國傳統曲藝的要求
相一致。

歌唱方面



戲劇方面

朗誦者如果受過戲劇的訓練，懂得
運用眼神的交流，面部的表情、手
勢的活動、身體的姿態、特定情境
的處理等，這便是形象之美。



文學、歌唱、戲劇，如果能夠有機地結
合起來，便是成功的朗誦表演藝術。

三者關係如何？



戲劇成分

歌唱成分

文學成分



朗誦者如果未能對作品深入理解或領
會，或雖已初步認知，但卻是錯誤的
或片面的理解，儘管朗誦時技巧十足，
情感充沛，但這卻是「表錯情」，是
「聲情浪費」。



朗誦本以聲音為主，眼神、表情雖可
幫助朗誦者把作品表達得更情酣意暢、
感人肺腑，但卻貴乎自然流露，切忌
生拼硬湊。
動作方面，應視乎實際需要而定。
高年級一般不鼓勵。
低年級也應注意動作優美合度，適可
而止。不能喧賓奪主，把朗誦變成
「唱遊」。



(四) 朗讀與朗誦的區別
朗讀 朗誦

性質 語文教學的一種手段。 藝術表演的一種形式。

要求 正確、流暢、有感情
地將書面文字變成有
生命力的語言。

聲情並茂，發揮原作的神
髓; 並能打動聽眾的心弦，
產生强烈的藝術感染力。

方法 眼看課文，聲音清晰，
停頓、語速、節奏宜
有一定變化，但不必
誇張；也毋需眼神、
表情、動作。

熟悉、理解誦材，綜合運
用停頓、重音、節奏、語
調等聲音技巧; 並講求眼
神、表情、動作等的有機
配合。



朗讀是朗誦的基礎，優美而生動的朗
讀，可以說是朗誦的入門階段。

朗讀多用於學習上，它要求讀音正確，
句讀分明，語調流暢，態度自然。



出師表（節錄） 諸葛亮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
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
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
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
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
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二、朗讀在語文教學上的作用

朗讀是一種教學手段，應按需要而使用。

朗讀的要求應配合教學目標及學生程度。



朗誦建基於此，加上傳神的語調、鮮
明的節奏、飽滿的激情、細膩的表情、
優美而自然的動作等，達至聲情並茂，
震懾人心的境界。
由實用性的語文訓練提升到藝術表演
的較高層次。



如目標是句義的理解，除要求句中的
停頓恰當外，還要求學生能用聲音把
句中的重要字詞強調出來。

如目標是篇章的層次結構，便要求學
生用不同的聲音、語調，把篇章的層
次及其關係表現出來。



教師利用朗讀︰

(1) 可訓練學生的聆聽理解、聽說或聽寫
等能力。如要求學生朗讀後找出、說出或
寫出大意。

(2) 通過語調及聲音等運用，使學生掌握
篇章的言外之意。



(3) 輔助講解課文，用聲音帶出感情，以
表現文字無法透徹表達的語氣、態度，幫
助學生正確掌握文章的思想感情。

(4) 能夠正確、流暢而又有感情地朗讀課
文，已賦予書面文字以生活氣息，變成有
生命力的活的語言了。



(一) 朗讀的形式

範讀
個人讀
齊讀
分角色讀
領讀
伴讀
引讀



範讀︰示範性的朗讀，通常由敎師或
朗讀得特別好的同學進行範讀。

個人讀︰包括自由讀、輪讀、接續讀
和指名讀等多種。

齊讀︰是全班或分組一起讀。

分角色讀︰形式活潑，能加深學生對
課文內容的理解和體會。



領讀︰是由教師或朗讀得特別好的同
學帶領其他學生朗讀。

伴讀︰也是由一個讀得較好的同學帶
着一個讀得較差的同學讀。

 領讀和伴讀，可提高學生的朗讀能力。



引讀︰在學生誦讀課文時，教師根據教
學要求和文章的寫作特點，在關鍵性的
地方，點撥一下，引導朗讀。

學生在老師的提綱挈領下，經過思考理
解，達到口誦心傳的效果。

引讀方式︰分提示、提問、插敘、添詞
等。

 引讀能提高朗讀教學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二) 朗讀教學的要點

教師在指導學生朗讀時，必須首先
估量學生的情況，並配合不同教學
階段的要求，以作出相應的指導。



認識課文階段

教師應針對學生的具體情況，適當地進行一
些朗讀前的準備活動，如解釋詞語和提問內
容等，使學生了解課文內容，掌握字詞的正
確讀音。

分析課文階段

教師指導學生深入理解課文，既要掌握文章
的基本內容，也應能概括文章的重點，朗讀
時便可以準確地把作者的思想感情表達出來
了。



朗讀教學的具體實施要點︰

教師讓學生朗讀篇章後，除糾正必要
的讀音錯誤外，應聯繫學生的已有知
識和經驗，結合篇章內容，通過指導
和引導(如提示、提問、圖示)等方法，
讓學生領略篇章的重點，然後要求他
們用適當的語調及速度讀出課文。



教師應利用關鍵點開展，引導學生理
解全文，並引導學生找出關鍵點與其
他各要點的關係。

教師也可以用錄音或錄像形式，記錄
及對比兩個階段的朗讀效果，以查考
學生對篇章的理解情況。



對於較高年級的學生，教師可先讓學生
合上書本，細心聆聽教師朗讀全文，以
誘發興趣。
教師朗讀文章的關鍵點，引導學生從上
下文找尋線索，利用關鍵點引導學生理
解全文，要求學生找出關鍵點與其他各
要點的關係。
教師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後，指導學生朗
讀，並通過提問、討論，以了解學生所
理解的程度和層次。



如何衡量朗讀對篇章理解的評估，可根據以
下準則：

(1)內容的掌握：能用恰當的語調及語速表
達篇章的思想內容，並能運用聲音以突出
篇章的重點。

(2)篇章結構的掌握：能用聲音的變化及停
頓，以顯示篇章的內容層次。



(3)文句內容及語法關係的掌握：句中停頓
及輕重音的處理恰當。

(4)文字讀音的辨正：字音準確與發音清晰。

(5)態度：認真與投入。

(6)對篇章的感受：利用聲音的變化以處理。



必須充分發揮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鼓勵學生參與，並結合學生的已有知識和
生活經驗。

教師應有恰當的示範、明確而合理的要求
以及具體的讚賞，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得
到成功的體驗。

學生的課堂朗讀，必須在教師的具體指導
下進行，才能逐漸提高朗讀能力。

要達到良好的朗讀教學效果︰



指導學生朗讀，應注意下列要點：

１. 培養學生在理解的基礎上朗讀

學生要充分理解課文內容，掌握中心
思想。如果事前毫無準備，就會缺乏
信心，失去朗讀的興趣。



２. 充分發揮學生的創造性

(1)教師不應讓學生盲目地模倣自己的朗讀
方式，單從音調上模倣是和思想感情脫
節的。

(2)由於各人的理解程度不同，在文章的領
會上有所差別，朗讀時感情的格調也會
有差異，教師不能嚴格地加以規限。

(3)當學生缺乏某種體驗時，教師要善於引
導，啓發他們從以往的類似事件中去聯
想，這有助於發揮其想像力和創造性。



３. 啓發學生自行矯正錯誤

(1)讀音的錯誤：教師宜與學生分析字的形、
音、義的關係，矯正發音。

(2)重音上的錯誤：學生有時未能掌握課文
的重點，語句與中心又欠連結，教師應
引導學生把邏輯重音移到合適的位置上。

(3)語氣表達上的錯誤：學生有時對語句的
內在感情未能真正領會，教師應從分析
語句的內在感情着手，平時亦應設計一
些語氣表達的練習，幫助學生分析。



４. 選擇合適的朗讀材料和朗讀方法

(1)合適的材料可以引起學生對朗讀的興趣，
否則學生會感到枯燥無味。

(2)不同階段的朗讀要有不同的重點：認識
課文階段後的朗讀，只要求學生做到正
確、清楚和流暢。分析講解後的朗讀，
則要求學生能做到流暢和有感情。



(3)對詞句艱深、內容難懂的課文，教師示
範朗讀要和分析講解結合進行，即邊讀邊講，
最後作全篇的示範朗讀。

(4)學生朗讀能力強的，可先讓學生試讀；
學生能力較差的，則教師先作示範。為了引
起學生興趣，朗讀方式應力求多樣化。



三、朗誦的功用

(一) 培養口頭表達能力

多朗誦生動、優美的作品，可以累積詞彙，
掌握重音、停頓、節奏、語調等口語表達
技巧。
通過課堂、校內、校際朗誦比賽，可以增
強信心，提升口頭表達能力。



(二) 提高書面語表達能力

要朗誦得好，要求準確理解詞義和文章內
容，掌握句子和段落的組織，懂得連段成
篇的佈局手法，對於文章結構、修辭技巧
的運用，可留下深刻的印象。
要朗誦得生動傳神，要求朗誦者必須熟稔
誦材。熟讀成誦，出口成文，這樣書面表
達能力便可大大提高。



(三) 深化閱讀理解能力

朗誦可以把文字的言外之意和作者的內
在感情變化，在「眼到」和「心到」之
餘，再通過「聲到」，以補充文字表達
上的不足。
欣賞情真意切的朗誦，不但可加深我們
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和感受，還可以引起
閱讀的興趣和深化閱讀理解能力。



(四) 發展形象思維能力

生動的朗誦，能把課文中各種人物、事
件、景物展現眼前，擴闊思維。
把朗誦的規律，運用到無聲的閱讀中去，
就可使書面上的文字，變成腦海中的形
象，連成一幅幅活動的畫面，誘發想像，
激動感情，加深對作品的理解和鑑賞。



(五) 陶冶品德

朗誦時，我們會不自覺地對作品中的警
句和優美語言，留下深刻的印象，潛移
默化，潤物無聲，對學生思想品德和審
美觀念的陶冶，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 獨子
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
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男 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
不必為 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
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
同。

《禮運．大同》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
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
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
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
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告子下》



四、朗誦者的角色

朗誦是一種以語言表達思想感情的藝術，但
朗誦者究竟應該以甚麼身分進行朗誦呢？

扮演原作者，不摻雜
個人風格特色？

以朗誦者自己身分出現，
做原作者的代言人？



朗誦者與戲劇演員

戲劇中的台詞，屬
於一個特定的典型
人物的語言，不應
加入個人的習慣。
演員的任務就是扮
演角色，盡量做到
維肖維妙。

朗誦的語言絶大部
分是以朗誦者自己
的身分出現的。用
自己的身分去感受、
表達，可以不用扮
演原作者身分、口
吻。

戲劇演員 朗誦者



朗誦者必須深入作者的思想領域，把
作品揭示的思想內容化為自己的思想
感情，經過揣摩、體會，用第一身或
第三身演繹出來。

為加強感染效果，可以同時用第一身
及第三身，把誦材的思想感情細膩動
人地表現出來。



朗誦語言與戲劇台詞

戲劇所依靠的劇本，
多為人物對話方式。

戲劇中的台詞無論
怎樣變化，也不能
跳出所扮演的人物。
即使在學別人的說
話，也是這個人物
在學。

朗誦的作品則可詩可
文，種類繁多。

朗誦多由事件的敍述
跳躍到情景的描繪，
由人物的感情跳躍到
客觀的評論，由一個
人物跳躍到另一個人
物，甚至幾個人物的
對話不停地跳來跳去。

戲劇台詞 朗誦語言



朗誦語言比戲劇台詞有更大的跳躍性。

要求朗誦者的思想感情及視象能夠很
快地轉化。

要體現這種跳躍性，只須在語言特點，
形體上給人以略有不同的感覺就行了，
不可說到甚麼就演甚麼。

朗誦語言的跳躍性



例如︰

寓言朗誦中出現狐狸和狼，朗誦者就去扮
演狐狸與狼，這只能算是滑稽，卻大大削
弱了原作品的嚴肅教育意味。

朗誦者只須盡量擴闊生活體驗，多熟悉
不同人物的性格特點，便能作恰如其分
的表達了。



朗誦者可以是原作者的
代言人，但也容許有自
己的風格特色存在。

朗誦者不是角色扮演者，
他是在用自己的身分創
造性地表達思想感情。



不可簡單地模倣別人，因為那是人
家的性格、理解、體驗和表達方式。

可以學習、參考，但一定要根據自
己的條件，把原作品化為自己的所
思所感，才能準確而貼切地把思想
感情表達出來。

學習朗誦



第二章

朗誦的運聲原理



第二章 朗誦的運聲原理

一、朗誦的發聲方法

（一）藝術語言與生活語言
（二）發聲與共鳴腔
（三）吐字歸音

二、朗誦的呼吸和運氣方法

（一）呼吸方法
（二）氣息的雙向運動



一、朗誦的發聲方法
(一) 藝術語言與生活語言

情、氣、字、聲，合稱朗誦四大元素，四者關係如下：

 

情 

以 

情 

運

氣 

情

深

氣

活 

字正腔圓 聲 

氣 

字 
以字行腔 

氣沉丹田 字透聲甜 



朗誦以「情」開始，佔主導的地位。
氣息是表達情感的動力，跟着是「氣」。
情感和氣息都是內在的，當它形之於外時，
便是咬字清晰有力，所以跟着是「字」。
情感、氣息、咬字有機地組合起來，便是
整體的聲音表現，所以最後是「聲」。

朗誦始於情感醞釀，最終發為聲音的表達，
整個過程都是用聲音帶出情感。

朗誦是一種「聲情」藝術。



注意事項：

(1) 情感表達，切忌生硬堆砌。必須根據
作品內容，恰當表達，或乾燥枯澀，
或一味濫情，都是過猶不及。

(2) 聲音表達，切忌機械式腔調或油腔滑
調。必須根據實際需要，不能過份誇
張。



情、氣、字、聲

情感是將帥，起統
領的作用，是聲音
的靈魂和支柱。

氣息是字和聲的
源泉和動力。

字是聲音的前鋒 聲音是字的延續和美化

朗誦四大元素



朗誦四大元素，相輔相成，相互
滲透，互相制約，彼此聯繫，是
不可分割的整體。



朗誦很重視發音器官的運用與鍛鍊。

人類的發音器官，一般
分作三部分：

(1)呼吸器官
(2)喉頭和聲帶
(3)口腔、咽腔和鼻腔



生活語言的音域
一個八度左右，而平常使用的只不過四、五
個音的寬度。

藝術語言的音域
歌唱藝術語言的音域，常在兩個八度左右。
朗誦是說的成分重一些，但要求應與歌唱差
不多。
朗誦與平常說話不同，朗誦者可能要面對很
多聽眾，所以聲音響亮、咬字清晰、語調自
然之外，還必須把作品的思想內容完整地傳
達到後排聽眾的耳朵裏。

藝術語言與生活語言的音域



當作品的內容要求我們用高低抑揚的
聲音來表達時，若僅用日常說話時所
使用的四、五個音階的聲音寬度來表
達，勢必發生困難。



響度的大小主要是由氣流的强弱再配
以高度造成的。

它和聲帶的鬆緊、口咽腔的大小和肌
肉的狀態都有關係。

藝術語言與生活語言的響度大小



藝術語言的聲音響度

聲音的響度對藝術語言來說十分重要。
因為響度既有聲音的高度，又兼有寬度，
而用聲的圓潤和響度的關係也很密切。
必須有一定的響度才能達到腔圓。



生活語言的自然響度

生活語言中的自然響度隨着各人的習
慣而有洪細不同。

每一個字的元音都各有其自身的響度，
要同時掌握每個元音部位以及特有的
聲腔形式，才能把每個字音發得響亮。



音色就是聲音的本色，每人都各有其音
色。

音色決定於陪音的豐富與否。而陪音的
豐富或單調，則決定於共鳴腔的狀態和
質量的改變。

音色的好壞，是由於發音器官的形狀、
質量和運用方式不同所引起的。

音色



在日常生活中，有人音色很好。但放
在藝術語言中，卻因為超出了自然音
域，如遇到要發高音的場合，便被迫
提高聲音，口腔、聲帶和呼氣都不能
適應要求，使得原來的好音變得嘶啞
難聽了。

生活語言與藝術語言對音色的要求不同



（二）發聲與共鳴腔

說話發聲的發音體主要是聲帶，聲帶質量
的優劣和運用是否適當，和音色的優美與
否關係至大。
直接引起聲音共鳴的有口腔、咽腔、喉腔
和鼻腔。
對於藝術語言來說，可以引起共鳴的腔體
還包括了頭腔和胸腔。但頭腔和胸腔的共
鳴，必須在口腔和鼻腔有了良好的共鳴基
礎後才能實現。



藝術語言發音時的口腔和咽腔都要比
生活語言擴大一些，但以不失本音音
色為度，這樣才能取得最大的共鳴而
不致形成「音包字」的模糊現象。

口腔的大小，要和聲帶的鬆緊配合恰
當。



發高音時，口腔開度不宜太大，共鳴
腔的肌肉不要因為發低音而放鬆，口
腔要起控制氣流和造成音響的作用。

不論發高音或發低音，共鳴腔的肌肉
都要保持均衡緊張，以造成靭性較强
的共鳴器，這樣才能產生響亮而優美
的音色。



有些人發音偏前，聲音單薄不圓，要注
意口腔開度要擴大。

有些人發音偏後，聲音含混不清，要注
意不要把舌根壓得過低，舌面要挺起來，
口腔開度要略窄。



要根據不同音的特性，而變動舌高點。

在共鳴腔擴大時，要注意咽肌和舌肌
的互相協作。

舌高點用力收縮時，咽肌也要用力配
合，光靠舌肌的力量而咽肌放鬆，將
會引起軟顎鬆弛而下降，發出的聲音
會產生濃厚的鼻音。



藝術語言有時也會利用頭腔共鳴和胸
腔共鳴。

從聲音的高低來說，高音容易引起頭
腔共鳴，低音容易引起胸腔共鳴。

從元音的寬窄而言，寬元音容易引起
胸腔共鳴，窄元音容易引起頭腔共鳴。
兩種共鳴都是利用頭腔和胸腔的骨組
織的聲音傳導作用。

藝術語言的共嗚腔



朗誦時，把空氣大量儲存肺葉之中，昂
揚調時把共鳴提到頭腔，便成清亮高亢。

降抑調時把共鳴壓到胸腔，便成沉厚重
濁。

當不需要共鳴時，便讓喉部發出平直的
聲音。

這樣交替使用，便能使節奏分明，也是
音色優美的基本條件。

朗誦的共嗚腔



朗誦表演時，不能單用喉部發出平直
單調的聲音，遇到某些關鍵性的地方，
如感情用力處、情節發展高潮所在等，
往往需要使用各種共鳴音。

鼻音清越，頭腔共鳴音高而寬，胸腔
共鳴音低而窄，各有不同的特別效果。



以下略舉兩個例子，以供參考：

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

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范仲俺《蘇幕遮》（節錄）

。

。

「追」、「化」二字用氣音表達，便覺情意纏
綿，動人心弦。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

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

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辛棄疾《破陣子》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
已。」這是辛棄疾《破陣子》一詞的寫照。
用喉音讀出「沙場」和「可憐」，遙相呼應，
可體會作者心境。

。。

。。



（三）吐字歸音

朗誦的咬字發聲，要求「字正腔圓」。

這就是「咬緊字頭歸字尾」的「吐字
歸音」要訣了。



１. 字頭

一般指聲母部分，發音部位必須準確有力，
是「字正」的基礎。

部位準確了，再適當有力，利用字頭的力
量帶動整個字音的響度，也減輕嗓子的負
擔。

字頭的長短要根據性質而定（如塞音最短，
擦音最長），不能一律看待，也不能延伸
過長，以免破壞吐字的力度和字音的完整。



２. 字腹

字腹一定是元音。注意字腹的開口度和
深淺度，一般來說是比生活語言略大略
後。

必須在字音清楚的基礎上提高字音的響
度，以達到「字正腔圓」的要求。



字音的響度主要表現在字腹上，要字
腹念得響，就得掌握字腹的舌位及開
口度。

要適當地擴大聲腔，但不能過大，否
則容易產生「音包字」的現象。



３. 字尾

要根據聲音的高低升降決定收音的寬
窄，高音和升調要收得寬些，否則會
影響氣流暢通而使喉部緊張。

低音和降調要收得窄些，以免因發音
器官鬆弛而丟掉尾音。

收音要逐步過渡，氣流由强而弱，口
腔肌肉由緊而鬆，不能收得太硬。



 字頭、字腹、字尾是字音的三個組成
部分。

 在鍛鍊吐字歸音時，要把三部分有機
聯繫，順利過渡。



舉例：

(1) 廣州話

字例 聲母 韻母 聲調
介音 韻腹 韻尾

南 n aa m 陽平
朝 ts i u 陽平
四 s e i 陰去
百 b aa k 中入
八 b aa t 中入
十 s a p 陽入
寺 dz i 陽去



(2) 普通話

字例 聲母 韻母 聲調
介音 韻腹 韻尾

南 n a n 陽平
朝 ch a o 陽平
四 s i 去
百 b a i 上
八 b a 陰平
十 sh i 陽平
寺 s i 去



在這例句中，要注意每一字頭(即聲母)的
發音部位。朗誦時發音要稍用力，帶動後
面的主要元音。

一些塞擦音的發聲，雖用力但不影響後面
的元音響度。

如「朝」，無論是廣州話或是普通話，都
是送氣的塞擦音。尤其是廣州話，它的元
音是「iu」，若發音時氣息太大，便嚴重
地影響了元音的響度了。



字腹(即主要元音)方面，要講究舌位及
開口度。

同是「aa」，廣州話中，「南」、「八」
與「百」的部位稍有不同，「百」因受
後面收音「k」的影響，部位應稍後，
口型便大了些。



同理，普通話中的「南」、「百」與
「八」不同，「南」受收音「n」影響，
「百」是帶「a」的腹元音，雖是前響
元音，發音時即前面的元音時間稍長，
受到收音「i」影響，「a」的部位便
稍前。



「八」是單元音，部位較前兩字稍後，
開口度也稍大。

而「朝」也是帶「a」的腹元音，也
是前響元音，但發音受收音「o」的
影響，「a」的部位便稍後，開口度
也大了。



字尾方面，要注意收音尾韻的開閉，
所謂閉，就是韻尾以輔音的收音，開
就是元音收音。

廣州話中的「朝」、「四」、「寺」
是開口韻。

而「南」、「百」、「八」、「十」
等都是閉口韻。



普通話除了「南」之外，其餘各字都
是開口韻。

開口韻的收音，只要掌握其元音的部
位便可。

閉口韻的收音，一定要把輔音的部位
收準。



如廣州話中，「南」收音若不是雙唇音
「m」而誤作「n」，便成「難」。

「百」收音誤作「t」，則變「八」。

「十」收音誤作「t」，則成「實」。

普通話中，常出現前後鼻韻母的字不分，
都是字尾收音欠準之故。



二、朗誦的呼吸和運氣方法

（一）呼吸方法

「氣是聲音之本」

戲曲界有句老話：

呼吸運動在說唱中是十分重要的。



朗誦主要是用聲音帶出情感。氣息強弱
的變化和聲音的響亮度、字音的清晰、
音色的優美圓潤、嗓音的持久性和情感
的飽滿充沛，都有着關鍵性的聯繫。

呼吸的氣流是製造聲音的動力。强而有
力的呼吸，能隨時隨地發出想要的聲音。



呼吸一般有三種方法：

１. 胸式呼吸法

胸式呼吸法主要靠肋骨的呼吸運動來進
行。

吸氣時，橫隔膜雖然略向下移動，但下
降的程度甚少，胸腔擴張不大，吸入的
氣流量自然也不多。

呼氣時，只是把肌肉放鬆恢復原狀，呼
出的氣流是淺而弱的，氣流常是浮在上
胸部。



我們平常說話，尤其是女性，便多用這
種呼吸法進行。

作為藝術語言，用這種呼吸法發出來的
聲音，往往令人感到聲帶緊張，聲音虛
而不實，如果發高音，還會出現中氣不
足的現象。



２. 腹式呼吸法

腹式呼吸法主要靠橫隔膜的力量來進
行。

在呼吸過程中，由於橫膈膜下降，迫
使腹部內臟向前向下移動，胸腔雖然
擴大了，但不是有意識的動作，胸肌
並不積極推動胸廓，只是腹部波動，
而胸部卻常固定在一定狀態上。



我們平常說話，尤其是男性，便多用
這種呼吸法進行。

作為藝術語言，用這種呼吸法呼出來
的氣流，要比胸式呼吸法强一些，但
氣流仍然不夠强，不宜發高音，且會
影響嗓子的耐久性。



３. 胸腹式呼吸法

胸腹式呼吸法靠肋骨和橫膈膜共同的運
動來實現，可說是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
的聯合應用。

胸腔借助吸氣肌肉羣的力量，而使弓形
的肋骨提高和擴展，擴大了胸腔的周圍。



橫膈膜的收縮和下降，又增加了胸腔
容積的上下徑，這就使胸腔得到了全
面的擴大，肺的容積也隨之全面擴大，
氣流量也就較上述兩種呼吸法為强。



這種呼吸法為藝術語言工作者所廣泛
採用，它是在一般自然呼吸的基礎上，
通過人工鍛鍊得來的。

當我們要盡量吸入更多空氣時，會發
現胸廓和大腹同時向外鼓起，而小腹
則略向後收縮，這時胸肌和膈肌的運
動已超出自然呼吸的活動範圍。



在這個基礎上，經過長期的鍛鍊，把
這兩組肌肉羣的靭性鍛鍊得更堅強，
逐漸把它變成自然的呼吸法，便能控
制自如了。



（二）氣息的雙向運動

在朗誦時，最好採用哪種呼
吸方法？

胸腹式呼吸法。

但是，怎樣可以技巧地運用呢？



氣息的運動

當氣由口、鼻吸入到肺部以後，我
們一張嘴，就有一股自然的「推動
力量」，向上、向外輸出氣流。



朗誦時，為了能自如地控制和使用氣息，
在向外呼氣的同時，還必須有一股人為
的向下、向後的「保持力量」，與呼氣
中向上、向外的氣流相對抗。

二者在相互聯繫中求統一，在相互對抗
中求平衡。



任何物體產生向上、向外的動力時，都要先
消減了地心吸力。

人向下彎腰或提舉重物的一刹那，向遠處、
高處叫喊時，其實也有這種感覺。

怎樣把上述的一刹那感覺變成
比較長時間的相對穩定的感覺
呢？



這就需要加强橫膈膜、腰部肌肉，尤
其是後腰部肌肉的保持力量，也就是
雖在呼氣時，也還要保持這部分肌肉
的緊張狀態。

小腹部位（一般俗稱臍下三指處為丹
田）的肌肉也要發揮作用，造成一股
潛氣內轉的力量（丹田氣）。



這時身體內部在向外呼氣的同時，便
隱隱然有一股向下、向裏面滲透的運
動感覺。

同時，橫膈膜逐漸放鬆，讓氣息形成
一條「氣柱」，慢慢外注，而後腰肌
肉也有一種下墜感覺，並呈緊張狀態。

上述的文字描述，可能略嫌抽象；但如果明白
其中道理，加上持之以恆的練習，其實是不難
理解和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