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音樂學院海內外音樂考級 

嗩 吶 曲 目 

第一級 

一、練習曲 

1、D 調平吹全把位五聲音階練習曲                                陳家齊曲

2、D 調平吹五聲音階旋律練習曲 陳家齊曲

3、連奏練習曲 陳家齊曲

4、D 調五聲音階旋律練習曲 陳家齊曲

5、分奏、連奏練習曲 陳家齊曲

二、樂曲 

1、我愛吹嗩吶 陳家齊曲

2、採茶撲蝶 福建民歌

3、打靶歸來 王永泉曲

4、小貨郎 山東民歌

5、西藏舞曲 西藏民歌

6、伐木 陳家齊編曲

三、口試部分 

1、基礎知識概述 陳家齊

2、樂曲分析 陳家齊

3、音樂基礎知識測試例題 翁建偉

 

第二級 

一、練習曲 

1、D 調七聲音階及切分音練習曲 陳家齊曲

2、綜合練習曲 陳家齊曲

3、D 調三度音程模進練習曲 範國忠曲

4、附點音符練習曲 陳家齊曲

5、D 調泛音練習曲 範國忠曲

二、樂曲 

1、彝寨風情 陳家齊改編

2、亞洲雄風 徐沛東曲

3、蘇武牧羊 學堂樂歌

4、茉莉花 江蘇民歌

5、快樂的心 新疆民間樂曲

6、金蛇狂舞 聶耳編曲

三、口試部分 

1、基礎知識概述 陳家齊

2、樂曲分析 陳家齊

3、音樂基礎知識測試例題 翁建偉

 



第三級 
一、練習曲 

1、G 調五聲音階練習曲 陳家齊曲

2、G 調指法練習曲 左繼承曲

3、G 調七聲音階練習曲 陳家齊曲

4、G 調七聲音階八度大跳練習曲 陳家齊曲

5、指顫音練習曲 陳家齊曲

二、樂曲 

1、長鼓舞曲 朝鮮民間樂曲

2、十樣景 山東民間樂曲

3、春到茶山 陳家齊曲

4、三十里舖 陝北民歌

5、五哥放羊 山西民歌

6、送肥 陳家齊曲

三、口試部分 

1、基礎知識概述 陳家齊

2、樂曲分析 陳家齊

3、音樂基礎知識測試例題 翁建偉

 

第四級 

一、練習曲 

1、A 調七聲音階旋律練習曲 陳家齊曲

2、A 調八度大跳練習曲 陳家齊曲

3、三吐練習曲 吳祖強等曲

4、三吐、雙吐混合練習曲 陳家齊曲

5、三吐、雙吐混合練習曲 石海彬曲

二、樂曲 

1、哈哈腔 趙春峰演奏譜 陳家齊記譜

2、柳青娘 民間樂曲 趙春峰演奏譜 陳家齊整理

3、喜慶勝利 劉萬羚、劉炳臣曲

4、農家樂(吹打樂) 劉炳臣、劉萬羚曲

5、山村來了售貨員 張小峰曲

6、紅旗渠上紅旗揚 李德保、張道敏曲

三、口試部分 

1、基礎知識概述 陳家齊

2、樂曲分析 陳家齊

3、音樂基礎知識測試例題 翁建偉

 

第五級 

一、練習曲 

1、花舌音練習曲 左繼承曲

2、頓音與連音練習曲 左繼承曲

3、唇、腹顫音練習曲 陳家齊曲

4、F 調五聲音階旋律練習曲 陳家齊曲



5、F 調七聲音階練習曲 陳家齊曲

二、樂曲 

1、下調駐馬亭(片段) 柳子戲曲牌

2、鐵牛開進山區來 陳家齊曲

3、鳳陽歌絞八板 任同祥演奏譜 陳家齊記譜

4、漢江春早 任同祥編曲 陳家齊記譜

5、春耕忙 王高林曲

6、鄉音美 張小峰曲 石海彬訂譜

三、口試部分 

1、基礎知識概述 陳家齊

2、樂曲分析 陳家齊

3、音樂基礎知識測試例題 翁建偉

 

第六級 

一、練習曲 

1、C 調五聲音階模進練習曲 陳家齊曲

2、節奏練習曲 範國忠、仲冬和曲

3、C 調指法練習曲 左繼承曲

4、花舌音練習曲 陳家齊曲

5、滑音練習曲 陳家齊曲

二、樂曲 

1、黎族舞曲 陳家齊編曲

2、延邊舞曲 吉林省歌舞團編曲

3、喜迎春 王志偉、翟建彬曲

4、塔塔爾舞曲 李崇望曲 陳家齊改編

5、豫西二八板 郝玉岐、劉文金改編

6、抬花轎 民間樂曲 任同祥演奏譜 陳家齊記譜

三、口試部分 

1、基礎知識概述 陳家齊

2、樂曲分析 陳家齊

3、音樂基礎知識測試例題 翁建偉

 

第七級 

一、練習曲 

1、簫音練習曲 陳家齊曲

2、彈舌音練習曲 陳家齊曲

3、三連音練習曲 陳家齊曲

4、五連音練習曲 陳家齊曲

5、快速分奏練習曲(女戰士刀舞) 吳祖強等曲

二、樂曲 

1、正月十五鬧雪燈 劉英曲 石海彬記譜

2、豐收的喜悅 趙宗純曲

3、勝利秧歌 趙硯臣、範國忠曲

4、慶豐收 任同祥曲 陳家齊記譜



5、黃土情 周東朝曲

6、天府好 陳家齊曲

7、喜開鐮 廣東音樂 廖桂雄曲 郭雅志記譜

 

第八級 

一、練習曲 

1、D 調快速分奏練習曲 陳家齊曲

2、G 調快速連奏練習曲 陳家齊曲

3、C 調快速連奏練習曲 陳家齊曲

4、F 調快速連奏練習曲 陳家齊曲

5、A 調快速分奏、連奏練習曲 陳家齊曲

二、樂曲 

1、九龍江畔慶豐收 葛禮道曲

2、社慶 葛禮道、尹開先曲

3、關中情 梁欣曲

4、歡慶 民間樂曲 劉炳臣演奏譜 陳家齊記譜

5、懷鄉曲 吉喆曲 陳家齊定譜

6、霍拉舞曲 [羅] 迪尼庫曲 劉英移植

7、山鄉春 白承德、胡金宏、王高林曲

 

第九級 

一、練習曲 

1、D 調快速連奏練習曲 張放曲

2、節奏練習曲 陳家齊曲

3、綜合練習曲 左繼承曲

4、調性游移練習曲 陳家齊曲

5、循環換氣練習曲(小開門) 民間樂曲 陳家齊改編

二、樂曲 

1、百鳥朝鳳 民間樂曲 任同祥演奏譜 陳家齊整理

2、全家福 民間樂曲 郝玉岐演奏譜 陳家齊記譜

3、一枝花 任同祥編曲 陳家齊記譜

4、二人轉牌子曲 李秋奎編曲 楊修生記譜

5、查爾達什 [意] 蒙蒂曲 石海彬移植訂譜

6、鄉音 吳厚元曲 陳家齊訂譜

  

演奏文憑級  

一、練習曲  

1、綜合練習曲 陳家齊曲

2、變音練習曲 陳家齊曲

二、樂曲  

1、家鄉情 宋立春編曲 郭雅志記譜

2、霸王別姬 朱毅曲 陳家齊訂指法

3、喚鳳 秦文琛曲 郭雅志訂指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