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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唐建平

演奏：中央民族乐团       
指挥：张国勇

后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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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土》表现了人类与大地的依存关系。在

这部作品中，作曲家将四首由民间歌手演唱的

云南民歌录音作为重要的音乐表现要素，随乐

队的演奏而播放，恰当地表达了人类的历史脚

步、人类的情感成长、人类的理性进步和人类

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创作时间：1997 年

首演时间：1997 年 11 月

首演乐团：日本东京，由中、日、韩三国艺术

家组成的亚洲乐团首演。

演奏过该作品的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

广播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香港中乐团、新

加坡华乐团、亚洲乐团、韩国国立乐团 ( 民族 )、

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民族乐团、澳门中乐团、北京

大学民族乐团、香港演艺学院中乐团、台湾小巨

人国乐团、台北市立国乐团。

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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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简介

唐建平　中国第一 位

作曲博士。中国当代最为活

跃的作曲家之一。中央音乐

学院作曲教授，中国民族管

弦乐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曾多次获得文化部音乐创作

评奖（交响乐）一等奖、二

等奖等各级别奖项。同时

还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

果一等奖”等， 教育部“宝

钢优秀教师特等奖”、“优

秀教学团队学术带头人”等

多项教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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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纯音乐境界，
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关于《后土》创作的思考与启迪

唐建平

一、《后土》的创作缘起

大约 1997 年 5 月间的一天，在北京音乐厅观看“卿梅静月”音乐

会，音乐会首演了我的作品《心雨》，日本作曲家三木稔先生也来聆听

了这台音乐会演出，此行他还有另外的目的，就是为几个月后亚洲乐团

的建团五周年纪念演出委约创作挑选一位中国的作曲家。音乐会上我

见到了他，三木稔先生时任日本作曲家协会副会长、亚洲乐团音乐

总监，他的音乐创作对于中国青年一代作曲家也有很多的影响。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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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仰慕，虽然希望能够有时间多和他请教音乐创作的问题，但是音

乐会散场众人离去匆匆，初次见面也只是简单寒暄和道别客气中结

束。音乐会后三木稔先生委托人打来电话说要请我为亚洲乐团创作一

首大型的乐队作品，时间长度约二十分钟，具体的作曲要求，就是要回

避两百年前的作曲技术，写出有新意的能够代表亚洲乐团艺术宗旨的

作品。这样的创作要求和我当时的音乐创作想法非常接近，电话之中

我脱口而出：“我要写的作品叫《后土》。” 

二、那时候的创作观念

1993 年时我创作了一部加入电子音响的作品《打春》，虽然音响

很现代，但是所有听过的人都认为很容易受到音乐的感动。这使我

确信，现代音乐或使用现代作曲技术手段的音乐，能够让音乐不受人

喜欢，也一定能容易让人感动和喜欢。关键是在于要解决好创作中

技术手段和文化观念的关系。这之后我在 1996 年又应约创作并制作

了四首用农民歌手的声音和电子音响的作品——《我回来了》、《草原》、

《花儿》、《惊春》。四首作品很受人喜欢，这使我更确信自己的观念。《后

土》在音乐规模上更大，音乐变化也更多，在音乐内涵方面也更为复

杂，更为充分地体现了这样的创作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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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后土》的命题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中国文化艺术创作兴起寻根的思想潮流，

很多艺术家追求艺术创作返璞归真，道家的老庄学说被格外重视，

在音乐创作中则表现为追求空灵、玄奥的倾向。那个时期我曾经想过，

在追求这种适应现代音乐美学规范的空灵、玄奥之外，音乐创作是

否应该有更自由的空间。我想从道家出世思想相反的方面寻找一些

创作的空间。譬如说儒家入世思想，以礼乐精神入手创作，但一时

间没有合适的契机，也无从入手。反而，在 1993 年末，为参加台湾

省立交响乐团组织的第三届国际华人作曲比赛创作了九重奏《玄黄》，

这部作品思想内涵应当归属道家文化精神。

1994 年 6 月，琵琶演奏家吴玉霞找到我，请我为她的琵琶独奏

音乐会创作一部大型的琵琶协奏曲，音乐会是受国际儒学联合会委

托纪念孔子诞辰 2545 周年的专项活动。因此我在创作琵琶协奏曲《春

秋》时，读了一些有关儒家和礼乐精神的书，不管怎样算是表达了

这样的创作观念。从这时开始，我更关注那些饱含和负载中国文化、

历史与生命精神的创作题材。

在写作《后土》之前，“后土”这两个字在我思想中已萦绕许多年，

那是一次游览北京天坛公园，在祈年殿穹顶看到的“皇天上帝”四

个大字时产生的感动。这使我想到“皇天后土”四个字，在小时候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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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时经常看到，但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中国的先人称天为“皇天”，

称大地为“后土”。直觉让我感到这是个好题材，我一定要写一部名

字叫《后土》的音乐作品。当时的创作冲动，在我为《后土》所写的

作品简介中可以感觉到 ：“皇天后土”在数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中它

们所负载的中华文化内涵，却远远超出我们个人所能想象到的疆界。

所以当近年来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获得了新的觉醒，在被人们参拜、

被香烟缭绕的牌匾的感动下，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和圣洁而神秘的

吸引，促使我要将所有感悟写出来。

四、对于“后土”的理解

“后土”作为创作题材既具体又抽象。具体在于“后土”即为

大地的意思，脚下的大地人人可见。而抽象是在于随时能够感觉到

的大地，在进入到具体的音乐创作时，它没有大海的狂涛浪涌，也

没有山谷的林涛回声，没有具体动感的声音渠道，很难进入创作佳

境。创作之初的一个阶段，我曾经后悔在冲动怂恿下确定了这个题

材，而陷入创作的困境。此时的我，已经写出了近十分钟音乐，技

法音响等都很“现代”，但是我一直不能将这些音乐聚焦到“后土”

上面。我反复问自己，什么是后土？后土是脚下的大地吗？如果是，

为什么不直接叫大地呢？我要找到问题的关键，从哲学上突破，为

此我停止了写作。认真整理思绪，寻找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中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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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是个思维方式对于思维对象的主体错位问题，所谓的皇天

后土，事实上是中国的先人称天为“皇天”，称大地为“后土”，所

以这里的“后土”之意不是指脚下的大地 ，而是中国先人心目中的

大地，是远古人们生命精神的记载，是他们的生命观、世界观和自

然观，所以它是一个主观的概念而不是客观的概念。由此可以断

言，所有出现在艺术题材中的如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等类似题

材，其艺术表现所依托的都是其时、其地的人类生活的主观的概念。

土地因人的活动而有了生命，人因土地而活出了精彩！《后土》艺术

表现核心在于人与大地的依存关系。有了这个顿悟， 后面的写作敞

开了大门。 我放弃了前面写好的全部，重新结构，在随后的两个

多星期内完成了作品。 

五、《后土》的主要艺术创意 

《后土》属于亚洲乐团委约创作的命题作文。亚洲乐团是由日本

作曲家三木稔先生和中国作曲家刘文金先生、韩国作曲家朴范薰先

生创意，由中国中央民族乐团、日本音乐集团和韩国的中央民族乐团

各占三分之一的演奏家组成。其艺术宗旨是，立足亚洲民族民间音乐，

发展和弘扬亚洲民族音乐文化。1997 年是乐团成立五周年纪念演出，

中、日、韩有关方面都很重视。三木稔先生多次表达他的想法，希

望作品要能代表亚洲文化，又能发挥亚洲乐团独特的艺术表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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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步欧洲十八九世纪音乐创作后尘。刘文金先生也多次打电话来

介绍日本、韩国乐器的特点，同时告诫亚洲乐团的作品要以民谣基础

来创作。

遵循这样的要求，我将作品的艺术表现定位在人类和自然的依存

关系上面。在客观世界的声响和人类世界歌声文化之中寻求艺术的结

合点。作品中我确定了三个方面的音乐线索：

1. 用乐队浓重的低音和各类非常规的音响象征厚重的大地和大

自然的声音。

2. 在上述背景上，以模仿远古骨笛的笛声为先导，并在音乐的每

一重要段落处分别用埙、葫芦丝、巴乌等有特色的中国管乐器，引导音

乐作连贯性发展和变化。

3. 引用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四首民歌录音，在乐队演奏过程

中按照严格的规定来播放，它们具有特殊的表现意义，象征人类发展

的四个阶段。

四首民歌分别是：

1. 彝族打歌。象征人类的脚步，它穿插迂回在乐队各种不协和音

响中，象征人类在大自然的变化中从远古向今天走来并走向明天。

2. 撒尼族姑娘的情歌。它在如潺潺流水般的背景上轻轻地飘出

来，象征人类情感的丰富和成长。

3. 撒尼族祭典地母的歌曲。这段民歌的引用是以独白的方式，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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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地兼有说和唱的喃喃细语，通过人类对大地祭祀的宗教活动来暗

示人类理性和思维的发展。

4. 彝族海菜腔，在变为宁静、祥和的引子中的音乐主题的烘托下，

海菜腔高亢的歌声飘扬出来，表达人类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与祈盼。

六、《后土》开辟了原生态

作品《后土》中将原声的民歌录音并置在乐队音乐中，拓展了过

去用民歌曲调改编创作的方式。让民歌的艺术作用在更大的文化背

景层面产生作用。在乐队演奏进程中播放录音，这样的做法在西方

现代音乐创作中已属常见。《后土》中的民歌作为音乐结构中的重要

材料担负音乐发展推进作用并表达明确的音乐意义，这方面是比较

独创的。事实上我在 1996 年完成的四首农民歌唱的声音与电子音乐

作品就积累了经验。再向前推，《打春》中的念诵和歌吟也是非专业

的 声音，它们都属于同类创作方法。《后土》中的歌声，均来自 90

年代中期作曲家田丰先生创办的云南民歌学校的民歌手们，十几年后，

正是他们成为杨丽萍“云南映像”的主要演员阵容，并在中央电视台

引起了风靡全国的“原声态”歌声。这四首歌的录音都是他们十年前

来中央音乐学院表演时我录音并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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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化的力量

《后土》借助了中国文化中沉淀的和鲜活的力量而获得成功。当

写在纸上的乐谱传真到乐团后，写在谱上的现代音乐的声响符号，引

起了包括三木稔先生在内的所有人的担忧。显然，在民歌录音没有加

入乐队前，在乐队中那些少见的乐器奇妙的声响没有被听到前，人们

没有理由不担心这部作品。三木稔先生传真说 ：我们亚洲乐团必须

要保证两千个座位的观众出席……所有的演奏不能够出现问题……

你能确切说明某某小节的音乐表现吗，等等。后来当作品在日本初次

合排完成，大家都激动地围拢过来表示祝贺。三木稔先生说 ：“非常

激动，甚至超过了斯特拉文斯基。”“我非常嫉妒你，因为你拥有中

国那么多的宝贵文化和音乐财富，但是我也很骄傲，因为我选择了你。”

后来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后土》的文化意义，他还特意请我带他参观

天坛的祈年殿，来寻找皇天后土的感动。韩国的两位作曲家也纷纷

表示，中国的作曲家太幸运了，有那么多优秀的民歌，他们还特别地

询问《后土》中那些变拍子的节奏来自哪些民族。  

八、《后土》的音乐结构

关于《后土》音乐结构前面已经说明，按照四首民歌次第展开。

它像是中国的山水长卷，一卷多景，却不因多景而分离。按照曲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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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界定，它可以被说成是单章套曲，但这只是在表层说明了一定的结

构形态。事实上在多段或多景的衔接方面，它变而不断的特征是属

于中国人习惯的恬淡、虚实绵延的审美观。在作品中，承担这个作用

的是第一笛子声部，它如同引导员一样，担任骨笛、埙、葫芦丝、口

含笛头、巴乌等乐器演奏，作为结构的衔接也作为下面音乐段落的引

导先行，表现出具有特别音乐形象意义的连接和引导。在四个部分

的布局上，第一段最为复杂，音响变化也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和随

意性，但是民歌一“打歌”穿插回转于音响起伏跌宕的起落之间，推

动音乐发展。这里“打歌”如同古典音乐中的主题动机一样，在组织

乐句和构成段落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第二段具有抒情慢板特点，分

为两个层次，首先是民歌在如同呼吸般的音响背景孕育中穿透出来，

接下来是弦乐奏出的旋律，在具有青铜器轻鸣声音陪衬下升华。第

三段，表达人类理性的成长，这里正好处于音乐需要动态发展的中

心部分。富有变化的舞蹈性节奏成了音乐发展的动力。在此，唢呐改

变了习惯的吹打常态，节奏化的无限重复的单音如同绷紧而再紧的琴

弦，将张力毫不松懈地贯穿整个部分。第四部分，由巴乌独奏将前

部分的紧张放松下来，同时也为反衬随后出现的彝族海菜腔的高腔。

九、《后土》创作的启迪

《后土》的创作伴随我思想上的思辨和深入过程，是思想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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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先。而它的成功，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经历了20 世纪音乐的发展，

作曲家们更多关注创作观念、技法的发展和探索，希望用新的手段

创作。这种对艺术负责的艺术家风范固然可贵，但是在忠实艺术自身，

或者为艺术而艺术的同时，艺术家如何面对社会对于艺术的需求？

我认为，当代音乐创作应当超越并解脱现代音乐技术发展带来的

创作压力和负担，所以，这部作品的创作能够解脱现代音乐发展给音

乐创作带来的负担，从容面对学术和情感的取舍，直面人生，宣泄情感，

提纯音乐的境界，承担音乐之于社会、之于人的更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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