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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作曲家长期居住于新疆，曾数次到达塔

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部、西部、南部边缘采风，

对该地区风土人情、自然景观知之甚详。作

曲家创作此曲时，吸取了大量新疆音乐素材，

运用了现代作曲手法扩展调性，转换调式，

丰富变音。全曲旋律优美动听，节奏充满活力，

配器色彩绚烂，结构突奇不俗，是一部个性

鲜明、风格浓郁的大型民族交响乐作品。

　　二十年后，重又翻出，经反复酝酿思考，

决定在突出“漠原”、“漠楼”、“漠舟”、“漠洲”

四个主体乐章的基础上，加写〔影 1〕、〔影

2〕、〔影 3〕、〔影 4〕四段，既赋予序奏、连

接、尾声的功能，更突出“掠影”之写意意境。

至此，全曲更为完整、一气呵成，也更具抽象、

浪漫之神韵。

　　创作时间：1985 年 3 月

　　首演时间：1985 年 9 月

　　终稿时间：2010 年 10 月

　　首演乐团：中央民族乐团

　　演奏过该作品的乐团 ：中央民族乐团、

上海民族乐团、台北市立国乐团、新加坡华

乐团、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民族乐团、中国广

播民族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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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简介

　　金　湘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作曲

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 

　　金湘的作品体裁广泛，风格多样。

从大型歌剧、交响乐、协奏曲、大合唱、

各种室内乐直至影视音乐，共有近百

部作品问世。他的作品以其鲜明的个

性，强烈的当代审美意识，以及东方

优秀的美学传统与西方近现代作曲技

法之多样结合，赢得了广大中外观众

的赞赏。

　　代表作品有：歌剧《原野》、《楚

霸王》、《热瓦普恋歌》，交响大合唱《金

陵祭》，交响组歌《诗经五首》，小交

响曲《巫》，交响音画《塔克拉玛干掠

影》，音诗《曹雪芹》，琵琶协奏曲《琴

瑟破》，交响三部曲之一《天》；音乐

论文集《困惑与求索——一个作曲家

的思考》、《探究无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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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民族交响音画
《塔克拉玛干掠影》

金　湘

前　言

　　塔克拉玛干位于新疆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腹部，面积达三十七万

平方公里，是全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维语意为“进得

去出不来！”境内沙海茫茫，沙丘起伏，极为干旱、荒凉。我长期居住

于新疆的南疆，曾数次到达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部、西部、南部边缘

生活、采风，对该地区风土人情、自然景观知之甚详，颇有感情。1979

年回北京恢复创作权利后，自然就想到这一题材，正值中央民族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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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委约我写一首大型管弦乐曲，于是一拍即合，此曲应运而生！

　　此曲最初完成于 1985 年 5 月，并于是年秋，由我自己指挥中央

民族乐团民族管弦乐队首演于北京。二十余年来，先后由中央音乐学

院青年民族乐团（1996 年）、上海民族乐团（1998 年）、台北市立国

乐团（1999 年）、新加坡华乐团（2000 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2011 年）

多次演出，经久不衰，是一首受到专业内外各界欢迎认可的、经受了

历史检验的乐曲。二十五年后重新翻出，经反复酝酿思考，决定在突

出“漠原”、“漠楼”、“漠舟”、“漠洲”四个主体乐章的基础上，加写

〔影 1〕、〔影 2〕、〔影 3〕、〔影 4〕四段，既赋予序奏、连接、尾声的功能，

更突出“掠影”之写意意境。至此，全曲更为完整、一气呵成，也更

具抽象、浪漫之神韵。全曲最终完成于 2010 年 10 月（为保持完整性

与连续性，乐曲编号不变）。

一、《塔克拉玛干掠影》的美学理念与创作思想

　　在 1985 年初稿完成至本世纪初再修改，其间历经近二十五年。

不可否认，在创作理念和实践上我有了更多的积累与突破，尤其在

民族交响音乐写作方面，我在沿着自己提出的《空、虚、散、含、离——

东方美学在音乐创作中的运用》及《传统的三个层面》等已总结的若

干带普遍规律性的美学论点指导下，在创作实践中有了全面的探索与

验证。为了更清晰地厘清来龙去脉，请允许我将我在“2002 全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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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民乐作品研讨会”的发言择其主要介绍于此。 

关于“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于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我在 《作曲家的求索》（发表于

2001 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四期）中有较清楚的论述。兹摘抄有关

段落于下，提供“2002 全国当代民乐作品研讨会”研讨。

　　立体的“传统之河”——再议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此题似嫌陈旧，不合时髦。有人认为是老生常谈，有人认为根本无

需去谈；我则认为再谈谈亦无不可！

　　1993 年春，我在美国波士顿“第二届国际中国音乐研讨会”上发表

的一篇题为《空、虚、散、含、离》的论文中，对东方美学传统在音乐创作

中的体现与运用作了初步的探讨（此文亦曾在《人民音乐》1994 年 2 月

号上发表过），得到了国内外同行们的赞同与肯定。在这篇概括了从自己

多年实践（创作、研究）中感受到并予以理性归纳的短文中，我从五个方

面提出了“东方美学传统在音乐创作中的体现与运用”。节录于下：

　　１）“空。中国艺术非常讲究‘空’”。“这种留出足够空间的观念，

不仅是物质的，而且还是心理的。”“……给观（听）众一个欣赏心

理空间。”“……具体到音乐创作上，主要是体现在结构层和音响层

的合理布局；横向安排与纵向安排的疏密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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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虚。抽象、概括，这是中国艺术中另一种优秀美学传统。”“其

实，音乐原本就以抽象见长，太多具象描绘，反易流于浅俗。”“……

一个时期在音乐创作中各种具象描绘大量兴起，排除一些急于服务于

某种目的者外，更多的还是对于‘虚’这一东方美学的优秀传统从根本

上缺乏了解与研究。”

　　3）“散。更多是指结构。音乐是时间的艺术 ；这种在横向走动上

藕断丝连、动静相宜的韵律感，抽刀断水、此伏彼起的流动感，是中

国艺术所特有的。在许多中国传统乐曲中那种貌似无意追求，实则有

心精琢的散文式结构，显然完全有别于动机、模进、连接部等典型西

方古典音乐的美学观。”

　　4）“含。东方艺术特别注重内含，非常内向。”“……这种朝着音

的内部多方挖掘，进行分子——核子式的裂变，是东方美学在音乐创

作中的绝妙体现。”“中国民间音乐中的滑音、揉音、颤音，以及在同

音内部的微分音进行等，都是这一观念的体现。”

　　5）“离。在中国音乐中，‘离’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美学原则。”“……

在律制方面，五度相生就基于‘离’；”“……在音色方面，中国的民族乐

器独立性极强，很少如西方配器法所要求的那样融合、‘抱团’。”

　　显然，由于是出自我自己多年音乐创作的切身感受以及对当代音乐

（包括东西方各种流派）的认真分析比较，文中的一些主要观点，是经

得起检验的。经过这些年来的思考，我想再提出如下三点，以作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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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命题经纬观的补正。

　　第一，多层面的传统之河。“传统是一条河！”已故音乐理论家黄

翔鹏先生这句名言，形象地揭示了传统的本质。然而，一般多易从平面

视角来看这条“河”——滚滚自远古流来，又滚滚流向远方！而如果

用立体的纵向视角剖析它的横断面，我们就会发现这条河流竟有上、中、

下三层。居于上层（或称之为“表层、浅层”）的是一些最表象、最易

感受的诸如调式、音色、节奏等元素，以及与之相应的旋律、律动、

直至乐器，姑且称之为“技术层面”，属于“形态学”范畴。居于中层

的是一些固有的音乐思维模式，习惯性的乐思发展逻辑和表现方式，

姑且称之为“创作方法层面”，属于“逻辑学”范畴。处于下层（或称“深

层、底层”）的是美学观和哲学基础，可称之为“美学层面”，属于“美学、

哲学”范畴。三者既统一又独立、既作用又反作用地存在于这条河中：

中层控制上层（创作方法决定对技术的运用），上层又反过来影响中层

（不同技术的运用又影响创作方法的变化）；底层则左右着中、上层的

一切变化（哲学基础无疑具有决定作用）。

　　第二，全方位的继承与发展。立体式的多向发展，单向多向发展

相结合，这种全方位的继承发展观，是上述观念的逻辑必然。对传统

的继承与发展，可以在一个层面上进行，亦可在几个层面上同时进行。

可以在不动底层的前提下，上两层互动，亦可反过来从底层动，从而

影响上两层。总之，这种全方位、多层面的观点可使我们在继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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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既能三个层面同时并举，亦可分别行之 ；既不无视于全方位，也

不拒绝单层面 ；在发展单层面的同时要有全方位之局，在关注全方位

的同时不忽略单层面之势。兼容包蓄，多种可能。如果用这种观点来

看待乐坛上多年的争论不休，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豁然开朗。例

如，对民间音调的选用。有的认为可以用，即使是不用原型，也应模拟；

有的则坚决拒绝，认为如此“创作”，不能“入流”。又如，写不写旋律。

有的认为音乐不能没有旋律，尤其是对我们“民族习惯”而言；有的又

是坚决拒绝，认为一写旋律就不“现代”，不“专业”。其实争论的“点”

都还不高，如果我们只看一点，就事论事，争论还会继续，而且永无

休止。反之，如果我们全方位、多层面地看待这些争论，就会发现争

论双方并不在一个层面（请注意：这里没有正确与谬误、上下与高低之分，

只有差异之别）。因此各人尽可在各自不同的层面上，对传统的继承与

发展进行不同的运作。可以兴致勃勃地编选民间音调，也可以理直气

壮地写作旋律；可以采用西方“音色音乐”手段大做文章，也可以基于“书

不过语”、“大音希声”的东方美学观运运底气。

　　第三，多层面与全方位的辩证统一。当然，是为了方便起见，我

们才在这里对传统作分层叙述，而在实际音乐中，它们永远是既各自

独立，又相互制约于一个统一体中的。因此，当着手对传统继承与发

展的时候，真正的高手，必然会在纵观全局的基础上，去进行每个局

部的运作，充分认清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把握总体，调整局部 ；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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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以动全局。

　　其实，在生机盎然的当代音乐生活中，许多作曲家，早已自觉或不

自觉地在其作品中，对此有过不同程度的实践。说实在的，在中国音

乐已发展到 21 世纪的今天，在“技术层面”已被众多作曲家过多地翻腾、

挖掘的情况下，我认为，是到了稳下心来，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美

学——哲学层面”、集中到对“三个层面”的总体把握与“统筹兼顾”（而

非“单打一”）的时候了！而如果我们能在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根基方面、

总体方面有所突破，那将肯定会有一片非常新颖、灿烂的天地。当然，

天地很广，道路也长，许多不可预测的“新颖、灿烂”还有待我们去创造！

我们着实还需花大力气去做才行呢！

——2002/3/30  于北京　　

　　这篇发言中提出的两个论点，浓缩了我多年创作实践的经验与

体会，也融汇了我对当代音乐创作现象的分析与思考。实践——理

论——再实践——再理论，贯穿于我的各个创作过程，涵盖到我的

音乐创作各个领域，我在创作《塔克拉玛干掠影》时当然也不例外。

例如“空”，在第一乐章“漠原”、第二乐章“漠楼”之尾部、第四乐

章“漠洲”的织体安排中均有体现。又如“散”，在第四乐章“漠洲”

的结构上有明显的痕迹。再有“离”，通篇配器是建立在音色分离的

原则基础上，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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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塔克拉玛干掠影》的人文背景与时代风貌

　　如前所述，我在新疆生活二十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塔克拉

玛干边缘（阿瓦提、麦盖提等地），那里的风土人情、气候地貌、风

俗文化，甚至语言、艺术等无一不熏陶着我的灵魂，而且渗透到我的

血液里。尤其是在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我常常在极度苦闷之时，

面对沙海独自沉思、与之对话。“每当我一个人面对塔克拉玛干，灵

魂总是受到强烈的震撼，它使我直面人生、宇宙、历史、民族……

沙海茫茫，壮观而绚丽，奇异深沉，一种无以名状的情感在我心中

升起 ：炽烈中含着几分悲怆，纯情中又带一点哲理……”（这段摘自

我“创作札记”中的话，忠实地记载了我当时的心态）。当然，一旦

在夏日的夜晚投身到火热的“麦西来普”时，那激越的、带吼叫的“多

郎木卡姆”歌声，夹裹着那铿锵有力、错落交替的手鼓节奏，伴随

着从沙漠吹来的阵阵暖风，又让人陶醉得竟然能暂时忘掉这世上的

一切肮脏、卑鄙与龌龊！我想，这种深切的伴有这一时代特征的人文

感受，只有真正沉到生活的底层，无所求地、忘我长期地深入，灵

魂才能受到震撼——它是任何从书本上纯理性地搜索翻阅所无法获

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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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塔克拉玛干掠影》的民间元素与现代技法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新疆沉寂多年后一旦回京重新提笔，

真有万事开头难之感！记得在写作《塔克拉玛干掠影》之初，脑子竟

然一片空白！然而一旦进入酝酿构思，伴随着遥远清晰的记忆，许多

音程奇特、绚丽动听的音调飘忽而落，参差不齐、桀骜不驯的节拍

节奏执拗地急促奔来，那些高得近乎尖叫、低得又似闷雷、夹带着

不规律的撕裂声的“音团”，将我又带回“沙海”边缘。我在理清旋

律、音程、节奏、结构、音色等基本元素的基础上，突然发现最原

始的民间和最狂野的现代，它们竟然在更高的远端如此美妙地融合，

时而泾渭分明、各走极端，时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基于这一认识，

我在写作《塔克拉玛干掠影》时，对民间元素和现代技法同样重视，

放手大胆借鉴吸取，一切为我所用！它们大致体现为 ： 

　　民间元素

　　1. 以带有两个小二度（两端）、一个增二度（中间）的四音列为基

本的乐汇；

　　2. 具有升高四分之三音程的旋律走向的特殊使用（多为上行，间

或亦有下行）；

　　3. 八五、八七等奇数复合节拍的多种结合（3+2、2+2+3、3+4）；

　　4. 多种不同类型的优美动听的旋律，充满活力的节奏，奇凸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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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等等。

　　现代技法

　　1. 音块、音团（条形单群、多层叠置、雾态的、颗粒状的）的多

种使用；

　　2. 非常规性演奏（音色、音区的各种变化）的使用；

　　3. 泛音层的非常规使用（吸取泛音层的共鸣性，抽走其内声部，

形成“中空”效果等）；

　　4. 音色语言（绚烂的、粗野的、透明的、浓烈的）的使用，等等。

四、结　语

　　此曲是我的第一首大型民族交响乐曲，第一首反映新疆生活的

大型乐曲，第一首运用现代技法与民间元素结合的乐曲。正是这个“第

一首”，故既有创造性，亦有不足之处。如何以历史唯物的观点（这

是我们对一切作品的评定标准），客观地、历史地来评价、总结，无

论对我自己创作的提高，或对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都是极有价

值的！

　　这，就是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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