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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如其人！仿佛是探究作曲家心路历程的心电图。一部音乐作品

的艺术风格与艺术家本人所处的时代风貌以及家族渊源、个人经历、

性格情操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外古今，概莫能外。因此，要想深入

探讨民族管弦乐《古槐寻根》的艺术特色，就不能不深入地了解一下

赵季平的家学启蒙、生平简历和艺术思想。所幸，我与作者是知根知

底的发小儿，有着多年同学和合作共事的莫逆之交。

风调雨顺，根深叶茂
——赵季平《古槐寻根》的创作背景与艺术特色

景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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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学启蒙  

季平曾说“父亲是我心目中的高山”，可见父亲在他心中的地位。

屈健著文《艺高人贵，术巧成风——赵望云的艺术与人生》中摘

录几段：

赵望云（1906～1977 年，河北束鹿人）是现代中国美术史上极其

重要的画家。他是现代中国画转型过程中的革新者；一个中国现代民

主主义进步思潮“为人生而艺术”思想在美术界的突出代表 ；一个让

艺术去关怀苦难的人生，唤醒社会关注的执行者；一个堪与以徐悲鸿、

蒋兆和为代表的“中西结合派”的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相比肩的、用“旅

行写生”独特表现方式进行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创作的实验者和开拓

者；同时，也是一个在现代绘画史上用中国画形式关注西北地域文化、

人文风情的拓荒者和“长安画派”的实践先行者与奠基人。

他以大量表现劳动民众生活的农村写生和国画创作，开创了一条

中国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道路。

2006 年夏，我曾陪季平、宁佳和张坚到泰山普照寺专程去观摩

过老先生的四十八方石刻画。奇怪的是我们一进寺院就赶上雷阵雨，

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动人心魄，快步躲进大殿避雨不过半小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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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四十八方石刻画更加清晰生动。我们都心存疑惑 ：是否

老爷子显灵了！ 

在《农村写生集》的自序中，赵望云表示：“‘到民间去’的口号，无

须再喊，但希望我们生在乡间的人们，走入城市之后，不要忘掉乡间

才是。 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

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

1936 年初冬，赵望云在为友人所作《晚成庐藏书画集锦第拾贰

集·望云专集》里，以白话文叙说艺术观念 :

“好的艺术不明白的人不过一小部分的恶劣阶级，而绝不是大

赵季平、本文作者、宁佳、张坚观摩泰山普照寺赵望云之石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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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的朴实清洁的劳动民众；艺术所以使多数人不能不明白的，因为他

是好的。”

“凡以媚悦一般民众的趣味视为自己的义务者是凡庸的艺术家，

努力于美学底加以作能使国民的趣味向上者是出色的艺术家。”

《祁连山写生》 赵望云

从上面这些语言中，已透析出这位民众艺术家的悲悯情怀、批

判精神与欲使民众艺术成为真诚的、令人向上的、好的艺术的坚定

信念。   

老先生的艺术思想不仅贯穿在他一生的艺术实践中，同时给季平

以及后人留下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赵望云老先生是陕西长安画派的奠基人，是与齐白石、徐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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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等齐名的国画大家，同时也酷爱戏曲艺术，对秦腔、豫剧、京

剧十分爱好，拉得一手好京胡。

赵季平说，自己“创作要到老百姓中去”的艺术观，形成于家庭的

耳濡目染。“我虽然没有子承父业，父亲却是我登上乐坛的指路人。

父亲曾经坐着马车，走遍大半个中国，背着干粮和水前往一个个山区，

只为画画儿。他的这种经历，对我影响很深。”

“我敬重父亲，每次站在他的身边，专注地看他作画，我的心里都

会产生隐约的音乐线条，这是一种神奇而美妙的感觉，这感觉随着父

亲笔墨的变化和线条的流动而强烈着。在父亲的画案旁，鬼使神差地

坚定了我当作曲家的决心。”

二、学习简历

1944 年秋，为避战乱，赵望云举家由西安迁往平凉。次年 7 月

20 日赵季平在甘肃平凉出生。1958 年小学毕业，季平就想考西安音

乐学院附中，但由于父亲赵望云当时身陷政治迫害而没能如愿。直

到 1961 年方才考取了附中（高中）作曲专业，实现了自己学习音乐的

梦想。

1970 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父亲在关键时候点拨我，使

我终身受益。我在音乐学院毕业以后（1971 年）分配到了戏曲研究院，

那是唱秦腔的地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专业不对口，所以当时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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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父亲说了。我父亲说：戏曲研究院好啊！在学校你缺了一课，就是要

到民间音乐中间去补。之后还专门给我画了一幅画并题了字：生活实

践是艺术的源泉。”

听了父亲的话，赵季平在“戏窝子”一待就是二十一年。

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华民族音乐的

主根——戏曲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和滋润，因此，就真正掌握了中华

民族音乐的精髓和主脉，真正获得了中华民族音乐的精神和灵魂。日

后能在风调雨顺时有令人注目的建树和茁壮成长为中国当代音乐家的

杰出代表人物，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期间他于 1978 年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这段经历让他

进一步完备了先进的作曲技术和用现代音乐思维来全面审视、正确处

理他业已掌握的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的过硬本领，这个“两手硬”

的音乐汉子安居长安，脚踏西北，放眼神州风云，身裹汉唐气象，一旦“走

出去”必然不同凡响！可以说，这个时候赵季平完成了从资源、技术到

思想武装自己的全部任务，具备了在汪洋乐海中任意挥洒的能力——

1985 年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副院长。

1991 年 11 月调到“陕歌”任院长。

2005 年调至陕西省文联任主席。

2008 年 9 月 3 日任西安音乐学院院长。

2009 年 12 月16 日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七届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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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连任陕西省文

联主席。 

党的十五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影音乐学会会长。

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

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题材广泛，体裁涉及交响乐、民族管弦乐、

交响诗、协奏曲、室内乐、舞剧、电影和电视剧以及艺术歌曲等。其中

交响音画《太阳鸟》、交响叙事曲《霸王别姬》于 2000 年由柏林爱乐

乐团在“柏林森林音乐会”上首演。为大提琴与笙、琵琶、塔布拉鼓创

作的室内乐《关山月》由大提琴家马友友在纽约首演。《第一交响曲》

由葡萄牙里斯本交响乐团演奏并录制唱片。大型舞剧《大漠孤烟直》

由台北新古典舞团在台北首演。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型民族交响乐《和平颂》由两岸三地

民族乐团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演出。民族交响组曲《乔家大院》

在北京首演。这期间又先后应邀在香港成功举办了“乐坛神笔——赵

季平”专场音乐会，新加坡华乐团举办了“赵季平旋风”作品音乐会，

上海、西安举办了个人作品音乐会。

1984 年至今，为《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孔繁森》、《水

浒传》、《笑傲江湖》、《大宅门》、《乔家大院》等五十多部电影和数

百部（集）电视剧作曲，两度摘得电影“金鸡奖”最佳作曲，四度

获得电视“金鹰奖”和一个“飞天奖”以及“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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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作品奖等等。1995 年作为亚洲唯一代表应邀出席了在瑞士举

办的第二届国际电影音乐节，并由美、英、法联合拍摄人物专题纪

录片《音乐家赵季平》。2005 年在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的活动中荣获

“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成就奖”。同年获得“中国金唱片奖——评

委会艺术成就奖”。

三、创作背景

2004 年 3 月，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申维辰让山西戏曲职业学院

赵银邦院长一行五人到济南前卫文工团专程找我，希望年底前创作

一部大型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为山西音乐创作做贡献是自己义

不容辞的责任，就欣然答应了。但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

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有限，因此向申部长和赵银邦院长提出由我组织一

批有经验、有水平且创作观念一致的作曲家共同完成。他们听说我

邀请赵季平、程大兆、张坚、韩兰魁，自然喜出望外。但是担心请

不动这些大腕儿，我说这个不必你们操心，我们是发小儿同学，又有

多年的交情，况且山西号称戏剧之乡、民歌之海，早已是音乐家向往

的地方，相信大家会乐意加盟这次愉快的艺术合作。最后结果证明

了我的预计。

为了采风的顺利进行，我虽然是熟知自己家乡的民间音乐分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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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仍然预先精心设计路线并且两次落实踩点，山西省委宣传部向各

地发了内部明电，指示一定要做好采风活动的一切配合工作并派专人

陪同。

季平说：“我在写《华夏之根》和《乔家大院》的时候，总共三下

山西，从晋南走到晋中，然后从晋中转到黄河边上的河曲。每次下去都

不是蜻蜓点水，时间比较长，听了大量的民间音乐。我到河曲，就是走

到乡下去，看他们民间艺人的演出。当时听的时候，会觉得他们的演奏

条件非常简陋，一把二股弦，一把晋胡，也没有什么道具，就是一个老

头在唱。但是透过他的演唱，你能感受到他对民族音乐的投入。我们

到了忻州，听到当地的吹奏乐，他们的唢呐演奏非常精彩，和我一起下

去采风的作曲家（景建树）比我年龄还大一岁，竟然听得哭起来了。这

就说明他们的音乐演奏水准和那种投入，那种音乐的感染力深深地打

动了大家。采风回来进入创作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流出这些旋律。到

生活中去，除了听民歌，还要观察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形态，同时还要

注意他们讲话的语言。”

由于兰魁、大兆和季平、张坚都是大忙人，时间难以凑到一起，无

奈，我分别陪同他们把山西由南（第一次发现人类用火的芮城西后渡）

到北（大同云冈）的先后转了六七圈。初步计算：张坚两次，赵季平三次，

韩兰魁四次，程大兆一气待了八个月，后来索性与山西结下不解之缘，

陆续又为山西写了《唱响山西》和《桃花红》等大型民间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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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本文作者；中：赵季平；右：张坚

采风一路听了不少山西民间音乐，在运城听蒲剧，侯马听道情、碗

碗腔，平遥听晋中秧歌，太原听晋剧，忻州听吹打，河曲听二人台……

通过采风，作曲家们对山西民间音乐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认识，同

时激发了作曲家们充沛的创作热情。

在洪洞大槐树，作曲家们都在自己家族祖先的牌位前虔诚地燃香

叩拜。赵季平撰文写到 :“回到洪洞大槐树，有一种浓郁而亲切的乡情，

我看到祖宗的牌位，赵姓还在显要的位置，不禁肃然起敬。那种香烟

缭绕、古槐苍翠，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神灵之气扑面而来，我的创作冲动

油然而生。”在平遥听了一晚上晋中秧歌，博闻强记的季平与我不同，

人家根本不用速记，听了就会留在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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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作曲家们坐在一起讨论《华夏之根》的结构，赵季平依然

沉浸在《送樱桃》淳朴的民间音乐中，这个曲调后来成为《古槐寻根》

快板部分的主题。

他说 ：“我就是想写这一章，当时就觉得我写这个乐章更能有

想象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这就是一种感悟。”随即自告奋勇写《古

槐寻根》这一章。

我作为《华夏之根》的艺术总监，希望第六乐章《古槐寻根》沉静

下来，写成尽情抒发思乡寻根之情的慢板，以为气势磅礴的末乐章《黄

河畅想》做好铺垫。

七分构思三分写。采风路上，《华夏之根》的结构在不断地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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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从当年四月初一直到七月底，完成了采风任务并确定了总体创作

方案。

八月大家写作月余，八月中旬拿出初稿排练，2004 年 9 月 14 日

试演成功 ；十月初集中到五台山讨论修改方案，此间，季平的新娘张

宁佳也首次公开露面（下面照片右一），她给大家留下聪明、美丽、活泼、

大方和非常善解人意的印象，当然宁佳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川剧名

角和女高音歌唱家，后来还知道她

不但烧得一手好菜，而且文笔相当

了得。

 季平的《古槐寻根》修改稿是

住在北京“梅地亚”晚上当青歌赛监

审委，上午写作，于十月底杀青。这是

季平少有的在外地创作的作品。因他

常说，在西安家里写作有感觉。

四、艺术特色

所谓特色应该是别人少有、没有而自己独有的。下面谈谈《古槐

寻根》在创作上几点与众不同的方面。

五台山合影留念。左二：赵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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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沉默是金 

沉静的音乐不是性情浮躁的人写得出来的。    

说句实在话，我刚拿到作者送来的总谱时非常高兴，他是第一个

交出修改稿的，但翻开第一面总谱我就惊呆了。下面我引用朴东生著

《中国民族管弦乐实用配器手册》第 230 页的一段评语：

这部作品的构思很特殊，乐曲的开头按惯例都设定一个引子，但这

部作品的“引子”特长，慢速（每分钟 54 拍）四四拍多达 52 小节，完全

由拉弦乐声部进行叙事性的陈述，宛如室内乐的弦乐合奏。这种写法在

当代民乐作品中几乎是绝无仅有。这一独出心裁的创作思维是非常大胆

的、突破性的创新，其演奏效果新颖、迷人。更为难得的是在演出现场，

如此宁静、徐缓且漫长的乐段，观众却屏息聆听，听之入神，取得了意

想不到的效果。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却是生动的事实。这就是民族弓

弦乐的艺术魅力，是民族乐韵特色的充分发挥。在这段长序中，有单声（并

非独奏）、群声，有和声性长音，有多声部复调，有极其鲜明的力度变化，

有新颖别致的调性转换。

乐曲以“pp”的力度用长音和弦开头，长达 13 小节中有五处做时

值较长的休止。音乐进行中的“休止是无声的音乐”，应用起来作曲

家们都格外谨慎。但在这部作品里却营造了令人遐想的悬念，“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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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奇效。从此，音乐的力度时强时弱，声

部逐渐充实，音乐起伏跌宕，始终引导着听众欣赏、理解音乐的情趣。

从第 24 小节至 32 小节，三声部、二声部复调交替出现，直至第 32

小节构成对比性四声部复调，将作品推向高潮时，在第 40 小节处新

颖的远关系转调形成了一个强声点。随后又做了短暂意犹未尽的展开，

直至第 44 小节处达到了“ ff ”的顶点后，才逐渐减弱结束了这一段

意蕴深邃而悠长的序奏。

这段序奏的铺排，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理念和深厚的写作功力。他将

形式、结构、写作技术都视为载体或手段，一切服从内容，艺术理念坚定，

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左右或束缚，所以才能产生出敢为人先的大胆创新。

例 1.

五分钟的慢板只用弦乐，这本身就是作者在自我限制中对民族弦

乐的艺术表现力的挖掘、探索与挑战，当然也是音乐家兼有画家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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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分的作者在音乐色彩上对“调子”的独特追求。

如绵绵思绪的、断断续续的四个半音平行下行七和弦，我们剖析

其和弦结构是：高、低两个外声部为空灵的纯五度，而中间内声部嵌入

和弦七音。因之，和声音响效果显得空灵且丰满，颇有水墨意向，且水

墨交融，干湿相间，且溶且变，晕化迷离。这正是音乐开头作者所需要的

“且听我娓娓道来”之前那种悠然神往、幽情远思的心绪的自然流露啊！

非常奇妙的是第 13 小节前的五个无限延长的休止符，令我想到了

赵望云老先生的山水画中的大片留白。

性情淡定的作者能在此处沉着地休止，是为了给自己的乐思展开

任意飞翔的翅膀和为听众打开一扇观察游子内心世界的通透的落地

窗户，当然也是为着给听众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休止的应用也给长

大呼吸的乐句以透气，这种暂时的蛰伏与静谧也与后边乐队强大的音

响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突显出整个音乐的无限张力。因此，此处的

休止符显得比音符更有意境、更有意味、也更有意思！我想，如果没有

超人的艺术胆识，没有对音乐发展的准确控制力，没有对指挥家和乐队

弱奏以及力度变化表现魅力的充分认知，没有对听众审美心理的足够确

切的把握，焉敢如此作为？哦！正是 : 赵老长于留白；季平沉默是金！

2. 惜墨如金

在赵季平所有的音乐作品中我们很少听到声嘶力竭、震耳欲聋的

全奏，反而总是那么游刃有余、胸有成竹、心平气和、从容淡定地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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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和别人留有余地。

关于作者这一点特长，不少业内同行和朋友多次谈到：能用一兵

一卒解决的绝不用集团军；就跟他平常吃饭甚至招待我们一样，一碗

面完事！当然，他也深知我们就喜欢这口！生活节俭不奢侈，音乐创作

亦如此。作者创作又快又好，为什么？我夫人曾夸赞说：“人家季平日

理万机仍能写出那么多好作品，用的就是巧实力！”看谱面，总是干干

净净，疏密有致，乐队演奏起来，顺手、简单，听起来悦耳、动人！

《古槐寻根》慢板与快板的连接，就是由二胡深情如歌的独奏接

着笙的曼妙的独奏乐句完成的。这样的处理，你只有通篇宏观才能看

得清这聊聊两笔“简、节、奇、妙”的用意和“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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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曲时长11分13秒，开头至慢板结束（四四拍）总共60小节，用时

5分整。

3. 渗入淡出

第 57～ 62 小节是笙的连接句，小鼓小镲的打击乐快板节奏在第

61 小节由弱渐强的渗入，这种简明有效的复调思维自然而贴切地描绘

出一幅由远而近的动人音画（参看例 2）。

同样手法在第 134 ～137 小节由快板转回慢板时有所呼应。但这

里是小鼓小镲的欢快节奏的连续不断、由强渐弱（准备淡出），而弦乐

群则在欢快的贯穿节奏中由弱渐强的散漫渗入（见例 3），这种如调音

台似的渗入淡出的声部交织的写法把两种不同速度、不同力度、不同

情绪的音乐非常自然地融化为一体。音乐的衔接本是作曲的难点，但

作者能把音乐的经纬编织得如此天衣无缝，我感觉这与他父亲对作者

从小的耳濡目染不无关联，因为这种技法似乎与国画中的泼墨渲染技

法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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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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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6 月 6 日晚的颁奖音乐会上，张国勇先生先把快板的打击

乐刹掉，然后再另起的再现慢板的弦乐长音，这就与作曲家的设想相

悖了。我当时就傻眼了 ! 心里暗暗着急 :“怎么会这样？”但在现场，季

平还是风度翩翩地起身鼓掌，热情地为指挥和乐团喝彩 !

事后，我经过核对才知，是出版社出版总谱时把第 136、137 两小

节打击乐谱漏掉了！张国勇先生是忠实于“原作”的 ! 而且他控制乐队

的能力和其他所有的音乐处理都是颇具说服力和令人钦佩的。听他的

音乐我觉得像是在品茗龙井，把控回味堪比魏碑唐楷。

当然，听彭家鹏背谱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音乐，也让我们痛

痛快快地犹如畅饮茅台，率性飞扬不逊，狂素癫张。

有人问 : 一个是茶，一个是酒，你喜欢哪个？

——我既喜品龙井，也爱饮茅台 !

4. 雷霆短句如拍案惊堂，振聋发聩似醍醐灌顶

自第 61 小节进入欢快的快板至第 135 小节，此段计有（四四拍）

74 小节，用时三分半。

第 123 ～125 小节是全曲音响高潮处，音乐反复强调快板主题动

机，此时恰巧是处在黄金分割区。虽然作者写作时绝没有这样去计算，

但事实却不期而遇，巧妙暗合。

整个快板段落由归心似箭的行进短句（例 4）、《送樱桃》演化出

的具有浓郁晋中地方风格的如歌乐段（例 5）和如拍案惊堂的雷霆般

的短句（下例 6）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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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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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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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音乐素材的用法，我们寻常见过，就是一般的贯串节奏织

体后如歌旋律自然叠加，我们暂不理睬它。然而这种具有强烈对比的

短句暮然出现在流畅的音乐中则是作者独特的作法。当然，我们在作

者的舞剧《大漠孤烟直》中《觅》的乐章中也曾感受到过雷霆般的短

句带给我们的震撼。这说明作者一段时间内有写作的惯性，这也是艺

术家创作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不重复他人、不重复自己只是一个美

好愿望，真正能焕然一新、判若无前，我还没有看到过。

作者在欢快的快板音乐中突如其来发出的雷霆般的短句，给平铺

直叙的音乐以“破”并赋予音乐以戏剧性，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表现

内容和内涵，使听众产生更多的联想与感受。听到这儿，我有陡然看

到异峰突起不禁仰望，随之急于俯瞰全景的审美欲望和快感。

5. 剪贴动机、点缀尾声；余音萦绕，不绝于耳

尾声音乐中，弦乐的和声背景朦胧弥漫如绵绵思绪；渐行渐远的

小鼓小镲不绝于耳，呈现出生机勃勃的乡野画面；此时梆笛双声部平

行五度奏出了充满童趣的行进动机的片段；少许停顿，又在曲笛声部

加以呼应。音乐好像在永不停歇的鼓、镲声中渐渐远去、远去……仿

佛作者神往故里的幽情远思是那样依依不舍、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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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音乐确实在隐隐约约、影影绰绰间似乎消失了，但我和听众

们人人皆有的思乡之情却被他不知不觉地点燃！

这就是赵季平的《古槐寻根》！它本处于获第六届“中国金唱片”

四项大奖的大型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的第六乐章，然而不过数年，

它却已跃然成为民族乐坛艺术宝库中耀眼的一颗明珠，而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相信，必将散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感动是暂时的，教化是长久的。一部真正好的音乐作品，不仅

仅当时令人愉悦和兴奋，而应过后仍能令人回味无穷，唤发起人类精

神世界里的真知良觉。

所谓经典，就一定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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