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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的演唱风格与方法

口王耩
(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北京，100024)

【摘要】音乐剧是一门综合的舞台艺术，集音乐、舞蹈、戏剧情节及舞台美术等诸多因素于一体。它从产生到现在，经

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发展，其中音乐剧的演唱风格与方法有很大的发展变化。笔者作为沈阳音乐

学院流行声乐教育系的一名演唱专业教师，在几年的音乐剧声乐教学中有很多深刻地体会，现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实践

经验，从三个大的方面总结并阐述了音乐剧的演唱风格与方法特点，希望能对我国的音乐剧演唱者起到一定的实际意

义，为我国的音乐剧教育事业劲一点儿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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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Musica]theater)是一种集音乐、舞

蹈、戏剧情节及舞台美术等诸多因素于一身的艺术

门类，它起源于1 9世纪末，是英国的一种歌剧体

裁，由对白和歌唱相结合而演出的戏剧形式。历经演

变，到今天已成为一种深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

音乐剧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从

早期1 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特里莫尼莎>、《犹太

姑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莎丽》、《桑尼>、

《演艺船》、《波吉与贝丝》，四五十年代的《俄克

拉荷马》、《旋转木马》、《南太平洋》、《窈窕淑

女》、《西区的故事》、《音乐之声》，六七十年

代的《屋顶上的提琴手》、《哈罗!道莉>、<毛

发》、《油脂》、《芝加哥》、《艾维塔》，八九十

年代至今的《猫》、《悲惨世界》、《歌剧魅影>、

《西贡小姐》、《日落大道》，甚至21世纪中国音

乐剧《碟》、《金沙》，音乐剧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

发展，其中演唱风格和方法也有很大的发展变化。因

此，准确把握音乐剧的演唱风格和方法是一个非常主

要的问题。

一，古典音乐风格的演唱

对于早期的音乐剧来说还是沿袭了传统歌剧的古

典音乐风格，其中最典型的是轻歌剧风格，轻歌剧起

源于喜歌剧和歌唱剧，是一种包括序曲、歌曲、幕间

曲和舞蹈在内的戏剧，题材往往通俗轻松，内容大多

抒情，大多体现欧化、贵族气，带有喜剧性且不失严

肃。德籍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1858年所创作的(地狱

中的奥菲欧》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这种风格的音乐

剧在创作手法上还是继承了传统歌剧的创作手段，和

声、配器、曲式结构等完全是传统模式，但在音乐旋

律上注入了轻松、活泼的效果，有的唱段琅琅上口，

注重音乐的旋律性。

演唱这种音乐风格的音乐剧时，就要求我们的演

唱者要使用美声唱法为基础的歌唱模式，声音要求充

分的共鸣，在演唱高中低音时都需要喉咙完全打开，

也就是在低喉位上打开喉咙，始终要求喉头下沉，让

声道通畅，发出的声音要“竖”、要“空”，来达到

获得充分共鸣的歌唱效果。而且在气息上必须严格地

使用胸腹式联合呼吸的方式，声音发出后先拢到后咽

壁再聚到眉心处发出，中低音使用胸腔共鸣，高音使

用头腔共鸣。只是在歌曲的表达方式上不像传统歌剧

那样的死板，在吐字上更加口语化、节奏可以适当地

即兴发挥等等，但是，总的框架和歌唱模式还是以美

声唱法为基础，音乐风格属于轻歌剧。

二、跨界音乐f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融
合，风格的演唱

由于音乐剧自身发展的历史与流行音乐发展的历

史有较多的重叠性，再加上音乐剧的受众目的、受众

人群需要其具有一定的流行性，所以，音乐剧的发展

逐渐与流行音乐的发展结合在了一起。音乐剧发展

初期的古典音乐风格与流行音乐的各种风格进行了不

断融合，出现了所谓的跨界音乐风格。例如：音乐剧

<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十诫)、<罗密

欧与朱丽叶>、(阿里巴巴>等中的很多唱段都是这

种音乐风格的代表。这种风格音乐剧的创作，一方面

保持了传统歌剧的创作结构，一方面在内容上保持了

流行歌曲歌词的通俗性、直白性特点。这样的音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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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极具亲和力，有着强烈的写意风格，旋律唯美，极具

艺术感染力，让观众欣赏后如痴如醉，往往能对经典的

唱段熟记于心。

这样的音乐剧演唱时，需要我们的演唱者既要受

过美声唱法的专业训练，又要经历过流行唱法的实

践，把两种唱法完美结合起来的一种演唱方式。例

如：英国著名歌手莎拉布莱曼的演唱就是这种风格的

典范，她在演唱<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

<猫>等经典音乐剧的唱段时就是使用这样的方式。

这种演唱要求歌唱者不必刻意追求充分的共鸣，可利

用麦克风音响扩音的效果，喉咙适度的打开，在演绎

歌曲时不要像美声唱法那种很严肃、规范的声音模

式，应该注重歌曲的抒情性、情感的真挚性、突出流

行歌曲般语气话的效果，结合着流行音乐的现代化配

器，自己的肢体也不用那么的拘谨，可随着歌曲内

容、剧情的需要边唱边舞，以达到自由、随性的音乐

效果。在演唱高音部分时，也不过分追求声音集中到

眉心处 “点”的效果，而是在声带关闭的基础上使

用美声唱法的掩盖技巧，发出的声音较“竖”、较

“空”，演唱出来的声音既有戏剧性特点，又有流行

化色彩。总的来说，这种音乐风格里古典音乐和流行

音乐的风格可以说上下参半，既有古典音乐的庄重、

典雅的一面，又有流行音乐通俗、轻松、欢快的一

面，既有贵族气质的一面，又有生活化亲切感的一

面。

三、流行音乐风格的演唱

音乐剧发展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作品是流行音乐风

格的，流行音乐是所有音乐门类中包含风格最多、种

类最多元也是个性化最强的一种音乐形式，爵士、乡

村、摇滚、布鲁斯、拉丁、索尔、嘻哈以及中国的民

族流行等都属于此范畴之内。对于音乐剧作品来说，

流行音乐的风格主要集中在爵士乐风格、乡村风格和

摇滚乐风格三个方面：

1、爵士乐音乐风格的演唱

1914年作曲家艾尔文·柏林创作了第一部爵士乐风

格的音乐剧(当心你的脚步>，随后像<演艺船>、

(哦，凯>、<滑稽的脸>、<引吭高歌>、格仕文

1 935年创作的(波吉与贝丝)还有<罗贝塔>、(西

区故事>、<芝加哥>、<爵士年华)等，剧中的大

多唱段都是采用了爵士乐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

多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风格的音乐剧在

创作上主要以“Shuffle”，也就是爵士乐中所称的

“爵士八分节奏”为基础，大量使用切分节奏，或者

进行切分节奏的加花改编，还有使用三连音。演唱时

形成反拍节奏，也就是所谓的强弱拍位置颠倒的弱起

效果，音乐产生一种晃晃悠悠、飘忽不定的游移感。

旋律中采用布鲁斯音(降三音、降七音，有时候还降

五音)，还常常使用滑音和颤音，和声以七和弦为

主，大量地使用九音、十一音、十三音为和弦的扩展

音。

演唱时要求音色要厚重，要将喉咙乃至整个腔体

打开得稍大，使声道自然变长、变宽，声音要求松弛

有弹性，多使用胸腔共鸣，基本上不过分追求使用头

腔共鸣，语态要自然、亲切，如日常生活说话般的娓

娓到来。另外，在演唱中大量使用“拟声”唱法或者

叫“衬词”唱法，经常使用一些无实际意义的衬词，

例如：“Du、Ba、La、Da、Oh等”来和其它伴奏中的

乐器进行呼应式的“对话”，有的还在前奏、间奏、

尾声中根据剧情和唱段的需要用衬词来进行即兴的旋

律哼唱。这种即兴要符合剧情、唱段的要求，并要以

演唱者的音乐素养、嗓音条件的综合能力为前提，为

此，有时候同一个唱段由不同的演唱者，甚者同一个

演唱者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的演绎也有很大的差

别。总的说来，爵士乐风格的音乐剧往往追求忧郁、

悲伤的色彩，声音厚重、朦胧、暗淡并具有磁性，注

重音色的强弱对比，而且都带有浓郁的黑人蓝调旋律

色彩。

2、乡村音乐风格的演唱

乡村音乐风格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劳动、生

活和实践中，作为表现生活、抒发情感的途径之一，

经过田间地头的口头传唱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

种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音乐形式，具有简明朴实和

平易近人等特点。乡村音乐风格的音乐剧具有浓郁的

乡土气息。像1 943年作曲家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

哈姆特恩共同创作的《俄克拉荷马>、1 946年作曲家

艾尔文·柏林创作的《安妮，拿起你的枪>，以及安德

鲁·韦伯l 968年的处女作《约瑟夫和他的梦幻彩衣》，

其中的很多唱段都是乡村音乐风格的代表。乡村音乐

的节奏相对较为平稳、比较轻快，多采用八分节奏和

四分节奏：旋律性较强，比较上口，易传唱，以自然

音为主，很少加入变化音，较少转调；和声比较单

调、简单、规整，变化较少，主要采用三和弦，偶尔

出现个别不带变化音的七和弦。

乡村音乐是从美国民间音乐发展而来的，它带有

浓郁的民间音乐色彩，较多的运用本嗓音色来演唱。

要求演唱者要以自然、纯朴的方式去歌唱，喉咙松

弛、少做修饰，中低音一定要自然、朴实、亲切、放

松，高音部分不要炫技，声音要明亮，也可以将位置

放低，追求鼻音的效果。另外，在演唱这种风格的唱

段时还

可以使用约德尔唱法，演唱中低音区时用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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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高音区使用纯假声，真假声转换地自然频繁，而

且高低音之间音程往往是大跳关系，使用“依、哦、

睐、呀”等衬词，这种演唱方式也是表达乡村音乐风

格的重要演唱方式，像《音乐之声>中的很多唱段就

是约德尔唱法的代表。总的来说，乡村音乐风格音乐

剧的演唱一定要保持本嗓特点，追求声音的自然性，

注意节奏、节拍的强弱控制，强调真挚的情感，可以

使用鼻音的效果和约德尔唱法。

3、摇滚音乐风格的演唱

20世纪60年代左右，摇滚音乐风格的音乐剧成为了

音乐剧舞台的主流。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是由作曲家高

特·麦克德模特l 968年创作的《长发》，另外，作曲

家安德鲁·韦伯1 970年创作的《万世巨星》，还有《油

脂》、《啊。加尔各达》、《你自己的事情》、《上帝

之力》、《火爆浪子》等音乐剧中的许多唱段都属于

摇滚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的节奏比较强劲，多用

四四拍，使用架子鼓来突出第二拍和第四拍的两个弱

拍，形成反拍节奏的弱起效果；调式发展自由；和声

上以三和弦为主，七和弦为辅，有时还使用和弦外音

来突出音乐的特点；剧中的歌词具有很强的煽动性；

音乐极具感染力。演唱者在演唱时要使用沙哑的嗓

音，不加修饰，呼喊式地、宣泄式地演唱，同时也需

要演唱者以近乎疯狂的表演来配合音乐表达的需求。

因此，在演唱这种风格的音乐剧时，喉咙开度不

宜过大，声道要自然变短，声音力度要大，气息支持

要深，发出的声音需较为苍白并带有浓重的沙哑声，

似乎感觉声带好像被撕裂了一样，声音沙哑却具有金

属般的磁性，声带与喉咙肌肉产生强烈摩擦的同时尽

可能保持不破音，可以加入一些轻咳式的声带“气泡

音”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为了风格和歌唱效果一

位地使用喉咙肌肉去摩擦声带，而是要适当地、有选

择地应用，以避免造成声带的损坏。同时还可以使用

叹气、哭泣、悲情呐喊的方式。在演唱高音时，要掺

入一定量的假声，以使音色虚弱、暗化，而不像正常

演唱抒情歌曲时追求的那样明亮、结实。总的来说，

演唱者要注意这种呼喊式、宣泄式、沙哑式的演唱风

格，并调整自己的演唱方法。

四．结铬

音乐剧是一门综合的舞台艺术，它集音乐、舞

蹈、戏剧情节及舞台美术等诸多因素于一身，其中演

唱部分在音乐剧的表达中占有很突出的位置，准确把

握音乐剧的演唱风格与方法是这部音乐剧表演成败的

重中之重。音乐剧自产生至今一百多年来，风格多

样，有古典音乐风格的演唱、跨界音乐(古典音乐与

流行音乐融合)风格的演唱、流行音乐风格的演唱，

其中对于音乐剧流行音乐风格的演唱又以爵士乐音乐

风格的演唱、乡村音乐风格的演唱、摇滚音乐风格的

演唱为主，这就要求我们的音乐剧演唱者在演唱时一

定要注意音乐剧的不同音乐风格，从而使用不同的歌

唱技巧和方法。也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作品风格灵

活把握，而不要将演唱方法绝对化、固定化、模式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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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ing Styles and Methods of Musicals

WANG Wbi
(Music and Recording Art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 00024)

【Abstractl Musical is a comprehensive stage art，integrating music，dance，drama plot and stage art into one．From

production to now,afte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 history,many factors keep developing constantly,among which singing

st)rles and methods go through great growth and change．The author,as a professional teaching ofVocal Music Department of

Shenyang Music College，has a lot ofprofound experience in musical vocal teaching and from three major aspects summarizes

and expounds the singing styles and methods of musicals combining with the teaching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in hopes of

having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musical singers and contributing a little to the cause of musical educ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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