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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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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琵琶独奏：吴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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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孔子生

活的年代，“春秋”二字也常常被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的

代名词。这部作品以“春秋”二字为题，除了具有其特定

的纪念意义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借这意含深远的标题，来

抒发今天的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古老、辉煌而又博大精深的

文化成就的崇拜、赞颂和追溯之情。

这首协奏曲以其宏大的气势，朴实深情的旋律以及较

高难度的演奏技巧为艺术特色。也因其具有较深刻的思想

性而引人注目。在吸收儒家“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

地同节”“钟鼓管磬龠干戚”等音乐思想外，在作品的中部，

还引用了琴曲《梅花三弄》音调，借以升华音乐境界。“梅

为花之最清，琴为声之最清，以最清之声写最清之物，宜

其有凌霜傲雪之韵。”作品共分为五段：一、引子；二、行板；

三、快板 ；四、柔板至快板 ；五、急板。

创作时间 ：1994 年

首演时间 ：1994 年

首演乐团 ：中央民族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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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建平　作曲家，中央音乐

学院教授。曾先后获得国家交响

乐作曲比赛的最高级别奖项。同

时还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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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品有 : 交

响协奏曲《圣火——2008》，大型

梵呗交响乐《神州和乐》，大型蒙

古族交响音乐史诗《成吉思汗》，

歌剧《青春之歌》、《钱学森》，舞

剧《精卫》、《风中少林》，音乐剧《彩

云飘过山冈》，民族管乐《后土》，

笛子协奏曲《飞歌》，古琴协奏曲

《云水》，古筝协奏曲《洛神》等。

为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创

作的古琴音乐，为中央电视台大

型电视记录片《故宫》作曲。

作曲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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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协奏曲《春秋》的再思考

唐建平

引　言

1994 年琵琶协奏曲《春秋》首演后，应《人民音乐》杂志社之邀，

写了一篇当时作品创作的札记，如实地阐述当时创作中的一些想法

和经历（附篇后）。而时隔二十年的经历，在记忆多了些模糊的情

况下，也多了一些犹如旁观者的冷静。所以，今天能够说的，也就

超越了谈这一部作品创作的局限。

 这部作品写作的当时，创作经历不多，作曲的经验也很有限，

特别是在新音乐影响的时代中，作为青年的作曲者，总是希望作品

多有时代技术风尚。创作的想法、审美和努力总是在新音乐的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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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里徘徊。就这一目的而言，我失败了，而且失败得非常彻底。

因为，面对选定的这个题材，我无法回避，而且是完全彻底的被中

国传统音乐文化所俘获。所以，获得了作品中那些旋律、和声、节

奏等，他们带有的音乐风格、趣味和情感等，制约了我的想法，确

立不能融和新音乐的技术体系。那么，是什么因素在作品中显示了

艺术的力量呢？

一、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一脉传承的文心胸怀

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一种独特而独立的天人合一的虚怀大

气和典雅庄重的文化厚度，通过诗词、琴曲、书画和文籍等聚

合了一个扑面而来的文化世界，沉淀了经纬天下韵势和蕴蓄山

水的蓬勃力量。艺术得其意而得其灵心，得其壮义。自 1993 年

末到 1997 年间， 我先后创作了如《玄黄》、《春秋》、《后土》、《八

阕》等，题材都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

几部作品的创作是在被吸引中完成的。感谢中国历史留下那么

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特别庆幸的是有《梅花三弄》、《十面埋伏》、

《霸王卸甲》、《大浪淘沙》等等这样优秀的古曲。是他们给这类

题材的音乐作品创作注入了精神的活力和灵魂的力量。1993 年，

我在另外一个作品的获奖感言中曾经说过 ：中国文化历史的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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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使我们每一位致力于音乐创作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这富饶文

化的幸运子孙，只要置身于这悠远的历史文化长河，就会惊奇地

发现自己的创作灵感竟是如此的富有。当时这样说，虽然还带有

些浪漫的幻想色彩，但是经历过许多的创作之后，有了更多真实

感受和觉悟。

二、求天人合一的虚怀大气，而先于大的要义是寻求

以小见大的艺术出发点

艺术表现包容之大是大多成功作品的共同体现。而欲使作品表

现出宏大气质，首先是要找到以小见大的点。中国传统音乐作品中

文心胸怀的宏阔，都可感现其真实可见的情感隐含。感受到其中以

小见大通达艺术境界高度的途径。何谓大？大应当没有边界，没有

定型。大就必然要有心灵家园的原点。心灵家园要靠纯净聆神的真

情的守望。就题目而言，“春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至大概念，而《春

秋》中刻意回避了其中包含的所有具体事件，仅仅以抒发今人情感

为出发点，确定了以小见大的立意。我感慨的是，这许多年人们在

谈论这部作品时，很少有以具体的春秋历史史实来提出问题，这也

使我坚信和明白，艺术作品中的真和美就是艺术创作的核心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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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聆神静听、逍遥自由、得奇还中的艺术境界

体现文心胸怀，不应忽视的要义在于聆神。听音乐要聆神，用

灵心领略幽游于音外的律动的纵横。创作音乐更要聆神，恪守物我

两忘心无杂絮的境界。逍遥自由、得奇还中、灵心构思。驾驭音声

的纵横之道在聆神中获得更为广博的艺术空间。捕捉灵感要有聆神

静听的境界，提纯作品的理性逻辑要聆神思辨的过程，锻造音乐情

感要有聆神投入的执着。因此，聆神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聚合万般

逸趣的有效方法。 作品中引用琴曲《梅花三弄》的著名动机，得

益这样的聆神执着的启迪。如果说，能够比对年青时代写作这部作

品时，面对新音乐发展而产生过的失败感来加以评价的话，那种失

败感，即使是误打误撞，也真是难得的幸运。

我一直希望有关组织，能够关注音乐作品在音乐生活中生存的

情况。终于，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做了这样的好事情，虽然两届的

评选，我的两部作品获得入选，难回避窃喜之嫌。但我真是希望这

样的壮举能够坚持，相信他会在推动民族音乐创作中发挥日久弥深

的力量，让更多的优秀作品获得关注，将更多的作曲家推到音乐创

作的前线，让当代的民族音乐创作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展示的沉甸

甸的文化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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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我于 1994 年《春秋》首演后，发表在《人民音乐》

杂志的文章。

创作中的思考

——琵琶协奏曲《春秋》创作札记

应国际“儒联”的委托，为青年琵琶演奏家吴玉霞“千秋颂”

琵琶独奏音乐会创作一部琵琶协奏曲。这场音乐会是为纪念孔子诞

辰２５４５周年而举办的，无论是对于宣传和弘扬儒学文化还是对发

展民族音乐创作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既然音乐会是为纪念孔子而举办的，让写作的音乐与孔子相关

也就顺理成章。然而这并非就意味要用音乐来描写孔子生活中的具

体事件。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可贵品质之一，就是在于其超脱于具体

事物之上，去寻求音乐品格的提升。那么从哪里入手去确定将要创

作的作品的音乐品格呢？孔子的一生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周游

列国，不管其成效如何，其为实现理想而坚韧不跋的精神还是值得

钦佩的。特别是在其晚年回到鲁国兴办教育，实现了人生品格的最

后升华。想到此时，要想写的音乐在心中似乎已经明确。因此我曾

想以“归鲁”作为题标来创作这部作品。经过再三考虑，最后终于

选定了“春秋”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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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确定音乐的标题上，每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的特殊爱好。

我喜欢让作品的标题仅从字面上的意义甚至是语音的本身就能对

人的心灵产生冲击（至少是对我自己），让其能够包容更多更深刻

的人的思想情感。并希望通过将其放置在博大的表现空间内的展

示，而同更多的人产生心灵上的沟通。人世间天地之博大，岁月

之悠长，自然是给音乐创作所提供的最广博的场所。在半年前刚

刚完成的作品《玄黄》中，选择“玄”与“黄”二字为题，我也

是这样思考的，如果说“玄”与“黄”二字有“天”与“地”这

样空间的含义，并从中去向中华悠远的历史长河延伸的话，那么，

选择“春”与“秋”二字为题的目的，则显然是想从时间的纵向

展衍中去向横的广博的空间去扩展。虽然在确定“春”与“秋”

二字为作品的名字时还没有任何具体的音乐想象，并且也不敢肯

定是否能按时完成委约，但是它所能给予音乐创造和想象的天地

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

春秋时代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孔子生活的年代。

“春秋”二字也常常被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的代名词。要使作品中

的音乐能够和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产生联系，在创作思想上就应该

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音乐思想有一定的掌握。近一个时期以来，

随文化界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在音乐创作上，

众多作曲家努力吸取古代文化精髓，并使之同自己的音乐创作相结

186-300.indd   222 2014-3-7   11:06:15



223

合，这对于十几年来的音乐创作有非常大的影响。在这个文化的潮

流中，我的学习与创作也是获益匪浅的。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始

学会了从过去的文化沃土中吸取民族文化精神和思想，并以此来开

拓自己创作的思想园地。例如儒家礼乐中“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

与天地同节”的思想对这一作品的创作构思就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按有关资料解释，“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意思是，至美的音乐是和

天地一样的谐和，这样的音乐观显然是对于“礼乐”而言，同时也

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音乐有非常大的影响。在这里我接受了将音乐

与天地等观同视的博大境界，而没有拘泥于其中的谐和观念。过去

的音乐思想对于今天的现代人来说固然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并不

是约束我们一切行为的金科玉律。而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的现代人，

借古代源远流长的文化河流的动力而发自己的感慨，这样就不仅为

自己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给过去的文化遗产注入了新

的生机。这个问题上，我有如下的考虑 ：因为我在音乐中所要表现

的不仅仅是音乐的一种谐和，也不想将这个作品写成今天的礼乐音

乐，而只是想借“春秋”这一题材和儒家音乐上的韵意来发挥我对

数千年中华悠久文明成就的崇敬、热爱和追溯之情，因此，谐和的

观念对于这一具体创作来说是并非必需的。另外，在音乐的具体表

现形式上，也在礼乐思想中得到很大的启发。《乐记》中讲礼乐的

形式是“钟鼓管磬龠干戚”，而对于鼓有格外的重视。如事实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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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礼乐的产生，以及离开儒学的思想，鼓在我们中国历史的发展进

程中已经凝聚成为民族精神和生命力量的象征。因此，我在作品的

开头和结尾有意地用鼓的齐奏，这不仅是用来烘托情绪和创造氛围，

更重要的是借此震撼魂魄的音响来暗示并尽情地宣泄华夏民族的精

神和生命力量。

创作中的思想立意确定之后，为表达已经确立的音乐氛围的努

力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要使这收获得以实现并对创作产生

积极的影响，也只能是在明确的思想导引下去发掘它在音乐表现中

所能产生的价值，因此所谓的意外其实是暗含在积极努力的必然之

中。在进行音乐设计的案头准备时，我围绕已经确立的音乐主题多

方面地寻找音乐的具体乐思和表现手段，以便使设计出来的音乐能

有更多的音乐表现内涵，同时也为创作中所寻求的音乐尽快定位。

在构思音乐具体乐思的最有意义的重要突破，是在对春秋时代的年

代数字的偶然玩味上（前 770～前 476 ；前 722～前 430）。联系历史

上春秋时代的音乐意韵，再将这些数字化作为音符来比较，我欣喜

地发现它们之间有着那么多的巧合，抓住这一巧合并使其产生乐意，

不正是它为整个音乐作品创作所提供的借题发挥的良好契机吗？因

此我决定以此来作为音乐发展的线索，遵从自己的音乐想象而将其

形成曲调，并在多个鼓的前导下，以充满张力的乐队的长音为衬托，

由独奏琵琶以极限的力度、音区和大幅度的扫弹等高难度的技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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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奏。由它们所奏出的乐曲的开始，内涵丰富而又气势宏伟，完全

达到了我内心所感悟到的音乐境界。在紧接而来的各音乐段落中，

将这几个音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发展和变化，使其融入到各个音乐

主题之中，成为全曲音乐发展的统一因素。

有了良好的音乐创意和令人满意的开始，固然为作品奠定了成

功的基础，但是对于一部大型的音乐作品来说，仅此还远远不够。

随之而来的每进一步的音乐完善都不知要有多少问题等待解决。

例如在旋律的处理方面。民族乐器大都以演奏旋律为长，与之

相适应的旋律也意韵悠雅。然而对于一部要以较大的音乐结构来容

纳所要表现较多音乐内容的协奏曲来说，仅仅有旋律在上述意义上

的优美如歌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协奏曲这样的

西方音乐体裁用于民族器乐的创作上时，究竟怎样将其一系列的音

乐技法和形式，同民族乐器所擅长演奏的悠歌雅韵结合起来，并以

此来使所写的音乐在继承和保留古风精髓的同时，又在音乐内容的

表现和风格手法等方面拥有更多的时代性，从而推进音乐的创作进

程。这一道理看似十分简单，人所周知，然而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

也正是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在写作中常扰得人智枯力竭、束手无

策。那么，在这令人望而升畏的困难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问

题呢？其实这一在具体写作上所反映出来的音乐灵感和写作技术上

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各种不同音乐观念、风格技法融会贯通的

186-300.indd   225 2014-3-7   11:06:16



226

思维问题。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于对民族音乐中所包含的精神实质和

西洋音乐创作技法的精华的深入理解和掌握。细析西洋古典和浪漫

主义音乐，旋律在音乐表现上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并常因而被

称之为音乐的灵魂。但在音乐作品中各不同的结构部位中，它却并

非以一般意义上的旋律曲调那样永远是优美、连贯、清晰和完整。

就是在被公认的一些以旋律美为特色的作品中，真正完美的曲调也

不是到处开花的。这样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西方传统音

乐中的旋律所具有的音乐美的表现力，并非是在其曲调的一枝独秀

上所产生，而是随整个音乐富于逻辑性的发展变化和对比中所实现

的。简而言之，西方传统的音乐所建立起来的作曲方法中，旋律的

完整和“不完整”同等重要，而最为重要的是要找到这完整与“不

完整”在从其最小到音乐语言的基本结构（如乐节、乐句），到最

大至各类大型曲式及套曲结构中所隐含着的最基本也是最实质性的

规律。当在长期的努力后对此有所感悟时，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都应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协奏曲《春秋》的旋律写法的本身，

并没有单纯地依赖于西方传统音乐的旋律发展技术，而是借助于中

国传统联曲的形式和西方古典音乐结构经验，将用不同方法写出的

具有不同音乐情绪和性格的旋律组织起来。使音乐既避免了旋法上

的单调和情绪上的沉闷，也避免了因循规蹈距的音乐展开而造成的

形式上的僵化。完成后的作品，音乐结构环环相接、情绪起伏跌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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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部作品成功的关键，除对于整个音乐的统筹安排之外，最为

重要的还在于为揭示音乐主题而作的画龙点睛之笔。而要捕捉到这

一笔的灵感，常常是伴随着对所要表达的音乐主题思想的不断深入

和感悟。作品初稿的结构有五个较大的段落。第一段的音乐平铺直

述，开门见山，以强烈的紧张度造成了先声夺人的气势。第二段由

琵琶自己深切委婉的独奏缓慢地引出。隐含着某些春秋时代音乐韵

意的主题明亮而抒情，为音乐增添了超脱的品格。第三段音乐以较

为热烈的快板与前面形成鲜明的对比。紧接的第四段音乐又转入慢

板，音乐情绪较为凄凉。最后是具有巨大展开的终曲性段落，急速

和激烈的音乐发展，推起一次次高潮，直到最后引出辉煌的尾声。

上述几段写好后，虽然觉得音乐的发展和结构都较为合理，但总感

觉第四段的音乐较为薄弱。由于这一问题，不仅使紧张激烈的最后

一段的进入显得生硬，而且使音乐的发展动力受到影响。而问题的

关键是处于作品中间部位的该段，按常规应相对于作品的结构来作

相当规模的展开部。但是，当发现这个问题时，距定稿的最后期限

只有一天的时间。不仅时间上不允许，而且在音乐表现上也没有必

要。运用什么方法能使该段音乐的表现既能得到应有的强化和升华，

同时在音乐的情绪上又能给最后的激烈展开留有充分的余地呢？反

复地反省自己的创作思路，最后猛然意识到该处音乐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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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是缺少明确的音乐表现目的。而整个作品的主题思想正需要

在此段，在作品的结束段之前得到明确的提升。思前想后，忽然想

到了被国人视为超脱品格象征的梅花。古人有“梅为花之最清，琴

为声之最清，以最清之声写最清之物，宜其有凌霜之韵”之说。在

这个作品中，以梅花为象征来为音乐点题，不正是这部作品音乐表

现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吗。思想上的豁然开朗带来了一切写作难题

的迎刃而解。在音乐上先是运用逐渐过渡的办法引出琴曲《梅花三

弄》的五度特性音调。尔后运用琵琶的泛音和全体乐队强奏的对抗

来造成极为夸张的力度对比，使音乐在这里充分表现出一种前所未

有的明亮、喜悦和激动。极大地强化了音乐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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