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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时代之绚丽　绘少年之韶华
——评女声合唱与民族管弦乐《破晓》

蒲　芳

2012 年在北京音乐厅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庆 55 周年音乐会

上，初次聆听了女声合唱与民族管弦乐《破晓》，非常震撼，同时

还有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因为该作品的词曲作者都是我熟悉的中央

音乐学院研究生，一位是作曲系的硕士生白浩钰，一位是音乐学系

的小才女陈心杰（现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攻读民族音乐学博士学

位）。说到白浩钰，这些年没少听他的民乐作品，比如三弦重奏《鹊

起》、《京韵悠悠》，弹拨乐重奏《情系弹拨》组曲，是一位潜心钻

研民族器乐创作的青年作曲家。不过，《破晓》给我的震撼更多地

来源于两位“八零后”的创作构思及艺术才华，尤其是音乐中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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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灼灼朝气、奕奕神采，让整部作品的内涵超出原本“庆贺”之

意，仿佛引领着未来中国音乐的期望。

此次听闻《破晓》获得了今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颁发“新绎

杯”的创作比赛银奖，更是觉得它荣之所归。于是，便有了借此认

真研读这部新作的念头。

一、谨简得当　立意朴实

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必定是艺术家深思熟虑的经验积累，也必

定在最初的构思和最终的呈现上有所体现，选材立意及铺陈布局的

设想是创作者首先要考虑的。

（一）选材与立意

“借景抒情”式的构思虽不新奇，但在迎合“庆贺”，弘扬“精

神”这一层面来看，《破晓》反倒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传统的“庆

贺”必定是大吹大擂，热闹非凡。作者借助“破晓”自然景观中

丰富的色彩变幻，和那随着时间流逝万物复苏的情景，恰好反映

出青少年蓬勃向上、无限动力的精神面貌。《破晓》的情景是由“暗”

到“明”，由“静”到“动”，这其中多变的层次与运动的过程，

正是音乐展开、变化的极好时机。题材的选择给音乐的创作带来

了宽广的想象空间，也给这部“庆贺”类型的音乐作品披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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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而又新奇的“外衣”。

合唱部分的歌词是陈心杰根据白浩钰的音乐填写的，其中文辞

不仅清新秀丽，声韵生动，且立意高尚。全诗十九句，通过对自然

景物的生动描写，逐步地展开对“破晓”的诵咏 ： 　

　　晨光熹微，月华散，

　　虹云天边，夜幕退走 ；

　　微风唤醒沉睡的竹林，

　　潺潺小溪轻语，

　　看一颗金星从东方升起，

　　悠悠天亮……

　　晓风微凉如水，

　　朝晖斑斓如画，

　　晨雾朦胧，

　　一半昨日，一半今朝，

　　一缕霞光在东方 ;

　　灵雀莺啼在山岗，

　　粉蝶翻飞露水间，沾湿了翅膀，

　　韶华路上是谁在耳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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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唱，追梦啊，追梦啊……

　　　

　　看春色芳菲、万物生香，

　　全是少年模样，

　　以青春的花蕊孕育希望，

　　共赴盛世流光！ 

第一部分即为前六句，是对星辉未退的晨曦进行描绘，通过点

出“一颗金星从东方升起”来象征音乐的主题。随后的九句构成了

第二部分，其中前五句描绘了晨雾迷蒙中的一缕霞光凸显，这时“破

晓”的景象已经呈现。紧接着后面的四句是具体突出万物复苏，以

晨光中雀蝶飞舞来象征着孩子们欢笑歌唱的场景。最后的四句构成

全诗的高潮部分，并点出“少年模样”“盛世流光”这样一些象征

意义很强的词语，明确了“庆贺”的主旨。诗文充满着柔美浪漫的

气氛，既描绘了破晓自然景观变换的过程，又点出象征主题不断发

展，走向辉煌之意。其中语辞文雅曼妙，不落俗套，声韵生动，为

音乐不断深化立意，增添了别样的情趣。

（二）合唱与乐队的关系

据作者介绍，《破晓》是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合唱课及民乐学

科合奏课而创作的，因此创作中必须兼顾女声合唱与民族管弦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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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2012 年附中校庆演出时，合唱声部是由 90 位附中女学生组

成的，清脆柔美的少女合唱音色无疑为整部作品增光不少。

首先，从音色上分析，由于我国民族乐器的特殊音响个性，在

组建为民族管弦乐队的过程中，始终无法达到西洋管弦乐队那种纯

净、集中的乐队音响，民族乐器的个性音色常常导致乐队合奏音色

纷杂混乱，特别是民族管弦乐队中拉弦乐器音色薄弱，造成横向线

条音色不明朗无穿透力的现象。女声合唱的加入恰好解决了这个问

题，使得乐队可以从容地展现自己擅长的声部及音乐。

其次，此处所用的女声绝非是一般合唱团的女生声部，而是附

中的女学生组成的少年合唱团，因此其合唱音色是保存童声音色之

后的清纯，如果换做成人女声合唱队将失去少年那种未成熟的清纯

质感。

从整部作品结构安排来看，合唱与乐队的关系也设计得恰到好

处。全曲由引子及三个部分组成，合唱声部从一开始就与乐队一起

演绎，但在第一、二部分，它仅担任人声音色的“配角”工作。特

别是第二部分当音乐逐步到达高潮的时候，合唱队也不过就唱了一

个“啊……”，随着乐队激动的音潮，合唱队干脆演变成拍手、跺脚，

一下子使得合唱功能变成打击乐一部分。当然在舞台表演的过程中，

拍手、跺脚等肢体行为的意义绝不是增加某种音色的作用，而是更

好的活跃因素。当音乐行进到第三部分（即再现部分），此时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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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成为了主力，作曲家也安排它再现两个音乐主题，并给合唱队

配写了二声部，使其真正担当象征清纯少年的主要角色。

此外，从歌词的安排也能看出。全曲十九句歌词，音乐的前

两大部分只用了六句（即歌词的第一部分），而最后再现部分用了

十三句，如果算上重复，则达到十七句（见附图）。这种悬殊的做

法足可证明作曲者的构思 ：乐队音乐为主，合唱锦上添花。即便

如此，在音乐中每次高潮呈现的时候一定有合唱队的参与及体现，

使得“合唱”在全曲的地位中不容忽略且起到点睛调色作用。这

样细致的设计和考量，才能获得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内容又深化了

内容的结果。

乐队与合唱关系图

音乐结构 引子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歌词结构 第一部分 第二、三部分

人声布局 哼鸣 第 1 句 第 2～5 句 + 拍手跺脚 第 6～13 句

情绪布局 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

纵观全曲，虽然作者的设计精致细腻，但却未使人感到繁复臃

肿，似乎一切都很清晰明了，简朴易解，适合青少年学生演绎。在

保证全曲艺术性的同时，又不失其深刻的思想性，同时还兼顾到实

用性，从而反映出了创作者谨慎细致的创作态度和朴素务实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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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唱奏有秩　不拘一格

专业创作中乐思设计的呈现和有序安排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

是考量一部作品专业水准的重要标准。音乐中旋律、节奏、和声直

至整体配器均是考察的对象。《破晓》在音乐构成上延续总体构思

简朴、实用的想法，作曲家在音乐主题的设计和衍展上充分着力，

在乐队配器上凸显个人独立的风格。

（一）音乐主题的创作

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主要创作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体

现晨光变幻的柔美音调。最开始由梆笛吹奏，继而由弦乐声部呈现。

全曲第一部分的音乐主要建立在这个主题上。

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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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音调虽然在音高上没有呈现出多么复杂的现象（好唱易记

的歌曲化旋律），但旋律中调式调性的多次转换（A 大 -F 宫 - B 大 -G

大）恰好象征破晓黎明，天色由青变化到红的七彩景观。另外，主

题的音高安排呈分解和弦式，使得音调在色彩多变的同时，为后面

音乐纵向层面展开安排了较好的铺垫。

进入较为活跃的第二部分，作曲家第二个主题虽然不像第一主

题那样具有强烈的和弦框架，但第二主题的调性安排与第一主题仍

保持了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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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第二主题由于要契合第二部分音乐活泼跳动的形象，因此在音

高安排上呈现阶梯状，但其主要的调性仍在 A 大调与 F 大调，即

上行 A 大调，下行 F 大调。这个旋律明显不是为合唱队而创作的，

它是典型的器乐化语言。与八五拍混杂在一起，更形象地刻画出青

少年积极向上却又好动的特点。这个主题在第二部分全曲高潮时，

作曲家把最开始的两句音调做了变化，把调性改为 a 小调到 c 小调。

另外还把音符的时值加宽放慢，从而构成一个较为激越抒情的颂歌

式主题（第二主题的变形），由合唱队咏唱出来，增强音乐情感的

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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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第二主题与其变形对照

这个变形主题在第三部分中与第一主题共同成为合唱队的歌唱

音调，对深化音乐的内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旋律的音高是

建立在和声基础上的，因此每当调性变化时，都会有明显的色彩变

化。这个旋律并不是依据传统民族调式设计的，因此它的演绎展开

为《破晓》这样一部民族管弦乐作品增添了“时代”因素。也正是

调性和声变化的作用，使得主题旋律与变体之间有变但又可寻其变

化之径，作者较好地处理器乐旋律与歌唱旋律的区别和特点，为合

唱队及乐队演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今天的音乐创作中，在旋律

音调上能下功夫的作品不多，因此这一点也是促使我对这部作品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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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待的原因。

（二）乐队配器的特点

曲作者白浩钰在近几年的民乐创作中，对民族乐器的音响色彩

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他的《京韵悠悠》及组曲《情系弹拨》

都在处理弹拨乐器方面有出色的表现。自然，在《破晓》这部作品

中作者也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在这部作品中第一部分开始进入部分及结束部分（例 4），作

者两次用同样的素材呈现“灵雀莺啼在山岗，粉蝶翻飞露水间，沾

湿了翅膀”的自然景观，其中弹拨乐器间节奏、泛音错落有致，的

确是很精彩。

例 4.

第一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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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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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之后，不难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第一次呈现是灵动，通过

琵琶、中阮、大阮泛音弹奏，体现雨滴错落的声响情景，而第二次结

束部的呈现，虽然音量不强，乐队织体与第一次基本一致，但去掉了

琵琶、大阮、中阮的泛音，还将阮族乐器的织体进行改变，使乐队音

色更为实在，为即将接续的第二部分顺利衔接做了良好的音响准备。

这部作品最初听完，就让人对其中节奏部分感兴趣。仔细查看

总谱后，我感觉其节奏因素的体现与其乐队的配器是密切相关的。

因此，此处我试图站在乐队音效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些灵动的节奏。

这部作品中最突出的节奏就是八五拍的运用，特别是作者把节

拍细分后所构成的新样式。在例 2 中，作者将前三个八分音符劈开

成为两个带附点的八分音符，这样在节奏感觉上就与后两个八分音

符造成对比，如果化为十六分音符，就感觉是三等分八分音符与二

等分八分音符的对峙，再与阶梯式音调结合后，有一种向前倾冲的

感觉，作者为这里安排了弹拨乐组的乐器，这种点状的音色与这样

不安分的节奏律动结合在一起，恰好地表现了年轻人不安、冲动的

性格。这种不安、冲动的音乐形象充斥在整个第二部分，作者还为

这种音乐增加了打击乐器助奏。

说到打击乐器的使用，也是这部作品一个亮眼之处。这部作品

中没有按照惯例使用中国民族打击乐器，而是有选择性地使用了沙

锤、定音鼓、小军鼓、邦戈鼓、手鼓、铃鼓、三角铁等一些非中国



119

乐器，使得整个乐队合奏时产生的音效有种“时代感”。特别是第

二部分主题音调进入前四小节（例 5），沙锤、木盒（鱼）、邦戈鼓

混合出南美风味的乐队效果，再加上弹拨乐及笛子，这些乐器组合

出的音响一定不是传统民间色彩的，是新式的，具有世界性音乐特

色的，这种新颖别致的安排更体现出今天青少年的宽阔视野。

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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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高潮部分，作者用不同的乐队音效变幻，不断地推动

音乐冲上顶峰，这里更是使用了西洋乐队常用的手法，通过定音鼓、

小军鼓的滚奏制造一次次的声浪，以十小节一换的频率紧凑地进行，

充分体现了作者很好的作曲功力，也使乐队音响呈现方面体现出较

为“现代”的韵味。

当然，前面所论及的人声与乐队的良好关系也是《破晓》的一

大特色，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三、关照时代　世界大同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民族管弦乐创作的飞速发展是有目共

睹的，特别是在创作内容及创作技法方面，思想解放带来了丰富的

作品和多元的风格，激发了作曲家的创作热情。但就民族管弦乐创

作题材来讲也逐渐形成一定雷同的创作范式，如喜庆类作品，编制

浩大，音响宏大，内容空泛；古代题材作品，悠远深邃，想象发散；

民族民俗题材作品，千姿百态，出奇制胜 ；唯独现实题材作品较为

稀少。面对今天纷纭变幻的世界，我们又该如何认识自己？认识自

己的时代？认识自己的未来？

《破晓》的两位作者都是“八零后”，他们所面对的世界每天都

有着新奇的变化，有着令人惊叹的场景，但他们也面对越来越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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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环境，他们每日生活在水泥楼群中，每日行走在拥挤繁杂的

城市人群中，他们向往着自由的天空，纯净的大自然，他们的渴望

变成了背包客的旅行，变成了多彩的动画，也变成了充满自然色彩

和声响的音乐。当今的现实题材已从半个世纪前《三门峡畅想曲》

及《战台风》中的劳动场景，变换成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生

存与自由等诸多社会矛盾的侧面，后工业时代的生活压力及思想固

化，这些矛盾及问题的羁绊构成他们精神层面的“枷锁”。

《破晓》中段高潮部分乐队与合唱队一起欢畅地奏响着快速而

激动的音乐，参与演奏这部作品的同学和朋友都说这一段有美国大

片或游戏音乐的感觉，风格很时尚，动感的节奏韵律与极致的声音

效果，这也正是时代元素在他们生活中的体现。俗话说 ：创新难。

我以为不是“难”在没有高深的观念，而是“难”在对生活没有感

悟，对现实生活的深层关照或许是创作题材内容、形式手法出新的

一条可行之路。

1921 年郑觐文先生就在他编写的《中国音乐史》一书“序”中

写道：“世界大同，一切事业胥归大同。音乐为直接自然体。当为—

切实验之先导。”基于此，郑觐文先生当时组建了近代著名民乐社

团“大同乐会”，并在大同乐会里创建了第一支具有现代合奏思维

的民族乐器合奏团， 试图“专门研究中西音乐，筹备演作大同音乐，

促进世界文化运动”（《大同演乐会简章》，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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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杂志》，1921 年第 2 卷第 9、10 号合刊）。可见，前辈愿望中的“大

同”是吸收西乐精粹，创造能与西乐并列于世界的“国乐”。近百

年发展中我们在继承悠久传统音乐文化的同时，吸收了大量外来音

乐的经验。特别是当面对以往没有太多传统积淀的民族管弦乐来讲，

或许将这些音乐形式头上那顶“民族”高帽暂且放在一旁，着力于

乐器自身特点，将这些乐器组合形式看成与西方乐器同等地位的普

通乐器来使用，甚至在一些作品创作中不强调国别、民族、地域特性，

如 20 世纪 80 年代何训田的《天籁》、刘星的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

等那样，放开手脚，积极拓宽创作元素，通向“世界大同”音乐梦

想的金钥匙才能真正掌握在手中。

回到《破晓》，创作者真切地体会着自己生存的时代，再用质

朴的音乐语言说出对未来的向往和期待，或许“感时代之绚丽，绘

少年之韶华”是他们成功的秘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