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鼓练习
我收到很多咨询如何提高地鼓技巧的邮件. 那么这个月我们暂且把手的练习放一放,改来学习脚
的内容.

概念
很多鼓手在练习的时候忽略了脚.而把重点放在基本功和手的练习上,这很正常.到现在为止，我们
大多数的练习也都是重点在手的练习. 这很没有什么错,因为手的确非常重要.
但是,鼓手一般在他们开始演奏爵士音乐的时候,发现他的脚无法与手保持同样的水平.他们才意
识到了脚的重要性。其实，如果我们开始关注脚,并花点时间练习,这个问题很容易就解决.
那么我们开始吧! 当然, 开始也是最难的一部分,因此,这节课将介绍一些如何开始提升脚的入门
要点.

练习
在我们开始第一项练习之前,让我们学习一些基础. 首先,你可以将手的基本功练习改用脚进行练
习. 到基本功页找到它们然后打印出来,然后用它们练习你的脚.
“等等!” 你说. “我没有双地鼓踩槌！我怎么用我的脚来做这些练习?” 很容易: 用你的踩镲! 这真
的这会帮你提升脚的技巧, 并给你一些不同的节奏变化想法. 同时,它也会给你一个练习双踩的
好开始.
那么,我们开始这个用的第一个练习, 我会假设你已经打印了基本功页,并已经开始了一个脚部
提升的练习项目. 很好的假设!
好!
现在, 在下面的练习, 一些是单踩练习, 一些是双踩练习. 如果你有一个单踩, 使用踩镲来进
行双脚的练习. 如果你有一个双踩, 看着图练习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练习对于你的单脚太难, 很
难! 不要自欺欺人的用其它的踩槌:要先用单脚练习. 然后再用双脚再作一次同样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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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练习是手脚的复合跳. 现在,我还没写出,但记住这个练习非常重要,只用一只手! 不要打
R, F, R, L, F, R, F, F.要打 R, F, R, R, F, R, F, F. 打一会儿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记住了吗? 慢-快-慢,三个重复? 要习惯它. 我们会经常这样做.
现在你已经用你的右手和右脚打了这个练习.现在有些变化; 把下面的全做了:
1

1.
2.
3.
4.

右手,右脚
Right Hand, Left Foot. 右手,左脚
Left Hand, Left Foot. 左手,左脚
Left Hand, Right Foot. 左手,右脚
Right Hand, Right Foot.

完成了? 记住每拍两小节。你现在可以把他们混起来打,如右手, 左脚, 右手, 右手, 右脚, 左手,
右脚, 右脚.这可以有很多的变化. 用你的脑筋把它们想出来.(把它们写下来, 这样你下一次就可
以再用)
你可以弄的更好玩儿些,在手与脚之间变换练习 1 的拍子,仅用手或仅用脚. 如, 右手, 右手,
右手；左脚，右脚, 左脚,左脚；左手,右手, 左手, 左手；左手, 左脚; 左手,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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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时间分开一点. 这个练习目的是帮你练习那些脚的双击.记住, 只用一只脚.

我们可以像上一个练习一样弄些变化: 右脚, 右手, 右脚; or 左手, 右脚, 左手; 右手, 左脚,
左手;用你的想象力再变化出你自己的花样儿.
买音乐笔记本了吗? 为什么不呢? 你想成为一个音乐家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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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练习我们只用脚. 你从一只脚开始这个练习，然后把他用作双脚练习. 均衡的切换你的双脚.
如果你只有单踩,用踩镲. (注意, 所有使用双地鼓的人, 如果你切换脚，每个拍子要从不同的脚开
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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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练习继续上面的双击,但加入了军鼓. 注意,最后的一组是 6 16 分音符击打地鼓. 是不是很喜
欢?

把这个练习当成一个模板. 可以有很多的变化:
2

1.
2.
3.
4.

右手, 右脚, 右脚, 右手, 右脚, 右脚, 右手, 右脚, 右脚, 右脚, 右脚, 右脚, 右脚.
左手, 右脚, 右脚, 左手, 右脚, 右脚, 左手, 右脚, 右脚, 右脚, 右脚, 右脚, 右脚.
右手, 左脚, 左脚, 右手, 左脚, 左脚, 右手, 左脚, 左脚, 左脚, 左脚, 左脚, 左脚.
左手, 左脚, 左脚, 左手, 左脚, 左脚, 左手, 左脚, 左脚, 左脚, 左脚, 左脚, 左脚.

你也可以在最后的 4 16 音符加入一个双地鼓小节: 右手, 右脚, 右脚, 右手, 右脚, 右脚, 右
手, 右脚, 右脚, 左脚, 右脚, 左脚, 右脚. 把上面的变化当作一个指导, 还可以想出来多少个不
同的双地鼓练习呢?
在这个变化里,你应该把地鼓的三击和四击打放在军鼓音符里.

1. 右手, 右脚, 右脚, 右脚, 右手, 右脚, 右脚, 右脚, 右手, 右脚, 右脚, 右脚, 右脚, 右
脚, 右脚, 右脚.
2. 等等.无限
用你的音乐笔记本把它写下来,并且每天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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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练习感觉与也许与前面那个很像,但地鼓是三连音,所以出来的效果感觉会非常不同.

注意最后一组翻转了; 它以地鼓小节开始以军鼓结束;在这个练习后面再加一个或两个”翻转”或
变化它们的顺序很容易. 当然,我们也有标准的击槌儿和脚的变化方法.
用你的音乐笔记本,写下你自己想出的变化. 如果你像上面我们做的,变化了小节的击槌儿和脚
法、频率、构造(翻转的和不翻转的), 你还能想出多少不同的练习?
很多!
如果你在一小节里用一只脚单击，在下一小节改用双脚双击, 这样的话你就有了更多的变化!
我可以把所有的都写给你,但是我想，现在到了你开始为自己做这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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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练习结合了地鼓单击和双地鼓单击. 单踩要用踩镲.
你可以用不同的槌法和脚法的变化来完成这个练习. 使用先前的练习来指导, 你能想出你自己
的变化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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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练习结合了 8 分音符律动和三连音。

再来,你要像前面一样变化拍子. 这有两个我写下的你可以以这个开始.

1. 右手, 右手, 右脚, 右脚, 右手, 右手, 右手, 右脚, 右脚, 右手, 右手, 右脚, 右脚, 右
脚.

2. 左手, 右手, 左脚, 左脚, 右手, 左手, 左手, 右脚, 右脚, 左手, 右手, 左脚, 右脚, 右
脚.
你可以用你自己想出来的变化把你自己搞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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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练习有点难搞. 军鼓在拍子上; 地鼓击在拍子前,像装饰音类. 所以,双地鼓听起来像装饰音,
感觉上,整个将听上去像巨大的毁灭装饰音.
在上面加上一个丁丁的固定重复音型,你将有个有劲儿的地鼓律动让人们注意你!
要用一只脚作这个练习(交换脚),再用双脚(变化开始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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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提高地鼓水平的伟大练习.这是齐柏林飞船(Led Zeppelin) 的"Immigrant Song."的鼓部
分(没有丁丁固定复音型), 你们都应该知道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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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节只用脚. 第二小节在地鼓音符部分用军鼓的装饰音. 当我演奏这首歌时,我在重复部分，
乐器部分,和结尾部分使用用第一小节,独唱部分我用第二小节(有点安静). 把它拆开会感觉更有
意思.

总结
如果你够狡猾(你怎么能说我狡猾?) 你会注意到以下 3 方面:

1. 为会每个练习都基于先前的练习?
2. 为什么在课程中要我去想出我自己的变化
3. 为什么要让我去买音乐笔记本和想出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让你开始思考音乐, 和如何在基本节奏型上创造自己的节奏. 一个好的音
乐家不仅能演奏他的乐器,还能读写音乐.
考虑一下吧!
让我知道你永远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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