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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板式和创新腔调,只是在传统唱腔基础上的拆分、改变、行档中的相互借鉴,其中也融入了
西洋作曲技术手法。而且在过门和过渡音乐中以京剧音乐为素材进行创作,同时在唱腔中在符合剧情要
求的情况下,尽量又保留其传统的风格特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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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novation of Modern Opera Music and Singing of Peking Opera
----Fang Haizhen's "After Reading the Communique of the Penary Session" in the Third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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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ve style and innovative tone are only the mutual reference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singing
of separation, change and line file, which also integrates the western composition techniques. In addition, it
uses Peking opera music as the material for creation in the door and transition music.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inging,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lot, try to retain its traditional styl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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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二为一 。

主题完整性,模进的旋律,也完全符合戏

1 过门结构布局乐句的划分
海港过门完全是传统西皮摇板骨干
音的分化,第二小节三个音G、E、D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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