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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息  时代特征
——王建民的“二胡狂想曲”创作特征解读

钱仁平、唐　荣

一、王建民二胡狂想曲创作概述

自刘天华创作的十首二胡独奏曲问世以来，我国专业二胡音乐

的创作已经历了不平凡的一个世纪。期间，众多优秀的作曲家为我

国二胡音乐创作事业留下了大量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

精品，他们在充分表达与挖掘本民族音乐文化中独特的语言方式的

同时，积极学习、借鉴、融合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在共性之中有突

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将二胡音

乐创作不断推向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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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就二胡音乐的创作和探索来看，作曲家王建民

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在民族器乐创作领域中，他的作品不仅

数量众多、体裁各异，而且技术精湛、可听性强。以 20 世纪 80 年

代中后期创作的《第一二胡狂想曲》为标志，王建民以一种积极探

索的精神，持之以恒地耕耘在民族器乐创作领域中。其作品屡屡在

各类音乐作品比赛中斩获大奖。

主要获奖作品有 ：《第一二胡狂想曲》获全国第六届音乐作品

评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文化部举办，1988 年），《四季掠影》（单

簧管与钢琴）获全国首届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单簧管作品评选优秀奖

（文化部举办，1989 年），《幻想曲》（筝独奏）获文化部 1995“东

方杯”古筝大赛优秀作品奖，《天山风情》（二胡与交响乐队）获中

国首届“金钟奖”交响乐作品比赛铜奖（中国音协举办，2001 年），《第

二二胡狂想曲》 获中国第三届金钟奖银奖（金奖空缺，中国音协举

办，2003 年），《第三二胡狂想曲》获全国第十二届音乐作品评奖

一等奖（文化部举办，2006 年），《第四二胡狂想曲》获全国第十五

届音乐作品评奖一等奖（文化部举办，2011 年）等。其作品“二胡

狂想曲”系列、 《幻想曲》、《枫桥夜泊》等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久演

不衰并流传于海内外。有多首作品在各类民族器乐大赛中被指定为

必奏曲目。作品曾多次由中国交响乐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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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立实验国乐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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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爱乐交响乐团等在国内外的音乐会及艺术节上演。

在王建民众多音乐作品中，以四部“二胡狂想曲”最具代表性。

这四部作品分别取自云贵地区的民歌素材、湖南民歌及花鼓戏的特

色曲调、新疆地区民歌与西北民歌的素材，并将这些素材与自己的

理念以及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这些作品既中西合璧又雅俗共赏，

不仅在业界获得高度的赞誉，而且也得到广泛的流传，成为民族器

乐创作领域中杰出的代表。

《第一二胡狂想曲》创作于 1988 年，王建民为当时就读南京艺

术学院的大三学生、青年二胡演奏家邓建栋而作。在由文化部、广

电部和中国音协共同主办的“全国第六届音乐作品评奖”中该作品

荣获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继《第一二胡狂想曲》创作完成九年之后，从 1998 年开始构

思至 2001 年完稿，王建民又完成了《第二二胡狂想曲》的写作。

作品由青年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在江苏紫荆大戏院首演，2003 年末

荣获第三届“金钟奖”全国音乐作品比赛银奖（金奖空缺）。

创作于 2003 年 8 月的《第三二胡狂想曲》，是王建民为第三届

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全国二胡比赛所委约创作的二胡作

品。作曲家抓住了新疆音调中一些特点的旋法进行为核心材料进行

发展，特别是汲取了新疆民歌中调式交替的手法使音乐富有浓郁的

民族风格，作品于 2006 年获“全国第十二届音乐作品比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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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第一二胡狂想曲》创作完成二十年之后，2008 年受台北市

立国乐团艺术总监邵恩相邀，王建民为台北市立国乐团团庆三十周

年创作了《第四二胡狂想曲》。作为王建民创作中比较有突破性的

一首作品，这部作品既有中国气息，又有时代风格，成为了第七届

“金钟奖”民乐比赛暨 2009 中国江苏二胡之乡民族音乐节上的指定

演奏曲目，深受业内外人士的好评。

纵观王建民四部“二胡狂想曲”，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

在创作技法层面上，既保持了民族特色，又彰显出鲜明的创作个性。

最主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我国新时期民族器乐创作的状

况。因此，本文选择四部“二胡狂想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创

作特征的解读，能够为当代民乐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

二、四部“二胡狂想曲”解读

1. 有关《第一二胡狂想曲》的创作

在创作《第一二胡狂想曲》之初，王建民就要求对乐曲音乐的

语言、技法要新一些，难度要求高一些。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通过

创作实践对民乐学科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创作构思上看，《第一二胡狂想曲》是作曲家王建民自认为最

满意的一首。作为 19 世纪以来的一种音乐体裁，狂想曲常常取材于

民族音乐、民间音乐或流行音乐的音调，并以奔放的感情与炫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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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手法著称。王建民当时之所以选择“狂想曲”作为创作的体裁

形式，其中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以曲促技、推动学科”，必须

要让二胡曲具有炫技的特征并最大限度挖掘乐器的潜力与音色，进

而推动二胡技术的发展与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狂想曲的创作素

材一般来自于民间音乐，因此，王建民选取了云贵地区的民歌作为

《第一二胡狂想曲》的创作素材，在此基础上与专业作曲技术相结合，

进一步拓宽音乐创作语汇，使之能够既具有中国民族气息，又具有

时代风格，真正做到中西合璧、雅俗共赏。另外，当时我国民族器

乐作品的创作体裁相对还较单一，并且在曲式结构类型上多以三部

曲式为主，因此，作曲家在《第一二胡狂想曲》的结构上进行拓展。

作为四部“二胡狂想曲”的开山之作，当时将作品命名为《第

一二胡狂想曲》可能是一个伏笔。在随后，由于作品屡获大奖并得

以普遍流传，激发了王建民的创作热情。正如作曲家自己谈到的那

样 ：“我希望以区域性的创作，用不同的色彩描绘、表达出一个大

中国的主题，而不是将所有东西杂糅在一起。事实上，不难看出我

创作每首狂想曲的音乐语言，只是借鉴性地取用区域性的素材，并

加以创造性的融合而成。”

《第一二胡狂想曲》的整体结构性质为减缩再现的复三部曲式，

但是在结构内部突破了传统三部曲式的基本要求，内部由许多小的

段落对比并置而成，串联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作品在外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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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结构上为复三部曲式，但在内部却运用了民间戏曲曲牌体，民间

器乐中的套曲、联曲原则等，中西结构结合得相当巧妙。

在音乐的核心素材上，王建民经过多次采风与积累、构思到最

后实践，选用了云南山歌《心中的花开放了》、贵州苗族飞歌《毛

主席来到了》（见例 1）与云南弥勒山彝族《跳月歌》的旋律素材，

经过“提炼”、“扩张”、“重组”与“融合”的手法之后，作为《第

一二胡狂想曲》的核心音调进行使用。

例 1.

例如作曲家第一步在贵州苗族飞歌《毛主席来到了》中提取出

了“五音列”，并且宫音上方的大、小三度宫羽调式交替是其最为

主要的色彩特征。作曲家保留了飞歌音调的主要特征，然后将“音列”

按照“2:1:1”的音程模式进行重新排列成为“四音组”，在此模式

上连续向上构成两次形成八度框架内的“九声音阶”。这种手法与

法国作曲家梅西安的“有限移位调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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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胡狂想曲》中作曲家并不像梅西安那样平均使用，而纯粹是为

了色彩的需要、特殊音调的需要，自由地在旋律上发展，既可以保

持原始民歌音调的可识别性，又可以控制音乐的发展（见例 2）。

例 2.

2. 有关《第二二胡狂想曲》的创作

《第二二胡狂想曲》从整体上延续了《第一二胡狂想曲》的创

作手法，它的原始素材取自于湖南衡山汉族山歌《一塘清水一塘莲》

与湖南益阳汉族快板山歌《绿鸟绿肚皮》音调。相对于《第一二胡

狂想曲》而言，作品在整体曲式结构上并没有太受传统曲式结构的

影响，音乐的展开、对比、起伏布局合理。由于受到狂想曲多段落、

多主体的影响，《第二二胡狂想曲》在整体结构上与我国民间传统

器乐的散—慢—中—快—散的典型布局相类似，只是在末尾加了一

个急板部分，这也正是狂想曲体裁的一个重要特征。 

作曲家根据湖南衡山汉族山歌《一塘清水一塘莲》的音调特点，

提取出一个小二度、大小三度与小七度大跳特征音程，小二度在湖

南一些民歌素材中颇具特色，将这些音高重组后成为一个极具色彩

118-185.indd   124 2014-1-10   18:16:15



125

性的人工九声音阶（见例 3、例 4）。作曲家通过将原始民歌音调保

留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进行拓展，并充分发挥这些素材的各种移位的

可能性。同时，作品中的大多数主题都来自于同一个音乐素材核心，

作曲家只是在统一之中做了不同的变化处理。

上例音阶结构与原始民歌素材联系紧密、统一，同时对整部作品

的发展铺垫了良好的基石。作曲家在音调的塑造过程中，紧扣核心材

料，提炼出核心音调动机。通过音组的纵横展衍，构建了色彩多样的

声音形态，同时也更深入地挖掘了原始民间材料的内涵。作曲家本人

也谈到，在细部的音高组织上经常将不同调式色彩的音调叠置在一起，

如上声部是宫调色彩，下声部则体现的是羽调色彩，又或者是和声小调。

另外将不同调式色彩进行分程交替，同时又对旋律的主要音程进行移

位，从而控制在预设材料的范围之内。如“ — — ”移位到“ —

— ”，又或者“ — — ”（见例 3），虽然音级较为丰富，有转调

特征，但都是从核心音调中所延伸出来的，因此又仍属于调性之内。

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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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3. 有关《第三二胡狂想曲》的创作

《第三二胡狂想曲》取材于新疆伊犁民歌《古莱木汗》与哈萨

克族民歌《褐色的鹅》的音调。在创作这首乐曲之前，作曲家曾运

用传统作曲技法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二胡独奏曲《天山风情》。

虽然同是取材于新疆民间音乐素材，两首乐曲的技法和风格是截然

不同的，这实际上是一次创作的对比。《天山风情》全曲以小调为主，

多采用传统的作曲技法。而《第三二胡狂想曲》则提取了两首民歌

中的四音音调（C、E、F、G）作为全曲的核心素材，融合现代作

曲技法经过多种方式的变形处理，贯穿出现在全曲的始终。配合大

小调式的交替运用，更加体现了新疆民间音乐丰富的色彩变化（见

例 5）。

准确地讲，《第三二胡狂想曲》抓住了新疆音调里面的一些有

特色的旋法进行。作曲家并没有像前两部二胡狂想曲一样去选择

一个特定的音阶，而在音乐语言的宏观上划定它一个风格区域范

围。作曲家也坦言，当时想写带有西部地区的新疆风格，长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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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几首狂想曲中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比赛。作曲家写作这首作

品之前，分析、梳理、研究了大量的新疆民族民间音乐。但在此

作品中，并没有具体到使用特定的民歌，而是通过大致风格的限定，

从心而发地进行旋律写作。新疆的民间音乐很多都具有调式交替

的因素，甚至在一首短小的民歌里多达四五次的调式变化，色彩

非常丰富。在这部作品中也充分体现了调式交替与综合的特点。

另外，新疆民间调式的特点跟波斯、阿拉伯风格在某种程度上

是非常接近的。其一是调式色彩具有我们所经常听到的，通常认为

的一种和声小调的特征，比如《天山风情》、《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

干》。其二就是我们认为的“大调式”和经常见到的“商调式”。它

有一些特殊的旋法进行，通常是在乐曲开端或重要的结构位置以及

尾声部分出现类似的进行。比如说“c-e-f-g”——这就是很典型

的新疆音调进行。因此，这部作品也大量地使用了这样一组音组，

并以此作为核心作为创作旋律的蓝本，同时作为主导动机来组织整

部作品的结构（见例 6）。

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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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4. 有关《第四二胡狂想曲》的创作

完成于 2009 年 7 月的《第四二胡狂想曲》则是王建民创作中

比较有突破性的一首作品。正如《第一二胡狂想曲》选择云贵地区

的民歌作为创作素材、《第二二胡狂想曲》选取了湖南民歌及花鼓

戏的特色曲调、《第三二胡狂想曲》选取了新疆民间音乐曲调那样，

《第四二胡狂想曲》则选择了西北民歌，这也正是作曲家选择区域

性民族民间音乐作为创作思路的一贯手法。

乐曲选用《脚夫调》、《红太阳照亮了刘家峡》与《黄河船夫曲》的

音调作为核心素材，通过对民歌中的四度、二度核心音程的提炼、变化

与重组而获得发展，具有宽广、高亢、有力的西北民族风格（见例 7、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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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在创作之初就将陕北民歌的音程结构进行定量分析与统

计，纯四度与大二度包括其转位纯五度与小七度是陕北民歌的核心

音程，穷尽了音高组合的各种可能性，例如在陕北民歌《脚夫调》中，

“G、C、D、G”四音列是骨干音，而“A”音则是辅助音。在确立

了核心音调之后，作曲家通过对音调模式的逆行、倒影、倒影逆行

的手法来取得变化，并通过运用对核心音程“单叠”、“混叠”、“镶

嵌”的手法来构架、繁衍、扩张整首乐曲（见例 9）。

例 7.

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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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

三、结　语

从四部“二胡狂想曲”的创作思路上来看，自 1988 年受二胡

演奏家邓建栋委约而创作的《第一二胡狂想曲》问世，到 2009 年

10 月为“第七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乐比赛”创作的《第四二胡狂

想曲》，四部“二胡狂想曲”的创作经历了二十多年。从选取云贵

地区的民歌作为《第一二胡狂想曲》的创作素材，将湖南民歌及

花鼓戏的特色曲调融入到《第二二胡狂想曲》之中，具有新疆音

调风格的《第三二胡狂想曲》，到《第四二胡狂想曲》又选择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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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民歌。作曲家王建民在四部“二胡狂想曲”的写作中具有比较

清晰的写作思路，分别选择、借鉴不同区域性的音乐语汇，用不

同的色彩描绘并加以创造性的融合，进而表达出一个“大中国”

的主题。

在创作理念上，充分挖掘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经过

提炼、加工、重组，并以现代作曲技法加以融合、创造，在保持民

族民间音调风格可识别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特别是在旋律的写作

中常常体现出对旋律写作的思考，因为在西方旋律写作与展开方式

上主要是运用动机发展手法，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多属于线条性思

维。因此，王建民在旋律素材写作上既与当代作曲技术相吻合，又

不受各种约束的限制，并强调音乐的可听性，将精美的艺术形式与

语言结构相得益彰地结合，真正做到雅俗共赏。

在创作技法上，作曲家注重精雕细刻与反复推敲，作曲家通常

要经历多个步骤进行创作准备。首先从民间音乐中提取有特点的素

材经过加工、改造形成与音乐风格相符的核心音调。其次，在“核

心音调”的基础上，植入其他音，并衍生出其他音调，进而合成“人

工音阶”或“人工调式”。跟其他作曲家不同的是，王建民不是均

匀地使用“人工音阶”的各音，而是将“核心音调”抠出来进行强

化，在此基础上进行重组、展衍，丰富了作曲素材的资源。在纵向

上，将“核心音调”中的或者“核心音程”融入和声中去，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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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旋律的风格统一的和声语言。在曲式结构上，不单纯套用西方的

曲式结构，而是根据创作的实际需要将两者有机融合，在大的方面

多以三部性的结构思维为框架，而在内部则强调段落结构之间的渐

变、对比，强调合理的展开逻辑。如“唐大曲”散—慢—中—快—

散的结构、还有民间戏曲曲牌体、民间器乐的套曲和联曲原则等。

综上所述，王建民作为在民族器乐创作领域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为丰富当代二胡作品曲目，乃至二胡演奏专业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都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二胡音乐创作既与大众的审美相应，又具

有自身独特的个性。努力追求在二胡音乐创作中的不断更新与探索，

最终将“中国气息”与“时代特征”有效地结合。特别是他的四部

“二胡狂想曲”，无论是在创作技法、曲式结构、风格特征，还是在

音调选择、提取、重组等方面，既保持了民族音乐的特性，又具有

精湛的技术手法。他的创作运用现代作曲手法，既在保持了原生态

民歌可识别性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程度的创新，为我国的民族音

乐创作增添了大量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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