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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民族生活素描
月琴协奏曲

1-61.indd   47 2014-1-10   18:20:25



《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创作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是一部为月琴首创的协奏曲。

该作品问世后，也多为柳琴独奏与乐队协奏

形式传播于舞台。创作前，作曲家曾深入北

方各少数民族地区生活采风，采集了蒙古族、

鄂温克族、赫哲族和鄂伦春族等民族生活与

劳动中最具特点的场景为内容，以简练生动

的笔触如同素描图一般，勾勒出四幅充满生

活气息而又形象各异的北方民族的风情画。

创作时间 ：1980 年

首演时间 ：1980 年

首演乐团 ：黑龙江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

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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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琴独奏 ：冯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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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津　作曲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德

艺双馨”艺术家。曾任黑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中

央歌剧院院长。现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中

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国家级优秀专家。

获国家级奖项的作品有声乐作品 :《我爱你，

塞北的雪》、《北大荒人的歌》、《我从黄河岸边过》，

第六届全运会运动员之歌《闪耀吧——体育之

星》，第三届亚洲冬季奥运会主题歌《亚细亚走向

辉煌》等。器乐作品 ：合奏《丝路驼铃》、《靺鞨组

曲》，月琴协奏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交响序曲

《一九七六》，交响诗《乌苏里》，月琴协奏曲《铁

人之歌》等。为香港委约写作双二胡协奏曲《乌苏

里吟》，为新加坡委约写作一台由“东西南北天地”

六部协奏曲组成的 1999 跨世纪音乐会《盛世迎新》，

为台湾委约写作柳琴组曲《满族风情》等。舞剧《渤

海公主》在香港演出并获文化部优秀演出奖、作曲

奖，音乐剧《鹰》在京演出获第五届文化部文华大

奖并获文华作曲奖。

作曲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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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好音乐的“老百姓”而作
——《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创作思考

刘锡津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国，举国涌动着改革开放的洪流。到处

是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古老的国家突然年青起来，四季如春，生

机勃勃。1980 年 5 月，我参加了一个文化部举办的民歌调演活动，

后组团到济南、南京、杭州、福州、厦门和上海等东南沿海省份巡

演，亲身感受到国家的兴旺和广大观众对音乐艺术的渴求。当时适

逢东北三省要在辽宁举办“沈阳音乐周”，为参加此项活动，我作

为一个年轻的作曲者，跃跃欲试地要创作出能够“拿得出手”的作

品。这就是《北方民族生活素描》的创作背景。

当时我们国家的音乐生活是《绣金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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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回过去了，邓丽君正火，流行音乐来势汹汹。而喜欢民族音乐的

广大音乐爱好者已不满足于“翻箱底”的老作品，极为渴望在音乐

舞台上听到新作品。

面对一个大型音乐活动的展示机会，面对广大音乐爱好者对新

作品的热切渴望，为完成这一重要的创作课题，我作了认真的思考

和选择。

当时，我的创作目标是 ：“这个作品”一定要受欢迎，要能够

比较长时间地活跃在音乐会舞台上，要有鲜明的特色，要尽可能地

做到雅俗共赏。换句话说，就是努力做到专业人士觉得作品里有东

西，老百姓喜欢听。

为此，我当时的创作规划是 ：因为我工作的剧院有一个多年在

一起磨合，非常成熟的 10 人民乐小乐队，于是，创作合奏曲《丝

路驼铃》（后来在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评奖获金奖）。因为剧院有月

琴和竹笛两位演奏家，就创作了月琴组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后

在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评奖获铜奖）和笛子曲《春潮》（后也被多

位演奏家经常演出）。

当时，为完成这些创作目标，特别是本文讲述的《北方民族生

活素描》，我作了以下的思考和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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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俗易懂的题材

要做到作品在音乐会上受欢迎，首先要有一个好题材，要通俗

易懂。有一个好的演奏家，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人保戏”的预期，

但是，题材晦涩难懂，台上演奏煞有介事，台下听众莫名其妙，这

样的作品，肯定不受欢迎。

为此，我想到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在黑龙江省，有十个人口具

有一定聚居规模的民族。我从其中选择了四个最有特色的民族作为

写作对象。

蒙古族是我国北方主要民族之一。人种属于纯蒙古人种，是黄

色人种的代表民族，语言为蒙古语。除蒙古国外，蒙古族人口主要

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河北、青海、

河南、甘肃等省区以及俄罗斯。全世界蒙古族约为一千万人，其中

一半以上居住在中国境内。蒙古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民俗活动——

“那达慕”大会。这其中有赛马、摔跤、射箭等活动，尤其以赛马

最具民族特色。于是，我把“赛马”作为呈示性的第一乐章，让作

品有一个热烈奔放的开头。

鄂温克族人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讷河县和内蒙古自治

区。鄂温克是民族自称，意思是“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2000 年

1-61.indd   53 2014-1-10   18:20:27



54

时人口为 30505 人。鄂温克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文字。鄂温克族的

口头创作有神话、故事、歌谣、谜语等，还善于用桦树皮刻剪成各

种工艺品。大部分鄂温克人以放牧为生，其余从事农耕。驯鹿曾是

鄂温克人唯一的交通工具，被誉为“森林之舟”。我选择“驯鹿”

为第二乐章，是因为驯鹿最具鄂温克人的生活特点。可以通过表达

鄂温克人与驯鹿的对话和特殊的情感，描绘鄂温克人的人文特点及

民族精神。

赫哲族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黑龙

江省同江县、饶河县、抚远县。至 2000 年，赫哲族人口数为 4640 人，

是全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赫哲族以捕鱼和狩猎为生，广为流传

的《乌苏里船歌》，是赫哲族最典型的生活写照。于是，我选择赫

哲族的“渔歌”作为第三乐章，以歌唱性的乐思，表达赫哲族最为

人熟知的在乌苏里江捕鱼的生活场景。

鄂伦春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和黑龙江省的塔河、

呼玛、逊克、嘉荫县和黑河市。“鄂伦春”一词有两种含义 ：“使用

驯鹿的人”和“山岭上的人”。鄂伦春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信奉萨

满教，崇拜自然万物，社会生产以集体狩猎为主。民歌“高高的兴

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面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匹猎马一杆枪，

獐狍野鹿漫山遍野打不尽”就是他们的特色生活。这样，紧张、激

烈地与大森林中的猛兽搏斗的场面，让我有了鲜活的创作思维，“冬

1-61.indd   54 2014-1-10   18:20:27



55

猎”就成了“素描”第四乐章的主题。

应该说，《北方民族生活素描》以被全国人民熟知的四个北方

民族和他们最典型的生活场景作为表达和描绘的内容，等于选择了

四个具有巨大含金量的制高点。后来的创作与演出实践证明，它们

是十分适合音乐表现的好题材。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和神秘感，可

以比较容易地调动听者的想象力，为他们欣赏音乐，体验北方民族

勇武强悍的独特性格与粗犷豪放又不失细腻的情感，提供了方便入

门的钥匙。

二、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

音乐作品要想通俗易懂，具有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至关重要。

听众通过聆听虽然抽象却可以了解和感知的音乐形象，去欣赏作者

给以他们的声音艺术和艺术感受。

《赛马》的音乐形象是那达慕大会、奔驰的骏马和勇敢的骑手。

快速奔驰的律动，是第一乐章的基础，也是热烈的赛场氛围。紧打

慢唱的歌唱旋律，是骑手的快乐与风采。全曲一气呵成，在奔驰的

高潮中戛然而止，演出中极富效果。

《驯鹿》的音乐形象是人与动物的对话，演绎人、动物与大自

然的和谐。以鄂温克族民歌为素材，跳跃而富有弹性的第一主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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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性的第二主题，或独立，或交织，对比、映衬出充满生活情趣

的生动画面。不时出现在月琴或乐队中的泛音、上滑音以及下滑音，

模拟动物的鸣叫，展示生动的对话场面，是从声音里极易感受到的

鲜活情景。

《渔歌》的音乐形象，是用音乐描绘乌苏里江上，以捕鱼为生

的赫哲人在渔舟晚归时“鱼满仓、歌满江”的欢乐幸福情景。源自

赫哲族民歌的优美旋律与独奏月琴独特音色的融合，表现出一种略

带原始纯朴意味的人文关怀。在全曲四个乐章中，这是最被喜爱并

被各种广告滥用的乐章。

《冬猎》的音乐形象，是严寒的冬日，茫茫的大森林里，勇敢

的鄂伦春猎人与猛兽搏斗的激烈场面。这是具有戏剧性冲突场面的

乐章。音乐中，渲染出原始森林的神秘和狩猎特有的紧张气氛。野

兽低吼，骏马奔腾，栩栩如生的搏斗场面扣人心弦。胜利之时，月

琴与乐队奏出欢乐明朗的旋律，抒发猎人满载而归的喜悦心情。

可以说，音乐形象既简单清晰又鲜明易懂，是通俗性器乐作品

的必备条件。人群中涉猎音乐不是很深的音乐爱好者，很需要这样

的入门作品。音乐文献像一座金字塔，有金顶作品，也要有基础作

品。我们作曲家应该关照各个不同层次的音乐爱好者，努力做到“百

货中百客”。现实中，恰恰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音乐作品，才

是听众和演奏者的所爱与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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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谨完整的乐曲结构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创作实践，我们很多作曲家冲破了传统

音乐的“束缚”，眼界打开了，创作思维自由了，充满活力的优秀

作品层出不穷。但是，往往也不小心忽略了严谨音乐结构所赋予音

乐的“谋篇”力量，值得思考。

我特别赞成李吉提老师的观点：“是不是音乐作品的技术越‘前

卫’，水平就越‘高’或越能代表‘未来’？我（李吉提）想未必。”

毕加索说，艺术只有“变化”，而不是“进化”。“在 20 世纪作曲技

术花样翻遍后，又回到平淡，回归自然。”

在普及性的音乐作品中，保持严谨的结构，甚至融入一些文学

思维、美术思维，作为引导音乐爱好者入门的“启蒙”之作，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方民族生活素描》以蒙古、鄂温克、赫哲和鄂伦春四个少

数民族的生活和劳动中最具特点的场景为内容，以简练生动的笔触

如同素描画图一般，勾勒出四幅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充满生活

气息而又形象各异的北方民族的风情画，是借助美术思维进行音乐

创作的有益尝试。

从速度上讲，第一乐章《赛马》为快板（Allegro）；第二乐章《驯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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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板（Andant）；第三乐章《渔歌》为慢板（Adagio）；第四乐章《冬

猎》为急板（Prsto）。

四个乐章速度不同，律动不同，互为对比，富于变化。

四个乐章调性不同又互相关联，以调式和声与传统和声互补，

强化动力，增强音乐的立体感。

四个乐章风格不同，旋律各异，既追求个性张扬，又保持总体

的和谐统一。

四个乐章中每一乐章都可以单独演奏，不失完整 ；第一、二

乐章组合，第三、四乐章组合，或其他组合，皆可完成乐章间的

对比 ；而四个乐章整体演奏，诠释整体构思，更可以达到较好的

演出效果。

四个乐章，还暗含一个“起承转合”的结构功能。《赛马》为

呈示性起部，一个热烈的开场 ；《驯鹿》作为承部，通过快板转为

行板的变化，连接与巩固皆为羽调式的主题 ；《渔歌》作为转部，

由行板转为慢板，把稍暗的羽调式转为明亮的宫调式，音乐更慢了

却更为不同 ；作为合部的《冬猎》转为急板，回到羽调式，照应首

尾，结束全曲音乐。

总之，通过对篇章结构的关注与谋划，使一部平常的音乐作品

增强了实用性、“观赏性”和音乐舞台上的活力与感染力，从而使

众多的演奏者和音乐爱好者接受与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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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好听好记的音乐语言

通过《北方民族生活素描》的创作与该作品三十多年的海内外

演出实践，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是 ：创作目标定位为能够经常演出

又被广大听众喜欢的音乐作品，具有好听好记的音乐语言，是重要

条件之一。

蒙古族、鄂温克族、赫哲族和鄂伦春族生活的地区，在动笔写

作“素描”前，我都有幸先后去过。通过观察他们的生活、劳动，

倾听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令人神往的传奇，聆听、记录、整理他们的

民歌，使我对这些民族的人文精神产生由衷的好感和浓厚兴趣。有

些民歌当时听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当和他们一起唱，唱熟了，才感

到这些民间艺术家保存他们祖辈留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的无穷魅

力。也只有“深入”了，懂得了这些宝贵遗产的精髓与神韵，我们

才能再创作，才能“浅出”。“引章摘句”式地使用民歌，只会生吞

活剥，不得要领，好比不同基因的肢体硬组合在一起，没个完整的

“人样”。

音乐作品，特别是面向音乐爱好者的普及性的作品，努力做到

整体“好听”，首先应该有“动听”的旋律。而通过学习民族民间

音乐素材再创作的“好听”旋律，其功力不亚于其他作曲技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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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好的、难忘的旋律中的内涵，是极为丰富与复杂的。其中有

特色的文化背景，强烈的风格属性，准确真挚的情感，简洁或复杂

多变的律动，以及富含各种发展可能性等等。在被许多作曲家忽略

的旋律写作上，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领域。在我们几千年的音乐

文化遗产里，除了少量多声、支声的“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是单

线条遗存。能否更好地继承民族传统，学好用好这些宝贵遗产，创

作更多、更好、更具代表性的民族管弦乐作品，这既是核心文化标

志，又是有效的捷径。

当然，器乐创作不同于声乐创作，从乐曲基因构思开始，就应

该是器乐化的，立体的，多线条的，即所谓交响性的。好比绘画中

白描与油画的关系，创作成熟的好作品，线性思维和立体思维都有

过硬的功力，才能达到艺术技巧和艺术形式上的完美。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好听与不好听是相对而言。作品从头至

尾全都“好听”，这样的作品未必能达到“好听”的目的。这样做

的结果，极容易因为全都“好听”而产生审美疲劳。只有“好听”

与“不好听”巧妙地对比、映衬，才能使好听的更好听，真正达到

全曲好听的目的。

在我们作曲家“圈里”，一般来说，都比较注重“大部头”作

品的写作。而在我们现实音乐生活中，恰恰是能够让普通音乐爱好

者喜欢、能够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的中小型作品极为稀缺。我特别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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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我们的作曲家在攀登音乐艺术高峰的同时，关注音乐生活中属于

“老百姓”们的热烈需求，这里既是我们创作的用武之地，也是检

验我们费尽心血写出的作品能否保留下来的考场。所谓“传世之作”，

不是比赛比出来的，应该是热爱音乐的“老百姓”们用他们的耳朵

听出来的。作为经典音乐遗产的《二泉映月》、《喜洋洋》、《花好月

圆》等，以它们顽强的生命力，历久弥新，还将长久地留在中国人

的音乐生活里。努力为喜欢音乐的老百姓创作这样的可以保留下来

的作品，是我们中国作曲家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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