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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奏武鸣颂英雄
——琵琶协奏曲《花木兰》评析

匡　君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民族管弦乐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协奏

曲形式的作品，由顾冠仁先生于 1979 年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花木兰》

是其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在它和其他一些作品的启示与影响下，

协奏曲逐渐成为民族管弦乐创作中一种极具发展前途的体裁形式。

《花木兰》于 1980 年由上海民族乐团首演获得成功后，中国大陆、港、

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国家的众多民族乐团都上演过。这首乐曲

还在 1993 年“台北国际琵琶协奏曲大赛”和 2011 年“全国金钟奖

琵琶大赛”中，被指定为决赛曲目。它上演率高，影响广泛，是民

族管弦乐协奏曲中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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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协奏曲《花木兰》以北魏乐府民歌《木兰辞》为题材，生

动地描绘了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动人故事。元杂剧、豫剧、

京剧、评剧、弹词等众多传统戏曲和说唱艺术中 , 都有专门歌颂花

木兰的剧（曲）目。顾冠仁先生的琵琶协奏曲《花木兰》，用琵琶

和民族乐队协奏的形式 , 奏出了一曲具有交响性的女英雄颂歌，展

现出另一番意趣。协奏曲采用标题音乐的形式，借助西洋奏鸣曲式，

把民歌《木兰辞》的内容概括为三个部分：呈示部“木兰爱家乡”，主、

副部主题分别表现了花木兰温柔善良和英姿飒爽的不同气质。展开

部“奋勇杀敌顽”，分“入侵”、“出征”、“拼杀”三个段落，描绘

了英雄出征，战场上刀光剑影的激战场面。再现部“凯旋回家园”，

以花木兰凯旋还家为主题，再一次展现了一个脱去战袍的柔美少女

形象，以及她心系国家安危，随时准备重上战场的爱国情怀，是呈

示部的再现和深化。

作品具有浓厚的中国音乐色彩，是 20 世纪琵琶协奏曲中的经

典。一首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原因常是多方面的，在分析作品的

过程中，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最为突出。

一、浓郁的民族韵味

充满浓郁的“民族韵味”，是琵琶协奏曲《花木兰》给听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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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感受。除了选择民族性的题材、应用民族性的音调外，借

助传统音乐的表现手法来加强音乐的民族性风格，是乐曲的巧妙

之处。

作品巧妙地借鉴传统琵琶文、武曲的演奏技法，来表现不同的

内容，民族韵味十足，艺术效果强烈。呈示部充分运用传统琵琶文

曲技法的吟、揉、推、拉等来润饰旋律。其中，慢板的主部偏重轻

巧、柔美、轻缓的表达，勾勒出木兰温婉多情的少女形象，也描绘

出一幅色彩柔和、清丽秀雅的田园画卷。小快板的副部主题，除保

留传统琵琶文曲的一些表现手法外，琵琶还以快速的演奏技巧，把

木兰操刀弄剑、习武健身的飒爽英姿表达得栩栩如生，展现了花木

兰自信、坚毅的另一面气质。展开部中的琵琶独奏，则更多采用了

传统武曲的表现手法，充分运用“凤点头”、“轮拂”、“夹扫”以及

强力度的“推拉弦”、“绞弦”等技法，描绘了战马奔腾、英雄出征，

战场上短兵相接、刀枪齐鸣的激战场面。

除了传统琵琶文、武曲的表现技巧，《花木兰》的音乐中，还

把如古筝中的“刮奏”、二胡的“马蹄弓”、传统戏曲的“三通鼓”

等表现手法借鉴过来，让我们时而感受到古筝音乐的古雅意韵，

时而体会到二胡音乐中那种特殊的弓法气度，有时还似乎听到了

传统戏曲音乐中那种程式、场面所表现的特殊音响。这些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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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手法所带来的音乐语言，与中国深厚的民族音乐文化密切联

系，它们巧妙、有机地融汇于统一的乐思和格调之中，让协奏曲

这一表现形式，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神韵，也淡化了乐曲结构的“西

洋”印象。

为了表现花木兰灵巧矫健的艺术形象，除了借鉴传统的表现手

法，作品似乎还借鉴了钢琴、小提琴的某些音乐语汇，充分调动琵

琶灵巧的快速演奏技巧，音响新颖别致。如小快板的副部主题还常

用加花变奏的办法进行展开、重复（见例 1）。

例 1.

这里五声音阶式的分解和弦，把主题音调隐含在连续十六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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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的线条中。琵琶从第四弦的相把位开始，一直到第一弦的第四把

位，音域横跨琵琶的整个音区。这种长气息，密集快速的旋律跑动，

描绘了一幅花木兰“月下弄剑”的精彩画面。到了副部展开后的再

现中，副部主题又变成了主题骨干音与分解和弦相结合的双层次

（见例 2）。

例 2.

琵琶充分发挥第一弦明亮，第二、三弦柔和的音色特点，用中

指在第一弦上奏出明亮的主题旋律，大指和食指在第二、三弦上演

奏柔和细密的音型，两个层次极富动感。作曲家是否是从西方古典

“吉他”中得到的灵感，我不敢肯定，但其音响确实十分新鲜。

二、完美的琵琶音响

为了达到独奏与乐队竞奏的良好效果，琵琶独奏在音区、音

量以及调性的安排上都十分讲究。现今流行的琵琶，音域可分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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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三个音区 ：低音区（A-a）余音长，空弦音共鸣效果好，奏

和弦时空弦音越多，音区越低，其音响越丰满，越能获得戏剧性

的艺术效果。中音区（a- f 2）发音清朗、柔美，是琵琶技巧最能

发挥的一段音区。高音区（ f 2-f 3）明亮，但稍有些干涩。为了更

好地发挥琵琶的表现效果，这部协奏曲把琵琶独奏的主题，都尽

量安排在中音区，即使在表现激烈情绪的段落中，也不是把音区

移高，而是常用低音区加双音或和弦，特别注重用空弦音来加强

气势。

在调性的安排上，作曲家把主要主题的演奏，都安排在琵琶效

果最好的几个常用调上。主部主题“D 调”、副部主题“A 调”，中

间穿插有 C、G、F、 B 等调的一些展开变化。作曲家把一些采用

B 调的段落（如“入侵”段的反面主题）有意地交给乐队或其他乐器，

让独奏琵琶暂时休止。这种对乐器性能的精准把握和调性安排上的

讲究，让乐曲取得了良好的音响效果。

调高选择还要根据不同的主题性格特点来具体确定。在这首乐

曲中，为了刻画同一个人物的另一面性格，副部主题保留了主部主

题的一些音调和演奏技法，与此同时，在调性、节奏上又都与主部

形成强烈的对比，音乐更加流畅、活跃、挥洒自如。这里将其调高

安排在 A 宫系（ f 羽）上进行，琵琶演奏又恰好在最有表现的中音

区。更有意思的是，在再现部中，作曲家有意没有把副部主题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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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调（D 宫系）上再现，而仍然让它停留在 A 宫系的 f 羽式上。这

里为何没有遵守典型奏鸣曲式调性安排的基本原则？除希望引出回

顾性的“出征”音调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这个主题移到高四

度的 D 调上，那将会在琵琶效果不很好的高音区再现，如果低五度，

又失去了“花木兰刚健英武”的性格气质。

三、丰富的音色变化

在《花木兰》的音乐创作中，充分利用器乐独奏、重奏与合奏

的音色浓淡变化，是乐思得以推进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

给欣赏者带来层出不穷的新鲜感，让人久听不厌。即使在稳定性较

强的呈示性段落，作曲家也十分讲究音乐中的音色变化，除了充分

利用各种演奏技法获得微妙的音色变化和对比外，还利用乐队中不

同乐器的结合来获得变幻的色彩。

在呈示部中，主部主题共出现过六次，每次出现的乐器安排或

演奏技法都有变化。为了获得合理的音响平衡，突出传统文曲“轻

巧”、“细腻”的表现手法，作曲家开始有意强调乐器独奏与重奏的

发挥，乐器音响的横向安排不追求那种强烈的对比，音色浓淡也讲

究渐进式的变化。

主题的最初从琵琶独奏开始，到第二次出现时，乐器的安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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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把音乐分成了上下两片。

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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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8 小节（上片）是笛子与琵琶的重奏，竹笛和新笛是前景，

独奏琵琶是中景，弹拨乐组的六连音琶音是背景。琵琶对笛子的形

象进行补充，形成呼应式的复调织体。后 8 小节（下片）旋律，乐

器音色变成了二胡、高胡与独奏琵琶的结合，具有传统支声复调的

效果。开始，二胡和高胡八度重复演奏主要的旋律，琵琶加花装饰

与拉弦乐器的旋律时分时离，到了最后四小节，两个声部又汇合到

一起，成为齐奏式的进行。

主题第三次出现时，乐器音色的安排变化更加细腻，乐器的安

排分成了三个阶段 ：

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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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句独奏琵琶在低音区像在模仿古筝的演奏，意韵古雅，十

分别致 ；第三句琵琶回到中音区与新笛对位 ；第四句琵琶似乎在模

仿古筝刮奏的手法，并与二胡、中胡音色形成三声部的复调效果。

主题第四次出现时，色彩变得十分浓厚，独奏琵琶与整个乐队进行

竞奏，情绪变得十分活跃。为了达到与乐队竞奏的效果，琵琶独奏

不断出现一些快速的十六分音符六连音加花。这种安排和处理也更

加合理、自然地推动了副部主题性格的出现。

主题的最后两次出现是在副部结束后的再现。乐队全奏再现主

部主题，随后琵琶独奏换到了高音区，主题音调的最高音到达了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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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音区的极限。在拉弦乐安静的和声背景下，琵琶密集的摇指，音

色清亮、深邃，略带哀怨，呈示部的情绪也达到顶点。作品以浓重

的笔墨着力渲染的这种情感 , 也为接下来花木兰跃马疆场的英雄行

为作好了铺垫。

在展开部中，音色的变化和对比更加突出。不同的乐器音色和

奏法成了一种段落划分的标志，也成了引发音乐展开的重要因素。

这时的独奏琵琶注重传统武曲的演奏技巧，音乐格调雄壮慷慨、气

魄宏大。随着情节的展开，音色变化的节奏也更加活跃，琵琶独奏

与乐队全奏的音响相互转接、交织，时如战马奔腾，时如短兵相接，

时如呐喊助威，层出不穷，既很好地表达了音乐的戏剧性冲突，也

很好地获得了“民族性”和“交响性”的艺术效果。

琵琶协奏曲《花木兰》自 1980 年首演至今已有三十多个春秋。

它在音乐舞台上之所以经久不衰，得到听众的喜爱，特别是琵琶演

奏家们的喜爱，除了其合理的结构布局、优美的旋律、浓郁的民族

韵味、层出不穷的音色变化，作品中独奏琵琶的性能特点更是得到

了近乎极限的发挥，对琵琶的独奏技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文、

武曲传统技巧的全面掌握，长气息、宽音域的高难度快速技巧，以

及长时间与乐队竞奏的耐力等，都十分考验一个独奏演员的演奏能

力。除了独奏外，如何与乐队中的其他乐器在音响上进行协作和平

衡，如何共同塑造花木兰的两面性格，描绘那种史诗性、戏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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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冲突，对琵琶演奏来说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另外，由于顾先

生本人就是琵琶演奏家，对琵琶性能有着娴熟把握，许多地方让演

奏家在面临挑战的同时，又能得心应手地去诠释音乐，全面展现琵

琶的艺术美，并获得良好的艺术效果。这样，就不断激励着艺术家

们去充分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不断激励着他们去追求琵琶演奏艺

术的更高境界。今天，琵琶协奏曲《花木兰》成了许多琵琶演奏家

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在琵琶演奏艺术领域，也出现了众多对它进

行诠释的版本，在高级别的琵琶演奏大赛中，它成了检验琵琶演奏

家艺术水准的试金石。中国的琵琶演奏艺术，也正是在《花木兰》

这些优秀作品的推动下，不断地向前发展。

顾先生的音乐创作，十分强调与中国传统音乐一脉相承的关系。

“经得住听众的检验”，是其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一个民族总是凭

自己的欣赏喜好，创造自己的民族音乐。这种民族艺术特色和风格

的不断熏陶，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民族某些共同的艺术趣味，培养

和强化民族的欣赏习惯。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 ,

以及外来文艺的影响 , 人们的欣赏习惯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顾先

生为了创作出经得住听众检验、具有时代精神又合乎民族欣赏习惯

的作品，在探求具有时代气息的创作技法的同时，向民间学习，从

传统音乐中吸收营养，从传统喜闻乐见的体裁形式中寻找创作灵感。

李凌先生曾指出 ：“顾冠仁对传统的民族音乐非常热爱，植根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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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作品，不管怎样的延伸、铺陈，新生的音响，都和民族艺

术有深厚的血缘关系。它所展现出来的新枝、新叶，即使非常庞杂、

别致，也像在一个主干上长出来的枝杈。”① 在音乐创作多元化的今

天，创作观念、创作手法千姿百态。顾冠仁先生创作的音乐风格和

艺术特点，是多元格局中最为重要的一元。在中国当代民族管弦乐

创作的发展过程中，琵琶协奏曲《花木兰》的创作，推动了民族管

弦乐艺术的发展，对中国琵琶演奏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也有着突出

贡献。

　　①　引自《顾冠仁弹拨乐作品集》前言，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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