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语气

（一）语气：
指在某种特定思想感情的支配下朗读语

句的具体声音形式。

如：她只是一个9岁的孩子！



“语”是通过声音表现出来的“话语”，“气”
是支撑声音表现出来的话语的“气息状态”。

语气运用的一般规律是：喜则气满声高，
悲则气沉声缓，爱则气缓声柔，憎则气足声
硬，急则气短气促，冷则气少声淡，惧则气
提声抖，怒则气粗声重，疑则气细声粘，静
则气舒声平。



1，语气的“神”----感情色彩和分量

朗读中的语气是丰富多彩的，常见的有表示陈述、疑
问、肯定、祈求、喜悦、赞扬、憎恨、悲痛、冷漠等各种
语气，还有申诉、惊惧、激动、思索、亲切、坚信、疑惑
等等语气。如：

嗬！好大的雪啊！（表喜悦）
“就在那年秋天，母亲离我们去了。”（表悲痛）

爸，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表请求）
这与你无关，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表生气）



“捉老鼠有什么了不起的？”小猴提高了嗓门儿说道，“他能像我跑得那样快吗？能

像我一样爬上这棵树吗？”
02

憎的感情：气足声硬

敬爱的周总理，我无法到医院瞻仰你，只好攥一张冰冷的报纸，伫立在长安街的暮色

里。任一月的风撩起我的头发，任昏黄的路灯照着我冰冷的泪滴。

03

悲的感情：气沉声缓

我愿意是急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01

语气热身训练
爱的感情：气徐声柔



小白兔撒腿往草丛里跑，雪白的身子被长长的草遮住了。突然，小白兔惊惶地

尖叫起来：“蛇！蛇！”

5

惧的感情：气提声凝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

歌——

6

欲的感情：气多声放

山笑水笑人欢笑，歌声绕云飞，实现四个现代化，家乡更秀美。4

喜的感情：气满声高



小时候他问父亲/“山那边是什么？”/父亲说“是山”/“那边的那边

呢？”/“山，还是山。”/他不做声了，/山第一次使他这样疲惫。

8

冷的感情：气少声平

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

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

9

怒的感情：气重声粗

老遛听到一声似乎是树倒的声音，不好，有人偷树了。他大声喊：“谁？站住！”7

急的感情：气短声促

多多一听，脑子里轰的一下，急傻了！“这一切，妈妈怎么全知道了呢？”10

疑的感情：气细声黏



2，语气的“形”-------语势

丰富的思想情感只有透过变化多
样的声音形式，即语势的变化才能让人
直觉到，刻板，单调，以不变应万变的
声音形式只会使本来要表达的思想情感
褪色。



语气

 （二）语势：语气的具体语音表现形式叫语势，表明语流中语音
形式的状态和趋势。包括气息、声音、口腔状态三大部分。

我们把有声语言的语势归纳为5种基本形态：

 上山类---声音由低向高发展。即：句头最低，句尾最高，状如登
山。不过，有时是步步高，有时是盘旋而上。如：“让暴风雨来
得更猛烈些吧！......”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下山类---特点是句头最高，而后顺势而下，状如下山。应注意的
是它有时是直线而上，有时是呈蜿蜒曲折的态势。如：“就在那
年秋天，母亲离我们去了。”
艺术家没有矛盾不会进步，不会演变，不会深入



语气

 波峰类---声音的发展态势是由低向高再向低行进。
状如波峰。
如：“世界上没有花的国家是没有的。”“花”就
处于波峰的位置，句头、句尾的词略低。

 波谷类---声音由高向低再向高发展。即句头、句
尾较高，句腰较低，状如波谷。
如：“乔治.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
统。”

 半起类---特点是句头较低，而后呈上行趋势，行
至中途，气提声止。由于没有行至最高点，所以称
为半起。
如：“这到底是什么幻景呢？”



如何避免语势单一

 在符合语句内容的前提下，为避免单一语势的重复
出现，形成固定腔调，我们要掌握以下几点要求：

 1、句头起点不宜相同。我们把语势的变化幅度假
设为5度，那么，在你说的每句话的开头，起点高
度不要一样。

 2、句腰波形不宜相同。不要连续使用同一种波形，
如果不可避免，应根据语句的具体情况，形成它们
的差别。

 3、句尾落点不宜相同。每句结束的落点最好不要
在同一高度，而且停时声音的轻重缓疾也不宜相同。



语气
（三）语调：指朗读说话的腔调，就是语句里语音高
低、快慢、升降的变化。用来表达感情的抑扬顿挫的
调子。其中以结尾的升降变化最为重要。它随语气和
感情的变化而变化。

作用：表达不同的语气和语意。
语调变化多端，主要可分为四种类型：

1.升调：朗读时，注意前低后高、语气上扬。
2.降调：朗读时，注意调子逐渐由高降低，末字低

而短。
3.平调：朗读时始终平直舒缓，没有显著的高低变

化。
4.曲调：朗读时由高而低后又高，或由低而后高低。



升调（用↗ 表示）

也叫高昂调。发音特点：由平向上升高，句末明显上扬。
如：“什么呀？”、“干什么去了？”
作用：常用于表达喜悦、兴奋、惊异、号召四种感情， 也

常用于疑问句，也常用于句意未完，句子尚未终结时
中间的停顿处。

同学们，这场比赛我们打赢了！ ↗ （喜悦、兴奋）

啊！他也考了满分！ ↗ （惊异）

这位先生，请问到图书馆怎么走？ ↗ （疑问）



升调（用↗ 表示）

 上刺刀准备冲锋！ ↗ （命令）

 白日依山尽， ↗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 ……  （句意未完的停顿
处）



升调（用↗表示）

①他来了↗？（疑问）

②你不怕丢脸↗？ （反诘）

③草屋竟然变成了楼房↗！（惊异）

④都别动↗！（命令）

⑤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号召）

⑥狼来到小溪边，↗看见小羊在那儿喝水。

⑦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

○



降调（用↘ 表示）

又叫低降调。特点：先平后降，句末明显下降。末字低而短。表达感叹、

请求、自信、肯定、劝阻、允许等感情。常用于祈使句中。

☆多么勤劳、智慧、善良的人民哪↘ ！(感叹）

哥哥，你快别说了↘ ！（劝阻）

我们一定能取得成功↘ ！（自信）

我是唯一的一个找到真金的人↘ ！ （肯定 作品20号）

☆“如果你只是要借钱去买毫无意义的玩具的话，给我回到你的房间睡

觉去↘ 。” （坚决）

☆ “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着我↘ 。” （请求）

☆ 读小学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去世了↘ 。 （沉重）

☆ 好，就照你的方案办吧↘ 。（允许）



降调（用↘ 表示）

①你说得确实没错↘。（肯定）

②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坚信）

③多可爱的孩子啊↘！（感叹）

④你就别说了↘！（请求）

⑤可以，你就明天来吧↘。（允许）

⑥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赞美）
⑦“干不了，谢谢↘ ！” （坚决）

○



平调（用→表示）
平调又叫平直调。特点：全局没有明显的高低升降变

化，句末音节与句子基调基本持平。

作用：表示严肃，庄重，神秘，冷淡等等感情，多用

于叙述、说明等等陈述句式当中。如：

①我家的后边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百草园→ 。
（叙述说明）

②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
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 。”

③烈士的英明和业绩将永垂不朽→ 。（庄重严肃）

④注意呀！这里面大有文章→ 。（神秘语气）



平调（用→表示）

①河北省赵县的洨[Xiáo]河上，有一座世界
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也叫赵州桥→。
（叙述、说明）

②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冷淡）

③这个问题，我再想想→。（思索、迟疑）

○



曲调（用↗和↘表示）

曲调又叫曲折调。特点是由低到高或由高到低，使全

句有上升和下降的高低变化。曲折调用于表示特殊的

感情如怀疑，幽默，讽刺，意外，烦躁，夸张，批驳

等。常用于感叹的句式当中。

☆他这样做到底是为自己呢， ↘还是为人民？ ↗

（怀疑语气）

☆哎呀呀， ↘你把我↗说成神仙了。 ↘ （诙谐语气）

☆你算了吧！ ↘ （烦躁语气）



曲调（用↗和↘表示）

①你好，你比谁都好。（讽刺、怀疑）

②啊？这次我又输了！（意外）

③杨子荣：（双关地）催旅长，联络图一到手，
这牡丹江一带可都是我们的啦！（双关）

④什么？他来啦？ ▲ 啊？会有这种事？（意外、
惊奇）

 ○



朗诵欣赏---《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平调）（冷眼相看）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平调）
一个声音高叫着：（↗曲调）（嘲讽）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曲调（诱惑）
我渴望自由，（→）（庄严）
但我深深地知道——（→平调）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升调）（蔑视、
愤慨、反击）
我希望有一天（→平调）地下的烈火，（稍向上扬）
（语意未完）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降调）（毫不犹豫）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降调）（沉
着、坚毅、充满自信）



二、语速

说话时吐字的快慢，也就是指语言外在的速度。

主要有快速、中速和慢速. （朗读标准语速：
每分钟180---200字）

语速的安排与语气及停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不同的语速表达陈述、思索、喜悦、悲愤等等
不同的语气。语速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作
品思想感情运动状态的一种反映。



语速

决定语速的各种因素：
1.不同的场面： 急剧变化发展的场面宜用快读；平

静、严肃的场面宜用慢读。
2.不同的心情： 紧张、焦急、慌乱、热烈、欢畅的

心情宜用快读；沉重、悲痛、缅怀、悼念、失望的心情
宜用慢读。

3.不同的谈话方式 ：辩论、争吵、急呼，宜用快读；
闲谈、絮语，宜用慢读。
4.不同的叙述方式 ： 作者的抨击、斥责、控诉、
雄辩，宜用快读；一般的记叙、说明、追忆，宜用慢
读。
5.不同的人物性格： 年青、机警、泼辣的人物的言

语、动作宜有快读；年老、稳重、迟钝的人物的言语、
动作宜用慢读。



1、不同的场面

 海在我们的脚下沉吟着，诗人一般。那声音
仿佛是朦胧的月光和玫瑰的晨雾一般。又象
是情人的密语那样芳醇；低低地，轻轻地，
象微风拂过琴弦；象落花飘零在水上。

海睡熟了。
大小的岛拥抱着，偎依着，也静静地恍

惚入了梦乡。
星星在头上眨着慵懒的眼睑，也象要睡

了。



1、不同的场面（续）

不晓得过了多少时候，远寺的钟声突然惊
醒了海的酣梦，它恼怒似的激起波浪的兴
奋，渐渐向我们脚下的岩石掀过来，发出
汩汩的声音，象是谁在海底吐着气，海面
的银光跟着晃动起来，银龙样的。接着我
们脚下的岩石就象铃子、铙钹、钟鼓在奏
鸣着，而且声音愈响愈大起来。



中速

 它不像汉白玉那样的细腻，可以刻字雕花，
也不像大青石那样的光滑，可以供来浣纱捶
布。它静静地卧在那里，院边的槐阴没有庇
覆它，花儿也不再在它身边生长。荒草便繁
衍出来，枝蔓上下，慢慢地，它竟锈上了绿
苔、黑斑。



中……快速

一次，胡适正讲得得意的时候，一
位姓魏的学生突然站了起来，生气
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
毫无缺点吗？”胡适微笑着回答说：
“没有。”那位学生更加激动了：
“肯定有！白话文废话太多，打电
报用字多，花钱多。”



2、不同的心情用不同的语速
 ……她猛然喊了一声。脖子上的钻石项链没有了。

她丈夫已经脱了一半衣服，就问：“什么事？”
她吓昏了，转身向着他说：“我……我……我丢了佛来

思节夫人的项链了。”
他惊惶失措地直起身子，说：“什么！……怎么

啦？……哪儿会有这样的事！”
他们在长衣裙褶里，大衣褶里寻找，在所有口袋里寻找，

竟没有找到。
他问：“你确实相信离开舞会的时候它还在吗？”
“是的，在教育部走廊上我还摸过它呢。”
“但是，如果是在街上丢的，我们总得听见声响。一定

是丢在车里了。”
“是的，很可能。你记得车的号码吗？”
“不记得。你呢，你没注意吗？”
“没有。”
他们惊惶地面面相觑……



2、不同的心情（续）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
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
我沉重地感到我失去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
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
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
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
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现在，无论是这条被悬崖峭壁的阴影笼罩的
漆黑的河流，还是那一星明亮的火光，都经
常浮现在我的脑际，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
曾有许多火光，似乎近在咫尺，不止使我一
人心驰神往。可是生活之河却仍然在那阴森
森的两岸之间流着，而火光也依旧非常遥远。
因此，必须加劲划桨……



3、不同的谈话方式
 周朴园 ： 鲁大海，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说话,矿上已经把你开除了。
 鲁大海 ： 开除了？！
 周冲 ： 爸爸，这是不公平的。
 周朴园 ： （向周冲）你少多嘴，出去！
 （周冲愤然由中门下）
 鲁大海 ： 好，好。（切齿）你的手段我早就明白，只要你能弄钱，

你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叫警察杀了矿上许多工人，你还―― 
 周朴园 ： 你胡说！
 鲁侍萍 ： （至大海说）走吧，别说了。
 鲁大海 ： 哼，你的来历我都知道，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

叫江堤出险―― 
 周朴园 ： （厉声）下去！
 仆人们 ： （拉大海）走！走！
 鲁大海 ： 你故意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

百块钱！姓周的，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你现在还――



3、不同的谈话方式（续）

 周萍 :（冲向大海，打了他两个嘴巴，）你这种混帐东西！

 （大海还手，被仆人们拉住。）

 周萍 ： 打他！

 鲁大海 （向周萍）你！

 （仆人们一齐打大海。大海流了血。）

 周朴园 ： （厉声）不要打人！
 （仆人们住手，仍拉住大海。）

 鲁大海 （挣扎）放开我，你们这一群强盗！

 周萍 ： （向仆人们）把他拉下! 

 鲁侍萍 （大哭）这真是一群强盗！



4、不同的叙述方式

❖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
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
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
（捶击桌子）其实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
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
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
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
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
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
以的话，世界上早没人了。

---（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



4、不同的叙述方式（续）

❖ 在延安人的记忆里，毛主席永远穿着干净的旧灰布制
服，布鞋，戴着灰布八角帽。他的魁梧的身形，温和
的脸，明净的额，慈祥的目光，时时出现在会场上，
课堂上，杨家岭山下的大道边。主席生活在群众中间，
生活在同志们中间。主席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人
们都是熟悉的，理解的。人们怀着无限的信任和爱戴
的感情团聚在他周围，一步不能离开，也一步不曾离
开。如今，主席穿上作客的衣服，要离我们远去了。

---（方纪《挥手之间》）



语速

朗读速度的转换

朗读任何一篇文章，都不能自始自终采用一成不变的

速度。朗读者要根据作者的感情的起伏和事物的发展变化

随时调整自己的朗读速度。这种在朗读过程中实现朗读速

度的转换是取得朗读成功的重要一环。

注意的问题
读得快时，要特别注意吐字的清晰，不能为了读得快

而含混不清，甚至“吃字”；读得慢时，要特别注意声音

的明朗实在，不能因为读得慢而显得疲疲沓沓，松松垮垮。

总之，在掌握朗读的速度时要做到“快而不乱”“慢而不

拖”。



二、节奏

节奏是在一定的思想感情起伏的支
配下，在朗读过程中显现的抑扬顿挫、
轻重缓急的语音形式的回环往复。

节奏一般是就一篇作品的整体而言
的，贯穿于作品的始终。



节奏的特点

 ①节奏必须包含抑扬顿挫：不仅有高低变化，还要
有停连、转换之分；

 ②节奏必须包含轻重缓急：不仅有声音的力度，还
要有速度之分；

 ③节奏必须含有声音行进中，语言统动中的回环往
复的特点，如：火车一声“咣当”，瀑布一起“哗
啦”，开不成节奏。且单词的节奏，像老和尚念经，
会使听者厌倦；优美的节奏，给人以美感享受。

 ④节奏的成因缘于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
 总之：节奏是“动于衷，形于外”的一种朗读表现

形式。



节奏的类型

从全篇分析，节奏有以下几种类型：

 1、轻快型：语速稍快，多上升语势，语调轻快，
跳动。

例：《春》《天上的街市》《荷花淀》等。

 2、凝重型：语速适中，语势平缓，语调凝重。
例：《岳阳楼记》《最后一课》《大堰河》……

 3、低沉型：语速较慢，语势趋下，语调沉缓。

例：《雨巷》《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月的衰思》



节奏的类型

4、高亢型：语速较快，语势上趋，语调高昂。

例：《白杨礼赞》《海燕》《我骄傲》……

5、舒缓型：语速适中，语势上趋，语调舒缓。

例：《菏塘月色》《济南的冬天》《火光》等

6、紧张型：语速较快，语势上趋，语调紧促。

例《最后一次演讲》《难以想象的抉择》



运用节奏应注意：

 节奏需要转换，即每篇文章的朗读节奏不是单一的，
一成不变的，需依内容，感情而变化：的欲扬先抑，
欲抑先扬，欲快先慢，欲慢先快，欲轻先重，欲重
先轻。 例如：

 1、她又擦了一根。火柴燃起来了，发出亮光来
了。……这时候，火柴灭了。（轻快型——低沉型）

 2、①这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慢慢儿，一步
一步地努力向上面升起来，②到了最后，终于冲踊
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③那颜色真红得可爱。

①很慢，负重感 ②要快，跳动感 ③转慢



 语气、语调和语速训练。

A  “快走！ 你把我扔在这儿算怎么回事?”

B  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又是多么高尚啊!

C  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
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
要好些.

D  我很愤怒，叫道：“一定是猫，一定是
猫！”于是立刻去找它。

E  “咱们先干嘛！”将军一按小李的肩膀站
起来，随手拉起小李，提高了声音喊道：
“同志们，走哇！”说完，他一躬腰走出
草棚，钻到暴风雨里去了。



节奏练习

 1、她又擦了一根。火柴燃起来了，发出亮
光来了。……这时候，火柴灭了。（轻快
型——低沉型）

 2、①这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慢慢儿，
一步一步地努力向上面升起来，②到了最后，
终于冲踊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③那颜
色真红得可爱。

①很慢，负重感 ②要快，跳动感 ③转慢



综合练习
 1、诗歌朗读

A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象是|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象是|点着|无数的‖街灯。

B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2、散文朗读练习

A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

△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
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
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
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
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
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
草△软绵绵的。

△



3、小说朗读训练

A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
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

△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
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
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
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B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
想，▲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
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
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4、议论文朗读练习

A     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
时期,各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
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的子孙，我们是有着优
良革命传统的民族。

B     当然，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骨气的具体
含义△也不同。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但是，
就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是服务这一原则
来说，我们祖先的许多有骨气的动人事迹，
还有它积极的教育意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