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曲：刘　星

演　奏：中央民族乐团指　挥：许知俊阮独奏：魏育茹

云南回忆
中阮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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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回忆》作为我国第一部中阮协

奏曲，它把现代的作曲、配器等技法与

中阮柔美的声音相结合，成为民族器乐

创作改革的典范之作。《云南回忆》的出

现，结束了阮定弦多样、演奏缺乏规范

的局面，其丰富多样的演奏技巧和个性

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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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音响效果，不但提高了阮的地位和演奏水平，

而且成为阮演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创作时间 ：1986 年

首演时间 ：1987 年

首演乐团 ：中央民族乐团

阮独奏 ：魏育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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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星　作 曲 家。1974 年 开 始

师从月琴演奏家冯少先学月琴，1978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1982

年以月琴专业毕业。现为自由职业

者。刘星不仅擅长中阮、月琴演奏，

还具有非凡的创作才华，作品涉及交

响乐、民乐及影视音乐，还对新音乐

创作有大胆尝试。他曾创作了颇具影

响的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其他

主要作品有月琴与乐队的室内乐《天

地之间》第一、三、五号，民乐作品《动

物组曲》，慢板交响乐《无形之梦》，

扬琴协奏曲《云谁之思》等及大量

New Age 音乐。

作曲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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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回忆》创作由来
及艺术理念

刘　星

1982 年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歌舞团民乐

队弹中阮。平时没事就拿着中阮瞎弹，然后就弹出一首作品。1984

年应乐团之邀为“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写一部作品，于是我写了《第

二民族交响乐》，并请中央民族乐团阎惠昌来指挥。期间我给他弹

了那首瞎弹出的作品，他建议我发展成三乐章的大型协奏曲，由中

央民族乐团演奏。之后就是不断地弹，不断地改，大约在 1986 年完成。

我在习阮和进行阮乐创作的过程中始终沿着“艺术是精神的产

物，精神是体现智慧生命的唯一标示”，“创造力来自精神的空间——

思想的自由度、想象的自由度、观念的宽度是人类精神的空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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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空间的大小决定创造力，没有空间则精神死”，以及“高水准的

演奏平台是杰出演奏家的土壤，也是激发作曲家创作空间及热情的

基础”等等理念去进行探索和实践的。

在演奏和创作实践中，除阮乐器本身，我更多地感悟于大型民

族管弦乐队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其音响观念、演奏观念及艺术

判断等问题。为了理清自己的思路，我于 2001 年至现在，以《阮

技习谱》（书名，将于 2014 年出版）为题，把自己学习、体会的点

点滴滴记录下来。下面我且借用《阮技习谱》的“序言——民族乐

队的两大误区 ：音响观念与演奏观念”作为此次研讨会的发言。

民族乐队的两大误区：音响观念与演奏观念①

我说 ：西乐管弦乐队的缺点是 ：太和谐②。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缺点是 ：太不和谐。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是参照西乐管弦乐队模式而建立的，这本无

可厚非，关键是两种难以相融的观念同时存在于乐队之中，既用中

　　① 摘自《阮技习谱》一书的序言。

　　② 今天的音响观念，并非要追求完美的和谐，而是前提在整体和谐之下的包容性更

强的和谐，这与社会环境的进步度有关。西方交响乐队体现了大欧洲区域智慧的和谐音

响，所擅长的是欧洲文化的诠释与传播，体现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完美。在今天纷杂的

音乐种类、听觉需求、音响环境下，这种过于严谨与细腻（非指演奏表现）、完美而太

过光滑的音响，显得有些甜腻。

62-117.indd   78 2014-1-10   18:16:18



79

国传统、民间音乐①的观念建立乐队，又要参照西乐的音响观念，演

奏以西乐音乐体系为基础而创作或改编的作品，这就有问题。或者说，

从一开始民族乐队的创立者就没有想清楚，这个乐队是个放大的丝

竹乐队还是与西乐同水准但不同特色的符合现代音乐②理念的乐队。

一个丝竹乐队无论放大多少倍，其本质仍然是民间音乐，是以

各具特色的乐器叠加为主体，所擅长的是民族、民间、戏曲等区域

性音乐的横向织体语言，强调的是区域性特色。由于缺乏循序渐进

的发展过程，我们的民族乐队所做的仅仅是把各个民族、民间曲种③

　　① 民间音乐强调区域性特色，更注重文化价值，而非音乐本身。其音乐的产生有明

确的目的，音乐为这个目的服务。比如祭祀、仪式、庆典、情爱、劳动、生死、德操、

习俗等等（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及标准）。就像现今民乐作品几乎都需要一个乐

曲介绍，描述此曲的背景或要表达什么。这种现象符合当今华人的欣赏习惯。或者说，

尚未从民间音乐的观念中脱离出来。

　　民间音乐的内部特征 ：不同曲种遵循其内部的约定俗成，细节具有不确定性，或即

兴性，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特征 ；演奏标准首先强调曲种独特风格的把握及韵味 ；曲种

中的乐器是为曲种服务而非乐器自身在各个层面的发展 ；演奏的技术及乐器的改良是附

属的，这是由曲种的作用决定的。

　　② 现代音乐有两种定义 ：1. 美学范畴 ：是指音乐在不同时期的风格。2. 历史范畴 ：

是指以巴洛克时期为分界线，经过几百年发展，约在 20 世纪初左右基本完善的音乐体系。

其标志是 ：从宗教音乐、传统音乐、民间音乐等区域性音乐中发展而来，摆脱了与文化、

习俗的附属价值关系，形成独立的评价系统及独立的语言系统，其目的只是音乐本身，

而非音乐之外。因此更加注重音乐本身在音响、技术、结构、张力、音质、内涵等音乐

元素的价值，抒发普世情感，而非某区域某文化的情感。

　　本书所指现代音乐均为定义 2。

　　③ 民间音乐的各曲种在长期发展中形成各自的演奏标准及评价系统（同曲种在不同

区域又具有不同的特征），在一定区域内的曲种之间既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很难横向

比较。比如广东音乐与江南丝竹的音律概念不同，就无法在曲种之间比较音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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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乐器直接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却没有有效的改进 ：整体音响平衡

及整体融合性 ；乐队在音域、音质、音响上的张力 ；常规乐器所应

有的完善技术与系统等问题，使其处于传统非传统、民间非民间、

现代非现代之中。

在两种乐队的比较中不难发现，如果扩大到多过西乐两倍的弦

乐人数也仍然难以达到西乐弦乐群的音响，无论从音质、音量、音

域、张力上都不能。胡琴高音过于紧张，音量小，且音域窄。高、二、

中胡三件乐器的总音域加起来等于一把小提琴。很显然，把胡琴作

为乐队主体乐器这个方向的前途并不光明。

管乐方面，三种主要乐器各行其道，笛膜、芦苇、簧片。笛子、

唢呐太过个性的音质问题，太不稳定的音准问题以及与其他声部的

融合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笙是优秀且独特的乐队乐器，

可惜没有被合理使用。

弹拨乐器的使用更是混乱，不仅常规乐器的演奏与振动方式各

有不同致使音质差异太大而难以相融，而且音区重叠，使不同的音

质及乐器特点叠加在一起。以常规配置扬琴 2、柳琴 2、琵琶 4、中

阮 4、大阮 2 来看，人数最多的两件乐器不仅音质不融且音区重叠

（琵琶仅比中阮高一个大二度）。不融合的音质相叠必然会削弱力度

的质感及张力的表现。

从乐队的总音域比例来看，也是中间很大上头很小，这种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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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所产生的既不平衡又不相融的音响，使得扩大的人数非但不会

增加乐队的表现力，反而会降低表现力，使整体音响浑浊而乏力。

有时总觉得民乐不够整齐、重音无力、音响发散，虽然有乐师演奏

水准的问题，但首先是不合理的乐器配置造成的（这是华人的观念

问题，不是听觉问题），整体太不融合的音质会相互抵消，显得杂乱、

力不从心，暴露出乐队的局限性，从而降低了表现力。

一方面民族乐队需要大量的优秀作品以充实曲目库，而另一方

面音乐学院毕业的作曲家学习的都是西方音乐理论（民乐系学生所

学的也是西方和声学），在面对完全不同于西方体系的乐队音响中，

在这样混乱的音响、编制与演奏观念之下很难写出、奏出能让世界

认可的作品。

我说 ：自信来自你做的是你所擅长的。

为什么传统的江南丝竹乐队在演奏时表现的得心应手？各个乐

器声部都能保持个性又相互和谐及互补。因为音响观念、演奏曲目、

演奏标准与主体乐器擅长的统一与协调，音乐才动听。

由于文化的因素，大型乐队并不是我们所擅长的，至今我们在

很多方面都还没有形成真正有效的宏观、长远的观念。观念制约着

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型项目及民族进步。或者说，中国民族管弦乐队

的产生并不是民族文化本身的自然需求，而是被产生的。被产生极

易成为东施效颦，学形而略精髓，反把自己弄丢了，这恐怕非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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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民乐方面。

今天许多民族乐器的演奏家、乐师及音乐学院教师仍然把民间

音乐与现代音乐的演奏标准混在一起，甚至是按照民间音乐的演奏

标准及观念来演奏及要求学生，导致人们对概念及标准的混乱。比

如业界普遍认可在个人独奏音乐会上以演奏多种乐器来展示才能一

样（或同时教授几样乐器）。这种现象正是民间乐器长久以来的演

奏观念及演奏标准，反映了民乐演奏在现阶段尚处于民间音乐与现

代音乐之间。

今天的欧洲，仍然有许多这样的民间艺术家，他们可以在一场

音乐会中一个人演奏多种乐器，既演奏古长笛、古提琴，还能演奏

古弹拨乐器。

西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每一次重大的乐器改良中激发出大

量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又促使乐器进一步改良，使每件乐器的表

现力无论是乐器性能还是演奏能力都得到最大限度的伸张。由于在

演奏曲目、演奏标准、演奏技术、乐器性能等方面的完善，所以我

们看不到某个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同时又是著名大提琴演奏家的现

象。而由此奠定的现代音乐及大型乐队的标准，是跨区域、跨民族的，

可以使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人在同一标准下展示才能，所以其包

容性及演奏的空间更广大，更有能力表现更多类型、风格的乐曲。

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个“大型民族乐队”如果是在现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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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发展，前途极其暗淡。从金色大厅的结果不难看出，当这个乐

队放在世界范围的时候，清楚地暴露出由于乐队本身建制所带来的

尴尬，这种既不符合西乐又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音响，直白地讲，是

属于爱好者的状态，即自娱自乐、自我评价。

因此，首先最重要的是理清思路，才有可能解决几十年来的

困扰。

大型乐队有两个标准 ：要么纯正的传统（独有），要么够世界

水准。

在这个思路下就很清楚，华人可以有两种大型民族乐队 ：

1. 纯正的大型民间乐队。如大型广东音乐乐团、江南丝竹乐团

等，保持纯正的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的音响及演奏观念，体现各自

特色，只演奏以其音乐体系创作或编配的作品。这个容易，因为是

我们擅长的根基的东西。

2. 现代音乐体系的乐队。改造现有乐队使其成为与西乐同水准

但不同特色的乐队。这个很难，因为首先要解决现代乐队所必须具

备的两个基础问题 ：

第一个是音响问题。借鉴西乐音区配置均衡的音响观而非形制。

去掉或改良扁平型及过于个性音质的乐器，用音质圆润、融合性强

的乐器作为乐队的主体乐器。比如以笙群及阮群为主体的乐队，增

加整体和谐，变管弦乐队为管弹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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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演奏问题。把演奏标准分为两类 ：

① 现代音乐的演奏标准。

完善的演奏技术是现代音乐演奏标准的基础，也是与民间音乐

演奏标准最根本的不同。现代音乐以音准、节奏、音质、扎实的高

标准的基本功为基础（如本书所述的基本功定义），强调有系统的

精细分类的各种能力、各种技术练习，最终得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演

奏的表现力，完善现代音乐的评价系统。

高水准的演奏平台是杰出演奏家的土壤，也是激发作曲家创作

空间及热情的基础。

② 民间及传统音乐的演奏标准。

演奏标准的混乱不仅制约着现代音乐评价系统的完善，也打乱

了传统音乐本已很完善的系统。所以，音乐学院应该把现在的民乐

系分为（民族）现代音乐器乐系与（民族）传统音乐器乐系。两者

之间相对独立，各自对演奏的标准不同，评价不同。其目的一是让

传统及民间音乐能够相对独立的保持自己的特色与纯正，更好地保

护传统音乐的系统，更好地传承传统音乐的精髓。二是让现代音乐

系统真正独立出来，只有脱离民间音乐的观念、评价、演奏标准，

才有可能建立高技术水准的演奏平台。

总之，具备整体和谐、综合表现能力更强、拥有完善技术、具

有现代东方魅力的乐队才是中国民族乐队能够长远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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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音乐系统中，高标准的符合现代音乐演奏理念的教材是极为重要的基础。

除了推广普及、尝试新的编制、不断改良乐器制造、创作更多

优秀作品等方面，更重要的是提高我们自身的标准，完善我们的系

统①。对于现代音乐来说，技术始终是演奏最重要的基础。每一位

国际级的演奏家都必须具备九分扎实的技术，剩下一分是他们各自

不同的风格擅长、音乐感等部分。或者说，获得九分扎实的技术是

所有优秀演奏家的必经之路。这个扎实的技术是指在系统的、几乎

涵盖所有技术的长期训练后的结果，这是现代音乐演奏的标准，是

西乐几百年发展的成果，也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希望未来民族乐队

的成员和演奏家们也能具备这个标准，让我们从中阮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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