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例 『張韶老師の二胡講座：下巻』収録曲　→【曲×】（×は曲番号）　上巻収録曲　→【上巻×ｐ】（×はページ数）

１　運弓練習●→後半【曲8】 劉天華曲

２　換弦練習●→【曲10】 劉天華曲

３　小指練習●→【曲21】 張韶曲

４　Ｄ調三、四指音準校正練習●
→【曲12】

王曙亮曲

５　Ｄ調上把位総合練習●→【曲
17】

張韶曲

６　Ｇ調上把下点７・４練習●→【曲
23】

張韶曲

７　Ｇ調上把総合練習→【曲26】 張韶曲

８　Ｇ調上把練習● 劉天華曲 王一２：G大調第一把位練習 劉天華曲

９　音型模進練習 趙寒陽・劉逸安曲

１０　換弦交替指練習 趙寒陽・劉逸安曲

王一１：Ｄ大調第一把位練習 劉天華曲

１　田園春色△●→【上巻38ｐ】 陳振鐸曲 王一３：田園春色 陳振鐸曲

２　西蔵舞曲△→【曲27】 蔵族民歌 王一７：西蔵舞曲 蔵族民歌

３　鳳陽花鼓●→【曲15】 安徽民歌 王一８：鳳陽花鼓 安徽民歌

４　満堂紅→【曲28】 民間楽曲

５　摘椒● 江蘇民歌

６　邀請舞曲→【曲24】 民間楽曲

王一４：紫竹調 滬劇曲牌

王一５：媽依拉 王洛賓編曲

（王一６：我愛北京天安門）
上下冊本では削除→【上巻95ｐ】

1997/9～1999/8　董先生● 2000/1～2001/9　周先生■（左欄に■があるときもあります）

全国二胡（業余）考級作品集（試行版） （中国音協全国楽器演奏

（業余）考級委員会二胡専家委員会編、1993年）

※曲のあとの△は指定課題曲

中国二胡考級曲集（王永徳主編、1995年）
※「王」のあとの漢数字は級、アラビア数字は曲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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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換把練習（一指）● 劉天華曲 王二１　換把練習 劉天華曲

２　換把練習 趙寒陽曲

３　換把練習（二指）● 劉天華曲 劉天華曲

４　換把練習（電影《城南旧事》主
題歌）●

（美）奥徳維曲 王二８　送別 （美）奥徳維曲

５　換把練習 張韶曲

６　換把練習《采蘑菇》 程愷曲

７　Ｆ調上把練習● 張韶曲

８　Ｆ調上、中把練習 蘇北民歌

９　揉弦練習● 張韶曲

10　揉弦練習● 趙寒陽・劉逸安曲

１　放風箏△● 民間楽曲

２　敖包相会△● 通福編曲

３　歓聚● 黄玉麟曲

４　南泥湾 馬可曲 王二６　南泥湾 馬可曲

５　小曲好唱口難開 張敬安・欧陽謙叔曲 王二７　小曲好唱口難開 張敬安・欧陽謙叔曲

６　綉灯籠 河北民歌

王二２：在北京的金山上 西藏民歌

王二３：好一朵茉莉花 江蘇民歌

王二４：森吉徳瑪 内蒙民歌

王二５：八月桂花遍地開（上下本
では削除？）

江西民歌

１　長弓練習△ 張鋭曲

２　連頓弓練習△●（一套は△な
し）

張鋭曲

３　上、中把練習 劉逸安・趙寒陽曲

４　中、下把換把練習 張韶曲

５　換把練習 趙寒陽・劉逸安曲

６　快弓練習《幸福的花朶》● 潘振声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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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両手配合練習● 張韶編曲 王三１：　両手配合練習 張韶編曲

８　五声音階練習● 宋国生曲

９　指序練習●■ 劉徳海編曲

1０　四種換弦方法練習●■ 張韶曲

１　小花鼓△● 劉北茂曲 王三３　小花鼓 劉北茂曲

２　綉金匾△●（一套は△なし？） 陝北民歌 王三６　綉金匾 陝北民歌

３　剣舞● 古典舞曲 王三７　剣舞 古典舞曲

４　喜洋洋 劉明源曲

５　春江花月夜（片段） 古曲

６　花好月円● 黄貽鈞曲

王三４　黄水謡 冼星海曲

王三５　祖国的花朵 周皓曲

１　快弓換弦練習《平原競馬》△■ 兪鵬曲

２　♭Ｂ調上把音準校正練習△ 王曙亮曲

３　Ｃ調下式練習● 王曙亮編曲

４　Ａ調上把及連続切分練習 宋国生曲

５　顫音練習 劉長福曲

６　滑音練習《閙花灯》 趙寒陽・劉逸安曲

７　上把指距練習● 宋国生曲

８　快速換把練習● 王国潼曲

９　五声音階模進練習 王国潼曲

1０　連弓総合応用練習 宋国生曲

１　良宵△● 劉天華曲 王三２　良宵 劉天華曲

２　賽馬△● 黄海懐曲・沈利群改編 王四３　賽馬■ 黄海懐曲・沈利群改編

３　大河漲水沙浪沙● 張鋭編曲 王四６　大河漲水沙浪沙 張鋭編曲

４　喜唱豊収● 楊恵林・許講徳曲 王四５　喜唱豊収■ 楊恵林・許講徳曲

５　拉駱駝 曽尋編曲 王四２　拉駱駝■？ 曽尋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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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光明行（一套は級違い）● 劉天華曲 王三８　光明行■ 劉天華曲

王四４　豊収序歌 劉樹秉曲

王四７　馬頭琴之歌■ 夏中湯編曲

王四８　人勤春来早 張秉寮曲

１　Ｃ調力度練習△● 劉逸安・趙寒陽曲

２　中把総合練習● 王国潼曲

３　Ｄ調溜手曲● 張韶曲

４　両手配合練習●■ 周耀錕曲

５　混合節奏練習●■ 周耀錕曲

６　同音異指換把練習 宋国生曲

７　墊指滑音練習● 周皓・趙硯臣編曲 王四１：墊指滑音練習 周皓・趙硯臣編曲

１　幸福的歌児唱不完（双千斤二
胡独奏曲）

蘇安国曲

２　花鼓調 張韶編曲・謝直心配伴奏

３　懐郷行 陸修棠曲・曽尋・謝直心配伴奏 王八２　懐郷行■ 陸修棠曲・曽尋・謝直心配伴奏

４　喜送公粮 顧武祥・孟津津曲 王六３　喜送公粮■ 顧武祥・孟津津曲

５　山村変了様△ 曽加慶曲 王六７　山村変了様 曽加慶曲

６　聴松 華彦鈞曲 王八６　聴松■ 華彦鈞曲

王五２　好江南 鄭豪南曲

王五３　阿美族舞曲 台湾民謡　周成龍編曲

王五４　花児好変奏曲 曹元徳編曲

王五５　火車開進彝家寨 蘇漢興曲

王五５　豊収■ 王乙曲

王五６　梆子風■（上下本にはな
し？）

項祖英編曲

１　D大調総合練習△（一套は△な
し？）

宋国生曲

２　三連音換弦練習●？■（一套
は△？）

趙硯臣曲

３　♭Ｂ調音型模進練習 王国潼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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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快弓練習 劉天華曲

５　快速活指練習● 劉天華曲

６　短休止符練習 劉長福曲

１　賛歌（金珠瑪米賛）△ 王竹林曲 王七３　金珠瑪米贊 王竹林曲

２　翻身歌 張擷(xie2)誠曲・王国潼編曲 王八４　翻身歌 張擷(xie2)誠曲・王国潼編曲

３　春詩● 鐘義良曲 王七５　春詩 鐘義良曲

４　双声恨 広東音楽

５　赶集■ 曽加慶曲

６　燭影揺紅● 劉天華曲 王五６　燭影揺紅■ 劉天華曲

７　陝北抒懐● 陳耀星・楊春林曲

王六２　月夜■ 劉天華曲

王六４　牧羊姑娘 金砂曲

王六５　歓騰的水郷 王永徳曲

王六６　春韻 曹元徳曲

１　総合練習△● 趙硯臣曲 王五１　綜合練習■ 趙硯臣曲

２　墊指滑音和滑揉練習●■ 劉明源曲

３　琶音総合練習● 趙硯臣曲

４　連弓快速換弦練習 唐毓斌曲

５　長弓練習（憶江南）● 閔惠芬曲

６　伝統把位間的換把練習● 宋国生曲

７　快速交替指練習● 張韶曲

王七１　切分弓練習 蘇漢興曲

１　江河水● 東北民間楽曲　黄海懐移植 王九２　江河水 東北民間楽曲　黄海懐移植

２　河南小曲 劉明源曲 王九４　河南小曲■ 劉明源曲

３　空山鳥語● 劉天華曲 王七２　空山鳥語 劉天華曲

４　草原新牧民■ 劉長福曲

５　行街● 江南絲竹 王六８　行街 江南絲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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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湘江楽 時楽濛曲 王七７　湘江楽 時楽濛曲

王七４　陽関三畳■ 閔惠芬編曲

王七６　紅水河畔憶親人 林心銘編曲

王七８　中花六板 江南絲竹

１　総合練習△ 宿英曲　居文郁改変

２　伝統把位間的換把練習 宋国生曲

３　活指換弦練習 趙硯臣曲

４　快速転調練習 趙寒陽曲

５　換弦与指距練習 王国潼曲

６　十一種換弦練習● 趙硯臣曲

王八１　十分軽快的練習 蘇漢興曲

１　豫北叙事曲△● 劉文金曲 王九２　豫北叙事曲 劉文金曲

２　江南春色● 朱昌耀・馬熙林曲 王八３　江南春色 朱昌耀・馬熙林曲

３　流波曲 孫文明曲 王九５　流波曲■ 孫文明曲

４　閑居吟● 劉天華曲 王九６　閑居吟 劉天華曲

５　葡萄熟了 周維曲 王九３　葡萄熟了■ 周維曲

６　洪湖人民的心愿● 閔惠芬編曲 王十４　洪湖主題随想曲 閔惠芬編曲

１　固定音型換弦練習△ 馮智皓曲

２　秦腔風格練習■ 譚明才曲

３　眉戸調聯奏 劉明源曲

４　京劇風格練習 王曙亮曲

５　湖南花鼓戯風格練習 余興揚改編

６　快速大跳練習 劉長福曲

王九１　音楽会練習曲 呉之珉曲

１　二泉映月● 華彦鈞曲 王十５　二泉映月 華彦鈞曲

２　秦腔主題随想曲● 王八５　秦腔主題随想曲■

３　病中吟 劉天華曲 王八７　病中吟■ 劉天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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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三門峡随想曲● 劉文金曲 王十３　三門峡随想曲 劉文金曲

５　蘭花花叙事曲 関銘曲

１　音楽会練習曲△● 周耀錕曲
王十１　総合練習曲（音楽会練
習曲）

周耀錕曲

２　八度練習 果俊明曲

３　五声音階練習 趙硯臣曲

１　壮別（一枝花） 張式業編曲 王九９　壮別（一枝花）■ 張式業編曲

２　漢宮秋月 民間楽曲　蒋風之改編 王十６　漢宮秋月 民間楽曲　蒋風之改編

３　新婚別● 張暁峰　朱暁谷曲 王八８　新婚別 張暁峰　朱暁谷曲

４　紅梅随想曲 呉厚元曲 王十７　紅梅随想曲 呉厚元曲

５　長城随想（●第一・三・四楽章の劉文金曲 王十８　長城随想 劉文金曲

王十２　陽光照耀塔什庫爾干 陳鋼編曲　陳春園移植

1997/9～1999/8
董先生　その他の曲

2000/1～2001/9
周先生　その他の曲

無窮動 独弦操
Ａ調換把練習（王曙亮） 北京有個金太陽
苦悶之歌 平湖秋月
康定情歌 農村之歌
蘇北小曲 さくらの幻夢（周耀錕）

紅軍哥哥回来了
両手配合練習（王国潼）

顫音練習（張慧元）
滑音和装飾音練習（宋国生）
滑音練習（趙硯臣）
美麗的夢中人
山東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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