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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军团复活，千年烽烟再起
——幻想曲《秦·兵马俑》及其他

王嘉实

　　1984 年彭修文先生创作了幻想曲《秦·兵马俑》，至今已过去

二十八年了。回想彭修文先生当年从构思到执笔的往事，不禁兴起

许多感怀。一部艺术作品能够在作者的身后又经历了几代人，不但

没有泯灭，反而历久弥新，越发显示出其思想的光芒和艺术的魅力，

这就是传世佳作了吧！

　　幻想曲《秦·兵马俑》是当今民族管弦乐音乐会上被演奏最多的

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展示了民族乐队丰富的表现力，开启了民族管弦

乐的新思维，它无疑是民族管弦乐发展道路上的一座丰碑。

　　注：作者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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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兵马俑》的问世，标志着彭修文先生的创作生涯进入到一

个新的阶段。有的研究者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视为彭修文的创作

成熟期，将之前视为探索期，其依据就是作者在和声、复调、配器

和作品结构等技法上更加丰富了。我认为，更恰当的说法是，20 世

纪 80 年代之后彭修文先生的创作进入了思想解放期。因为，成熟与

否并非看创作技法的繁简，要看作品的艺术效果和社会影响。海顿、

莫扎特时代的技法简单，但是其艺术并不输给以后的任何时代。彭

修文先生的创作成熟期，即社会所公认的彭修文模式的完善期，应

当出现在 20 个世纪 60 年代，那时候他已经是伫立潮头、引领时代

的人物了，他写出了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品，其中有很多作品至今

仍然不可超越。例如，创作于 1960 年的《月儿高》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在这部作品中他娴熟地运用线性组合来淡化和声场，既写出了宏大

的合奏效果，又突出了民族风格。他还巧妙地使用色彩和声，使作

品蒙上了超现实主义的色彩，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些高超的技法

和深邃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是成熟完善的典范。20 世纪 60 年代

是一个把民族化上升到政治高度来对待的时期，也正是这种极端的、

禁锢的社会环境，促使彭修文先生用更高的智慧来实现他的艺术追

求。他如履薄冰，殚精竭虑，因此那个时代的作品在东西方技法的

结合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在彭修文先生去世的那一年，国际乐坛曾掀起对大师的追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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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热潮。其中，台湾著名的评论家对《月儿高》的评论是“恰到

好处，多一分则过，少一分则不足，可谓浑然天成”，我对这个评价是

很赞同的。这部作品常听常新，在不同境况下听有不同的感受：有时

候听它是轻歌曼舞，有时候听它却高风寒澈，刺骨伤感。它包含的因

素太多，有太多的话要说，可以说是感慨万千！

　　彭修文先生在那个时代的创作实践，可以总括为：用西方的形式

诠释中国的内容，用中国的方式化解西方的规则，真正达到了化境。

　　那个时期，彭修文先生创作改编的大量小品更是宝贵的财富。

例如，当时传播最广的《步步高》、《彩云追月》、《花好月圆》、《阿细

跳月》、《瑶族舞曲》等一批音乐会曲目，都是西方作曲技法跟民族旋

律结合的产物，结合的非常精致，引领一时之风尚，成为时代的声音。

尤其是《彩云追月》，把五声音阶与功能性和声结合得浑然一体，真

正做到了洋为中用。

　　用简洁的手法达到感人的目的，这就是成熟的标志。

　　可以说，彭修文模式发端于 20 世纪。1954 年他正式走上指挥台，

到 1960 年《月儿高》的问世已经走到了相当完美的境界。在以后的岁

月中，彭修文模式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时起时落，随着政治气候的

冷暖而踽踽独行，他跟国家的命运一起由盛到衰，又由衰到再度迸发。  

　　彭修文先生的一生虽然没能跨过世纪的门槛，但是经历了变革

的考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历史巨变，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严峻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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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要求艺术家从思想到艺术上转型，这是

能否跟上时代步伐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彭修文先生以敏锐的思想和

蓬勃的创新意识，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1979 年，彭修文先生敏感

到春天来了，他抑制不住内心澎湃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不朽

的传世之作——交响音诗《流水操》的创作。这部作品把民族管弦

乐艺术带向交响性领域，他再次成为领跑者。这部作品的成功，把他

的创作思想也引入到一个新的兴奋点，那就是“民族管弦乐的交响性”。

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伴随着民族管弦乐逐渐成熟的进程，伴随着

思想解放的步伐而产生的。他痛感民族管弦乐作品要向思想的深度

发展，不然就不能跻身于世界乐坛之上。他说过 ：“交响乐是欧洲人

的创造，而交响性却并非欧洲人所独有。交响性是指思想内容深刻，

矛盾冲突激烈。这一点，我们民族管弦乐的创作也应当借鉴。”他还说：

“我们强调的是民族管弦乐的‘交响性’，并非‘交响化’，一字之差意思

就变了。交响性是指作品内容的丰富和多样，而交响化则是外部的形

式上的。我们不提倡形式上的模仿，而是要在作品的思想内涵上下功夫。”

　　从 1979 年之后，他不断地思考着这个课题，不断地反思导致民

族音乐简单化、脸谱化的社会根源，寻找着丰富民族音乐创作的模式

和演奏的方法。他从乐器改革到作曲技法，日夜思考推敲。他曾经多

次感叹：民族乐队缺乏表现纵深，中音部太弱。因此，他在创作时格外

注重中音笙、中阮和中胡的织体写作，努力发掘乐队的纵深感，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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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民乐队配器法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他想得更多的是改变民族音

乐单一线性的表达方式，引入多情绪变化，多矛盾冲突的思维，把民

族音乐由简单的赏心悦耳，发展到心灵的震颤和思想的碰撞。

　　他的日积月累的思索，必然带来创作上的爆发。1984 年，一个新

的机遇到来了。彭修文先生受中国唱片社的约稿，创作一部跟兵马俑

有关的作品。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我回

忆，这是跟当时刚刚兴起的旅游业有关系。当时的旅游观念是以参观

历史文物为热点，兵马俑是最热的旅游点，因此以兵马俑为题材的文

化产品也相应地多起来。记得彭修文先生当时曾为是否去西安亲自看

看兵马俑而颇费思量，因为当时的工作日程让他无法脱身，最终没有

成行，只是看了看中唱提供的兵马俑的彩照。其实，是否去看兵马俑

并不重要，他的思路从开始就没有停滞在那些陶俑的外部感观上，而

是深入到了兵马俑那个时代和社会。为了写这部作品，他翻阅了很

多史料，对秦始皇的文功武略，以及书同文、车同轨的历史功绩是赞

叹的，他在作品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皇家仪仗的非凡气度和富丽华贵

的场面。但是，这部作品的整体基调是抗争和批判的。作品对秦朝暴

政统治下的百姓所经历的难以想象的悲苦，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我有幸目睹彭修文先生构思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有一个情景最

难忘怀，就是他手里拿着翻开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自言自语：“秦

政猛如虎，秦政猛如虎啊！”他面色凝重，声音低沉，那种对劳苦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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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内心的同情和关爱溢于言表。我始终坚信，在这部作品里不但描

写了历史风云，民众疾苦，而且还深藏着彭修文先生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一生所走过的坎坷曲折的道路，长期积累的压抑的心情，以及他向

往美好、呼唤自由的思想也倾注在这部作品当中。彭修文先生的作品

大都以圆满、光明作为结尾，这部作品却是以悲剧的形式结束，这令

我十分吃惊和不解。在当时，社会舆论的导向对秦始皇是肯定的，宣传

口径都是以他的法制和统一中国的功绩，来掩盖他焚书坑儒残暴孽政

的史实。官方在对兵马俑的宣传上，也是以泱泱大国、千古一帝的口径

来给予赞扬的。彭修文先生对此持否定态度，他透过那些陶俑看到生

灵涂炭、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他在作品的小标题上写下“连年征战

何时休”的感叹。整个作品倾注了对人性的关爱，这不能不说是作者

独立的思想和勇敢的抗争。

　　作品以灰暗的行进开始，仿佛地下军团复活，千年烽烟再起。这个

行进的主题贯穿始终，这是作者抓住时空交错、历史再现的绝妙一笔。

第二乐章是凄婉的诉说，这是彭修文先生最擅长的一种抒情，那种情

景交融、如诉如泣的旋律，带有作者标志性的烙印，可谓悲天悯人，千

古浩叹！这个乐章的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场景转换深远无痕，如果遇

到演出环境不好，那些细微的表情很难体现。所以，有台湾的乐评认

为这个乐章写得过长。在彭修文先生身后，有的乐团在演奏这个乐章

时会删掉三四分钟。可是，许多听过彭修文先生指挥演出过全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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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觉得这里恰恰不能删节。彭修文先生是指挥大师，他对作品结构

的把握是很精到的，对于演出效果和观众的反应是很在意的，他为什

么会这样写呢？这完全是他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中欲罢不能的结果。他

在选择剧场效果还是内心感受上，最终选择了自己的内心感受。欧洲

晚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如柴科夫斯基，在总谱的表情符号上会出现

很夸张的标记，例如定音鼓弱到七个“ ”的时候已经没有声音了，鼓

槌的滚动只是一种心灵的传递。感受这样的意境，需要有极好的演奏

环境。彭修文先生的这部作品把民族管弦乐艺术带入到对演奏环境、

观众素质提出要求的境界。在什么场合下、什么情况下能够演奏全本，

需要有所考量。作品的结尾是强烈的悲愤，那种撕心裂肺的问天、呐喊，

宣泄出内心巨大的失望和痛苦。

　　我们要历史地看待每一部作品的产生。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社

会氛围和人们的思想还相对保守，幻想曲《秦·兵马俑》是一部冲破思

想禁锢的力作，它不但是一部点评历史、抨击暴政的作品，也是充满人

性、饱含作者内心挣扎的作品。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仅仅从社会

变革的大背景来分析是不够的，还应当注重日常细节和人生际遇。这

部作品提供了走向作者内心深处，感知他的创痛和理想的通道。

　　《流水操》和《秦·兵马俑》这两部作品问世后，我曾与彭修文先

生有过长谈。《流水操》是作者童年抗战时期随家人逃难，过三峡遇

险境的回忆，以及胜利后出川时，二过三峡时的心境。通过童年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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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险滩的恐惧，联想到人生的不平、艰难和期望，形成一种自传体

的逻辑结构，这种思维也贯穿在《秦·兵马俑》的创作中。在作品的意

境上，《流水操》是阳光灿烂的，比较理想化的，《秦·兵马俑》则是阴

霾的，批判和控诉的。

　　彭修文先生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走向深刻反省社会，深刻发

掘自我的道路。一直到他生命的晚期写下了《金陵》交响乐，都是试图

向民族管弦乐的表现深度和广度探索。彭修文先生的道路跟欧洲作曲

家不一样，他没有西方交响乐队这样一个完善的工具可用，他所面对

的是尚未定型、有待改进的乐队。究竟该怎么写，怎么演奏，都无先例

可循，所以他的一生都在探索。如果，把他的晚期视为探索期，我觉得

更合适，因为他走得更远了。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界定，彭修文模式也如此，超过了它所承

载的范畴就打破了平衡和自然。这就是为什么在彭修文先生身后的评

论中，有以《月儿高》为界，多一分则过，少一分则不足的说法，那就

是对彭先生晚期探索的一种商榷。我认为，《流水操》和《秦·兵马俑》

仍然是恰到好处不多不少的，甚至是更加淋漓尽致了。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一些作品就走得远了。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人们仍然会不断地假设。我想，如果彭修

文先生晚期走入“新音乐”领域，是否会比固守自己的模式更自然

呢？他完全有能力、有机会进入新的领域。彭修文先生是学贯中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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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他不但对欧洲古典乐派有透彻的了解，而且对于晚期浪漫

派、新古典主义以及印象派和先锋派音乐都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指

挥上演了很多次新派作品，例如林乐培先生的《秋决》等，观众和作

者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对先锋派的技法十分熟悉，但是他没有

涉足其中。他在套曲《十二月》中尝试了印象派的技法，也是浅尝辄

止。他比较赞赏的是欧洲新古典主义作家，如斯特拉文斯基、拉威尔、

马勒、肖斯塔科维奇等等。他的理念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

他所固守的仍然是以传统审美为主的理念，了解彭修文先生的艺术

志趣，有助于理解他的艺术道路和实践。

　　彭修文先生对民族器乐合奏形式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他的乐队

编制、配器法和音乐语言合起来并称为“彭修文模式”。对于合奏形式，

他本人多次说过，在中国音乐里从不缺乏合奏因素，相反十分发达。

也就是说，中国的古人从来不缺乏合奏思维。他说，我从年轻时学弹

琵琶曲《月儿高》时，就感觉这是一首合奏曲，单旋律中已经包罗万象，

超越了独奏的范围。所以，在以后的合奏写作中基本忠于原谱，只是把

旋律用乐队语言加以变形和着色。这种方式也用于《流水操》的创作，

琴曲《流水》的旋律、旋法都完好地保留了，但是精美的配器和丰富的

和声，以及由此而延伸出的乐思，使原作放出前所未有的异彩。很多人

是听了彭修文的再创作之后有了新的感知，从而喜欢上传统音乐和民

族民间音乐的。彭修文先生对传统音乐和民族民间音乐的深刻理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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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彭修文先生是配器大师，他对民族乐队的音色整合，以及色彩

处理，使他跻身于世界级音乐大师之列。民族乐队由于他的创造性

的编配，而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他特别讲究演奏效果，非常在意

观众的感受。他在考虑群众接受能力的基础上运用各种技法，努力追

求雅俗共赏，培养了很多观众。海内外乐坛把彭修文视为票房保障，

只要有他的作品上演，有他本人出场指挥，就会有轰动效应出现。

　　彭修文先生对乐器有特殊的敏感，对不同色彩的组合有深刻的洞

察力。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创造性地突出某一件乐器，以此来彰显整个

作品的民族风格。例如《流水操》中的古筝、《青松岭》中的管子、《月

儿高》中的琵琶等等，在改编穆索尔斯基作曲，拉威尔配器的《图画

展览会》中，他用扬琴和弹拨乐组代替原作中“漫步”里的小号，可谓

神来之笔。有海外乐评称之为“比原作更有韵味”。20 世纪 70 年代湖

北曾侯乙墓出土了编钟，他立即将其用于乐队，为之创作了《梅花

三弄》，编钟被他用得出神入化。80 年代初，埙作为远古乐器，刚刚被

复制成功，他立即将其用在幻想曲《秦·兵马俑》的慢乐章中，表现夜

深人静，士兵在瑟瑟寒风中思念故土亲人的呜咽声，这一笔可谓泣鬼

神动天地。这也是埙第一次被用于大型作品中。

对于旋律的写作，彭修文先生继承和发扬了刘天华的传统，其

特点是旋法不离民族韵味，曲调常带新鲜气息。有研究者认为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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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先生的大型作品仍处于歌谣式的旋律，未能进入动机化，或说是

进入器乐化语言的阶段。对此，我认为中国式的器乐语言早有模式，

如刘天华、阿炳的作品非常器乐化，但也是歌谣化的。这是中国传

统音乐的审美习惯所决定的。动机式的语言跟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

是有距离的，这并非是技术上的难易问题，而是欣赏习惯和民族传

统的问题。歌谣式的发展比动机式的发展，在技术上存在更高的要求，

更难做到。作曲家刘文金先生的几部传世的器乐作品都是歌谣式的

旋律，但是非常器乐化，很有中国气派。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也是

这种写法，所以经久不衰。

　　对于一种文化传统，首先应当是继承，然后才是发展。彭修文先

生那一代人，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深入而且富有成效的，值得后

人学习。正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继承，才能获得巨大的创

造力。彭修文模式可谓源自中华传统，引领时代潮流，开拓出一条新路，

代表着民族管弦乐艺术的一个高峰。一个人的道路成为了一种文化现

象，这是对文化的莫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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