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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阮乐划出一个新时代
——刘星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礼赞

乔建中

1980 年代的中国民族器乐创作，犹如一座积蓄既久而突然爆发

的火山。在一种相对宽松，允许选择多种创作观念、创作技法的社

会文化背景下，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作曲家满怀求新求变的冲动，

谱写出一大批可以传世的新作。先有《长城随想》（1982）拉开序幕，

后有《第一二胡狂想曲》（1988）与之呼应，不到十年间，佳作迭出，

光焰四射，营造出现代中国民族器乐创作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辉煌

乐季”。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恰恰也是这个“辉煌乐季”的一

颗灿烂之星。

《云南回忆》完成于 1986 年，那一年，作曲家刘星二十四岁。

一位如此年轻的作曲家，为一件几乎淹没了许多世纪的古老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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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一首从真正意义而言完全改变了它在当代中国民族器乐领域历

史地位的优秀之作，这中间一定有某些有意味的故事，需要我们追

溯，也值得我们探究。

一、人生往事

刘星，1962 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82 年毕业于上海音

乐学院民族器乐系月琴专业。随后被分配至黑龙江省歌舞剧院民

乐队。但他很快发现自己“不适合”做专职演奏员，遂于 1984 年

辞职，南下北京。当时，辞职就意味着“失业”。所以，刘星曾在

名片里写上“1982 年毕业，1984 年失业”。但“失业”后他有了

一个新的身份 ：个体专业作曲家、演奏家，也即现在所谓的“自

由音乐人”。1990 年，他再度南下，开始在上海一个人打拼。从

1984 年至今，前后近三十年。三十年间，这位“自由音乐人”做

了一些什么？他为当年走出“音乐体制内”后悔吗？他在“体制外”

选择了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音乐人

生之梦？

 以我与他近些年的接触、交往，我的看法是 ：当年的“出走”，

完全是刘星这个人与生俱来的“个性”和“心志”使然。如果当年

没有“出走”之为，他就不会是刘星；如果当年没有“出走”之为，

也就没有后来刘星的一系列开拓、创新和成功。日前，偶然看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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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网球冠军李娜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一句评论 ：李娜是中

国体育体制外特立独行的典范（大意），我当时就想，在中国音乐

界也有一个“音乐体制外特立独行的”成功者，那就是刘星。

无论当时刘星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他作为中国第一个“个体专

业作曲家”（作曲家赵咏山先生在 1989 年评论《云南回忆》如是说）

所作的“出走”抉择，至少有两方面的追寻，一是为自己这个一向

有独立个性、不想受“体制内”种种条律束缚的音乐家，在“体制

外”寻找到某种生存、发展、创造的方式和空间，即使遭遇许多艰

辛曲折也不怨不悔。二是通过自己专心一意的钻研、探索，为“阮”

这件既古老又有特殊品质和巨大表现潜力的乐器，寻找更大的表现

天地，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为它开创出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一般人看来，1980 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环境，很难圆刘星的

这两个“寻找”之梦，它们不仅是理想主义的，而且还要冒很大的

风险。但不屑于生活戒律的刘星不在乎这一切，心志已立，他便义

无反顾，从哈尔滨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一步步走向自己认定

的目标。

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拼打、积累，他于 2003 年在上海莫干山路

50 号 11 楼 1 层建立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半度音乐制作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集录音、制作、出版、音乐沙龙、国乐雅集于一体，先后

举行雅集型音乐会 165 场，出版半度公司录制的唱片 14 张，如《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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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大歌》、《侗族情歌》和刘星的各类作品如《湖》、《树》、《大

洋洲》、《音乐瞬间》、《魔境十日》（new age 系列， 前三张为刘星作曲）

等，另有雅集音乐会现场录音唱片《出水莲》、《流水》。目前，“半

度”的雅集型音乐会，已经成为上海民乐发烧友们最向往的听赏场

所之一，“半度”所出的所有唱片，也成了中外专业音乐家必藏的

音响。特别是刘星和他的团队亲赴黔东南录制的《苗》，无论是录

音观念、音响质量、文案记录、封面设计，皆为国际一流。作为一

个小小的民间公司，“半度”用自己卓越的制乐理念，高品质的策划，

在上海赢得了越来越好的声誉。三十年前要寻找“生存”之路的意

念，变成“半度”顺风顺水的良性运作。刘星最终圆了自己的第一

个“寻找”之梦。

 刘星自幼学习月琴，是当代中国月琴名家冯少先的嫡传之一，

也是刘星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但进入“上音”后，他发现自己

更喜欢钢琴、吉他，也常常用中阮给同学伴奏，无形间与这件乐器

初结琴缘。在北京，他弹奏吉他演唱为自己积攒生活费，同时开始

编写中阮练习曲和教学，他喜欢上了这件乐器，并开始酝酿《云南

回忆》一曲的写作。有一次，他把自己无意间琢磨出的几个片段弹

给指挥家阎惠昌听，对方大为称赞，建议他写成三个乐章的中阮协

奏曲。有“知音”挚友的指认，加上自己那个时期不可抑止的创作

激情，《云南回忆》最终于 1986 年完成，1987 年在北京由张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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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央民族乐团首演。这是他“失业”后写出的第一首大型作品。

谁也没有想到，过去在乐队中被认为是“业务差”代名词的“阮”，

竟然潜藏着如此丰富的表现力，竟能演奏结构如此庞大的乐曲，竟

然有如此复杂多样的技巧！历史上这件用文人名字命名的乐器，今

天在一个青年作曲家的佳作中精彩“现身”。一部杰作恢复了一件

乐器的荣誉，甚而为它划出一个艺术的新时代，人在其中也再次展

现出他伟大的创造力。自《云南回忆》首演以后，刘星就把主要精

力投入“阮乐”的创作、演奏、教学和推展上。二十多年来，他系

统编写阮教材、从事阮教学，改编并出版中外古典名曲《广陵散》

和《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琴歌》，创作《孤芳自赏》、《第二

中阮协奏曲》、《山歌》等一大批阮乐。至此，他三十年前为阮寻找

“生存”出路的朦胧意念，也开花结果，梦想成真。

二、乐意探微

《云南回忆》获得成功所产生的效应是长远的、多方面的。毫

不夸张地说，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所有阮乐演奏家最喜欢的曲目，

也是考验其技艺水准的第一曲。其影响达到了人人爱听，人人爱奏

的程度。无论你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中国港、台地区以及新、马等地，

只要有阮，就有可能听到《云南回忆》，极而言之，它成了现代阮

乐的一首经典，也成为阮身份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的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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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效应是怎么发生的呢？用一句话回答：就是它来自作品本身。

1988 年，《云南回忆》在香港演出并准备在电台播出时，一位

职业乐评人梁宝耳在《信报》（1988 年 4 月 27 日）写了一篇短评。

他说 ：在《云南回忆》中完全听不到“例行公事式的乐句，但整首

作品流露出中国音乐的韵味”；“所用和声新颖而不新奇……更不以

制造怪诞抢耳音响为目的”；“曲式及乐句、乐段之组合十分符合美

学原理，对照中有均衡，均衡中有变化”；“主题乐句十分有个性，

证明作曲者有运用乐音组成有格局之旋律之才华，是一位伟大作曲

家之标志”；作者是“作曲技术主人而非技术奴隶，刘星将来必成

为国际之作曲大师”。应该说，该文所给出的评语，并不过分，是

一位对民乐有独到见解的乐评家的心语。

《云南回忆》从第一乐章那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短句主题开始（谱

例第 1～22 小节）就调动起人们的听觉，让你随着跳跃流畅的音符

不断向前。四三拍、两个前八后十六为一拍和四个十六分音符为一

拍构成的这个羽调式风格短句，如此新颖而又如此熟悉，让我们很

自然地联想到西南高原诸民族传统歌舞的欢乐场面。虽然，它与散

奏的吟咏性音调相互交错出现了三次以后就顺势隐匿了，但第一乐

章却因为有这个短句主题而大放异彩，犹如戏曲的“开场锣鼓”那

样紧扣人心。短句主题呈示之后，节拍转为四四拍，作曲家运用多

种节奏变化不断推进音乐的展开，有时以八分音符为主又不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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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分音符句型，造成流畅而跳动的进行态势（谱例第 289 小节～，

111 小节～），有时用八分音符的五六度和音以加强音乐的力度（谱

例第 102 小节～），有时连续用切分节奏使音乐跌宕起伏（谱例第

135～146 小节）。华彩乐段过后，第一乐章在更加热烈的气氛中结

束。这个乐章虽然多次出现包括华彩在内的独奏乐器吟唱性散板片

段，形成乐章内部的对比，但全乐章音乐的总体个性是一种欢腾、

愉悦的“忘忧”之唱，反映了生活于西南高原各民族民众以歌舞陶

养性情的淳朴生活。至于塑造这一欢腾、愉悦音乐个性的“内核”，

则仍然是音乐一开始那个让人难忘的富有青春活力的短句主题。它

正是作曲家“运用乐音组织有格局之旋律”创新才能最为充分地体

现之一。

第二乐章是一个充满山野气息、自由奔放、极具歌唱性格调的

慢板。曲笛吹奏的“引子”一起，耳边就像听到了云贵高原山歌的

某个“调子”。接着，独奏与笛、高音笙、中阮此起彼伏，相互对

奏，有如高原山民在劳作间的“盘歌”。而值得注意的是，独奏的

中阮也有一段“复音”型旋律，使歌唱更加丰满。自第 47 小节开始，

中阮声部连续用十六分音符组成固定伴奏音型，加上笙、笛和弦乐

短句时隐时现，独奏乐器奏出的则是快速、华丽、时高、时低、有

琶音、有和音、上下跳动不息的旋律片段，彰显了中阮的高难技艺，

也与本乐章开始部分形成对比。再往前，出现了第二乐章也是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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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回忆》最能激起听众共鸣、直入心扉的段落。它从第 73 小节

最后一拍弦乐拉奏开始，起初是中阮与弦乐和弹拨乐的，后来管乐

也全部加入，这时，宽广、舒展、绵长的音乐，汇成气势宏大的鸣

响，此时此刻，此乐此情，让你回忆起你亲历过的大山大河、高原

山地，刘星在这个时候写出的音乐变得像高山大河一样壮美雄阔（谱

例第 73 小节～）当然，为了回应这一乐章开始的山野之唱，音乐还

是在管乐与弦乐的缓奏和中阮的吟唱中，渐渐安静下来。

 与前两乐章不同，末乐章的开始，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前奏（谱

例第 1~20 小节），前奏音调气势雄宏，具有明显的召唤性。独奏的

中阮则以快速的同音反复闯入，一个下行的支声音调强化了音乐的

力度，有如峡谷里奔湍的急流，气吞山河，一往无前。这中间，有

时是管乐的长音，有时是弹拨的断奏，也有弦乐的拨弦，不断地渲

染、烘托、延续着音乐的浓烈气氛，并将末乐章第一部分（谱例第

21～91 小节）推进到这一段落的高潮。第二部分自第 92 小节起，

由高音笙顺势转为八六拍，音调的个性也因此而变得轻漫、流动，

遂与前面的欢腾热烈形成了很强的对比。这个部分又可以分成两个

段落，第一段从第 92 小节至 140 小节，第二段从第 141 至 255 小节，

两段都是八六拍，但前段的乐队配器较为疏淡，有意突出了独奏声

部。后面一段乐队渐渐变得厚重，特别是第 210 小节弦乐加入后，

舒展的线状旋律与中阮很有弹跳性的点状音调相互映衬，又不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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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乐声部的加入，一方面与前段旋律形成浓淡之别，一方面也为进

入第三乐章也是为全曲的收束段落做好铺垫。两个段落间，有四小

节由高、中、低笙演奏的过渡乐句（谱例第 141～150 小节），速度

放缓了，和声色彩却很浓厚，起到一种段落之间的间隔效果，也像

是两场民间歌舞的短暂间歇。

收束段是第三乐章第一部分的变化再现。它开始于前一段全奏

的结束，几件小型打击乐的快速击奏引出了中阮的一个炫技性片段，

它是本乐章开头音乐的变化重复。然后，从这里直到全乐章结束，

音乐的情绪越来越热烈，中阮与少量的几件乐器和乐队全奏轮番奏

出，前后经过六个回合的进进出出，最后以绚丽辉煌的全奏结束了

全曲。

纵观《云南回忆》全曲，就音乐的展开而言，可以说是一气呵

成，天衣无缝。题目所示，似乎是云贵高原多民族音乐生活的一幅

音画，但其气质个性，更像是一首极具青春活力的赞歌。全曲各乐

章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作者在三个乐章里统一

采用了“羽”调式，既大胆又不无依据，更不因为“统一”而使音

乐失去动力，使听众产生听觉“疲劳”。然而，仔细辨析，《云南回忆》

的三个乐章内部、三个乐章之间却又随时充满了对比变化。如，虽

然都是“羽”，但它们的宫系统不同，一乐章为 G 宫、二乐章为 D 宫，

三乐章再回到 G 宫。再如，速度方面，作者标记的是“中速（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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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的中板）——慢、自由（或呆滞的慢板）——快（或机械的快板）”，

使每乐章音乐在整体上都有了自己不同的音乐风貌。而在乐章内部，

段落间音调、速度、技法运用的对比，也是错落有致，形成“远近

高低各不同”的结构格局。如首章“短句主题”一连三次与“散化”

性乐句间的对比，末乐章前面四四拍与中段八六拍间的对比，特别

是第二乐章开始的自由吟咏与后面舒缓、宽广、大幅度音乐进行的

对比等等，皆可视为作曲家的匠心独运。

三、作法三味

为了进一步探寻《云南回忆》的创作过程，我日前与刘星有过

一次长谈。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云南回忆》是怎么写成的？

刘星说，《云南回忆》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手“弹”出

来的。从最初主题的酝酿，到全曲基本轮廓的完成，他都是通过自

己弹奏，自己听、审，等自己满意后再记录下来的。这应该是作为

演奏家刘星的一种特殊创作方式。它立即让我联想到，我们古往今

来的无数优秀的民间艺术家们，在他们进行民歌、民间器乐的“创

作”时，既是编者、作者，又是歌者、奏者（所谓表演），同时还

是自己作品的听赏者。正是在这样三位一体的音乐实践中，才产生

了千千万万首优秀的民间歌曲和民间器乐作品。对于熟悉阮这件乐

器演奏技巧、充满创作冲动、学过现代作曲技巧而又不愿意循规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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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才智皆备的刘星而言，他“选择”这种具有深厚传统的民间创

作方式，是顺理成章的，也被证明是成功的。其实，说“弹”出来

只是一种“表”，从“心”里流淌出来才是它的“里”。

刘星说，《云南回忆》的独奏和“协奏”是同步构思、同步写出，

而不是完成独奏部分的写作后再回头考虑乐队音乐的。当他对一段

独奏音乐基本满意时，他不仅已经有了乐队音乐的“腹稿”，而且

还会让乐队继续往前延伸，等到这个段落可以暂时停顿时，他再回

头根据乐队音乐的织体和情绪“弹”出独奏部分。这可能又是“刘

氏作曲”的一种特殊方式，我们无须判断它有无普遍性，但可以肯定，

采用“同步”写作方式，既可以给独奏与乐队音乐充分发挥的空间，

又能够保证其结构与语意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云南回忆》三个乐

章的音乐所以给人流丽、明畅，气贯长虹般的强烈感受，似乎与这

种写作方式不无关系。

刘星说，他写作品一向很“慢”。前不久刚刚出版的《琴歌》

专辑中，有几首是他编配并演奏的，一首这样的属于伴奏性质的乐

曲，他要写好几个月。《云南回忆》从酝酿“弹”出七八分钟的片段，

直到 1987 年首演，实际上也写了三四年。他准备今年十月交出的《第

二中阮协奏曲》，十几年前已经开始构思，近期才正式动笔，而最

后完成，恐怕还要半年左右。对于他来说，“慢”其实不完全是习

惯，而是一种创作理念和创作态度，是一种以敬畏之心对待音乐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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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严肃态度。我们曾有过一个口号叫“多快好省”，而历史证明，

想多、快，就很难好、省。经济建设如此，文艺创作也一样。我们

也有过一种讽刺叫“十年磨一戏”。追求数量、追求速度，结果肯

定是“欲速而不达”。前不久在一次座谈会上听一位中年作曲家说，

他过去写东西很快，但最近几年他总是提醒自己：慢一点，再慢一点。

为什么？慢一点可以有时间思考，慢一点可以有多种选择，慢一点

可以让乐思沉淀，最重要的是，慢一点可以保证作品质量。前文提

到刘星为《琴歌》写的乐队伴奏，以他对民乐队的熟悉程度，一两

天写出来一首也照样能过得去。可是当你听这些用几个月写出的音

乐，不仅为歌唱做了充分的铺垫和烘托，更成为歌唱本身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在该专辑中，他有意加大伴奏音乐的分量，通过前奏、

间奏和伴奏，极大地渲染了《琴歌》的主题内容，从而赋予流传了

一千余年的传统琴歌以某种当代意义。可以说，他的诸多新作，都

是因为坚守这样的创作态度和创作理念的结果，这里没有别的奥秘

可言，就是一个字 ：慢！慢才能“出细活”，慢才能出精品。

 四、“隐者”一瞥

多年以前，刘星在上海浦东高楼林立的一个角落里租下一个小

小的单元，用作自己的“工作室”，每晚工作到凌晨三点，翌日中

午起来，下午再开始写作、练琴、教学。积习已成，从未改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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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音乐有关非出席、参与不可的事情之外，他总是力求自己与“外

边的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让这个自己理想的都市“丛林”

尽量安静些、尽量纯净些。刘星的选择，常常让我想到古代的文人

逸士们，为远离纷乱的人世，他们遁入山野乡村，淡泊明志，宁静

致远，磨砺心志，著书立说，由此成大业者不乏其人。“现代人”

刘星一样可以隐于中国现代化、信息化速度最快的大都市一角，日

入而作，日出而息，心安理得，默默以行。它显然也不是一种习惯，

而是一种精神境界。当听赏到他一首首苦心孤诣、精细打磨出来的

新作，当那些清新本真的音乐在耳际回荡时，涌入人们心扉的，首

先应该是一份深深的敬意！

向世界上所有取独立精神创作音乐的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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