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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情唢响　想絮呐昂
——唢呐协奏曲《醉想》评析

潘　捷

    

唢呐，大约是宋、元之际从西域传入中国的异国乐器，很快就

被对音响有着敏锐觉察的中国人喜欢并接受。经过近千年的发展，

这件音色独特的乐器在中国大地随处可闻。甚至，有些地方的人们

仍听着它出生，又听着它离开这个世界。可以说唢呐这件乐器无形

之中已融入到中国人的精神血液之中。

唢呐因其音色粗犷豪放，个性极强，虽经过几次改良但仍被专

业创作者们视为较难把握的一件乐器，但它又天生就具有极强的音

乐情境与情感描述、渲染的能力，以及极大的张力，使听者能够感

受到一种悲者更悲、喜者更喜的听觉体验。因此，创作出一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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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的唢呐作品，不单能体现出作曲者本人扎实的基本功，更能展

现出作曲者对中国文化与音乐的理解程度。所以说，一首成功的唢

呐作品，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

唢呐协奏曲《醉想》由李博所作，作为中国作曲界一颗冉冉升起

的希望之星，从他以往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其创作的重点集中于民乐

作品。但从他的一些交响乐以及管弦乐作品中也能看出，虽处弱冠之

年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定的修养，例如他创作的交响乐《十面》。

李博近年创作的部分民乐作品

创作年代 作　品 备　注

2009 年 《梦后》古筝独奏曲 2009 年北京古筝艺术节委约作品。

2009 年 《忆雪》笙协奏曲
香港中乐团“心乐集”民乐作品评选获

胜作品。

2010 年 《旋叶》二胡与钢琴

2010 年第十五届全国民乐作品评选第

一名，上海音乐学院全国二胡作品比赛

第一名。

2012 年 《关东诗篇》板胡与钢琴
2012 年中央音乐学院首届胡琴艺术节

委约作品。

2013 年 《醉想》唢呐协奏曲
2014 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中国青

年作曲家中大型民乐队作品二等奖”。

2013 年 《牛斗虎》双大鼓协奏曲 2013 年全国民族打击乐论坛委约作品。

2014 年 《吹飞寒》唢呐协奏曲 石海彬唢呐独奏音乐会委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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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背后都凝结着作者在技术、思想等多方

面的沉淀与积累。优秀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经历了长时间的、辛

苦的，甚至痛苦的沉淀与积累之后，水到渠成地谱写出来的。也只

有这样的作品才会有深刻的意义与思想，才会有生命力。李博之前

就已经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民乐作品，所以他才能创作出像《醉想》

这样优秀的民乐作品。该曲获得 2014 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举办

的“‘新绎杯’中国民族管弦乐（青年作曲家）作品评奖”的银奖，

是业内对这部作品及他的肯定与嘉奖，也是对他之前积累的肯定与

鼓励。

二

《醉想》，从标题就能读出作者想要表现的是一个人醉酒之后的

遐想。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怎样的醉态？想，到底又是

什么？这些问题就要通过对《醉想》的聆听来解读。然而音乐的特

性决定了每位听者对他所听到的音乐都会有他自己合理的理解，但

也并不是说所有的音乐都会使人天马行空，它会在一个大的共识下，

任你思绪飞扬，尤其是在基因中就含有写意性质的中国音乐。例如

中国名曲《万马奔腾》，无论是二胡版本还是马头琴版本，或是其

他乐器，听者都会感觉到这是群马在草原上奔驰的壮阔景象，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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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什么样的群马？奔驰在怎么样的草原？它们怎样奔驰？每位听

者都会有不同的想象与理解。《醉想》那带有淡淡“醉意”的开始，

热烈奔放的中段，光明辉煌的尾部，使笔者每次欣赏都会有不同的

感受。但是它浓郁的中国音乐风格与元素，积极明亮、充满希望的

音乐色彩，都能让笔者感受到《醉想》所表现、描绘的是中国青年

人对自己的肯定，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坚定。

《醉想》的曲式结构为“A+B+A+coda”，显得简约沉稳，听起

来也给人整齐统一之感。全曲速度由慢渐快的布局，也极为符合听

众的自然听觉体验。《醉想》的乐队是典型的民族管弦乐编制，独

奏唢呐根据音乐形象的不同，分别使用了大 G 调唢呐和 C 调唢呐。

在音色、技术、乐器编配时作曲家充分考虑他所要刻画音乐形象的

客观要求，没有丝毫过度的渲染与装饰。

音乐内部结构图

引子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再现 + 尾部

小标题 独自摇晃 红色微笑 无法挣脱 奔跑

内部结构
摩擦

高脚杯
a+b+a1 两个材料

C+ 准备

（节奏变化）

唢呐在

三个音区
主题 + 发展

速　度 慢 慢…中 渐快 渐快 快速 中 + 快速

调式调性 G 宫 D 徵 D 徵 E 羽 G 宫 +C 宫

小　节 1~8 9~48 49~72 73~82 83~127 12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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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想》根据速度、音乐材料以及曲谱中所提示的副标题等因

素可将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独自摇晃），慢板；第二部分（红

色微笑，无法挣脱，奔跑），快板 ；第三部分，再现。

三

第一部分（独自摇晃）。在乐队部分演奏员摩擦高脚杯（例 1）

发出的一种玄妙而又恒定的声响中开始，这声响一直持续到第一部

分完。随后琵琶与三角铁以类似击拍式的音响进入。听到这里，笔

者叹于作曲家对细节描绘如此细微。摩擦高脚杯发出的声音制造出

了一种玄妙而又略带眩晕的效果，恰似刚从醉酒中苏醒过来的感受。

而琵琶与三角铁发出清脆的声音，是对水滴声绝妙的仿写。这声音

像是侧翻酒坛中未尽的酒，一滴一滴地滴到下边的碗中发出的声音。

而均匀清脆的声音，又仿佛是对时间的音响化描述。

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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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大 G 调唢呐由弱渐强，在 a1 的音高位置吹出一个长音，

似乎是那刚醒之人的一声长叹，又似电影镜头中画面从特写渐渐升

起，拉到了全幅的情境。之后唢呐奏出了全曲的主题（例 2）。主

题旋律优美舒缓，每句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带有很强的中原音乐色

彩。而大 G 调唢呐的低音宽厚、高音不燥，所以它将抒情性很强的

主题旋律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吹奏出婉转、宽广的旋律好似一个人

在诉说着什么。听者能从这段舒缓的主题中感受一种幸福洋溢之感。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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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唢呐独奏主题旋律的时候，弓弦组乐器与唢呐时合时分，对

主题旋律起着稳固与着色的作用。无论什么样的唢呐，音色或多或

少都会有些粗糙和噪，而此处旋律带有明显的柔和性与抒情性，如

果只用唢呐独奏显然与此处情感形成背离之感，但如果让乐队某声

部和着唢呐，又凸显不出唢呐独奏。作曲家在此处做了一个看似简

单、必然的选项，实则是体现他本人在配器方面灵动性的选择。当

唢呐独奏主题旋律时，胡琴组配合唢呐独奏，这种配合并没有一味

地跟奏，更不是简单的合奏，而是在适当的地方点缀主题，或是跟

奏，或是与唢呐合奏深描主题。这样的处理效果使得音色饱满、丰

富，对旋律的深描更是加深了听者对主题的印象。

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旋律的带腔性。所谓的

“腔”，指得是音的过程中有意运用的，与特定的音乐表现意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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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音成分（音高、力度、音色）的某种变化，①例如一些滑音、

颤音等。悉数中国乐器，绝大多数都是具备演奏带腔性旋律条件的。

尤其古琴，挑、揉、搓、剔之间，韵味十足。唢呐同样具备，只不

过与古琴有着不同的韵味。唢呐“腔”的表现手法主要是通过音的

滑奏来实现。不要小看那些小滑音，正是那些滑音，彰显了中国音

乐特有的风格。作曲家在此处有意识地在谱面上标记出来滑奏，而

且是从一个音滑到另一个音，或是滑到他想要的音高位置上。在这

部分中也不是每个音都有滑音，而是需要滑音来彰显音乐风格的地

方才会有。此处细节的处理不单体现了作曲家对中国音乐特征拿捏

得很准确，而且笔者认为这是他一种无意识的举动，说明在他系统、

扎实地学习过西方作曲技术后，他并没有忘记，也没有排斥他自身

血液里的音乐基因。笔者接触过很多同李博一样的怀揣梦想、才华

横溢的青年作曲学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膜拜好莱坞式辉煌宏大的

交响乐，都想写出具有恢宏铜管的管弦乐作品，孰不知他们在压抑

着自己血液里的音乐基因。当这种压抑带着抵制很长时间之后，音

乐基因就会消失，再也找不到。而像李博这样年纪的中国作曲学子

正是中国作曲的未来与希望。他们身上中国音乐基因的多少将对我

国音乐创作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① 沈恰 ：《音腔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 年第 4 期，第 14 页。



252

四

《醉想》第二部分（红色微笑，无法挣脱，奔跑），快板，独奏

唢呐为 c 调唢呐。此处作曲家虽然在谱面上依次注明了三个副标题，

但笔者认为它们还是属于一个部分。

刚开始由排鼓击板（强拍），大鼓、小镲击眼（弱拍）的节奏

型引入。强拍与弱拍在音色上鲜明的对比，给人较强的舞蹈感，在

音乐上又带有能量积累的性质。随后高胡、二胡、柳琴、琵琶和独

奏唢呐以一种卡农式的对话方式进入。虽然此处的旋律只能看作是

一个短小的动机，但通过上述乐器依次演奏，音色上的差别给人以

新鲜的体验。而这段旋律大二度的进行，仿佛是对人们平常说话语

音的一种模仿。

此处显示出了作曲家对唢呐这件乐器的张力表现安排有着独到

的理解。在这段快板乐章里唢呐几乎一直处在快速吹奏的状态，循

环换气、快速的吐音等演奏技巧将这段快板乐章渲染的热闹非凡，

也将全曲的情感推向了一个高潮。此处的唢呐音域跨度、张力表现

与第一部分有所不同。第一部分有着较多的大跳，从一个低音突然

跳到高音或从某个高音位置马上跳到低音，以此来展现唢呐的音域

张力。而第二部分是一种阶梯似的张力表现。在第二部分《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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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分段中唢呐从高音区快速吹奏后，经过颤音琴的过渡，又在

中音区快速吹奏。《无法挣脱》分段唢呐自然衔接《红色微笑》分

段在中音区演奏。《奔跑》分段中唢呐从中音区下来，在低音区快

速吹奏，结尾处又回到了中音区以备衔接再现。这种带有阶梯过渡

性质的张力表现技法，使听者在自然、无意之间就领略了唢呐音色

的张力。这段唢呐的张力表现安排是值得肯定的。

唢呐的物质构成使它能吹奏出与人声极为相似的声音效果。一

些技艺高超的演奏家用唢呐模仿人说话、笑或哭等声音已经不是什

么新鲜事了。第二部分的《红色微笑》分段中，唢呐独奏似乎一直

在模仿并表达着“笑”，一种带有醉态的“笑”。唢呐在此处的演奏

是非常有节制的。第一，唢呐演奏时间。当唢呐独奏完一段类似笑

声的旋律后，乐队中的其他乐器会对其模仿或者间奏，也就是说这

段不是唢呐连续吹奏完成。第二，唢呐的旋律进行。这段旋律唢呐

一般做三度之内级进，很少有跳进，最大的跳进级数为六度。这样

处理的效果使这段音乐的色彩不仅显得丰富，而且给听者传达了作

曲者想要表达的“笑”意。《红色微笑》，结合全曲标题，可将其中

的“红色”理解为醉酒之人喝酒之后脸上带着一种绯红的颜色，而“微

笑”应该是喝酒之后的一种带有傻性的微笑。正是因为要表现这种

“笑”，所以作曲家应用了上述处理方式，可以说，作曲家在此处用

很恰当的作曲手法将他所要表现的意图十分精确地勾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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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从基因中就有写意性与描绘性。也就是说中国音乐往

往会有一个大的标题背景，然后在这个大的背景下随性而发。因此，

自古至今标题音乐占了中国音乐的大多数。例如古曲《酒狂》、《霸

王卸甲》；近代的《二泉映月》；现代的《梁祝》、《黄河》等。《醉想》

第二部分共有三个分段标题，它们不仅醒目地提示着听者如何来理

解此处的音乐，也明确地框架着作曲家要用音乐描绘的范围。

五

《醉想》第三部分为再现，根据速度可将其分为两个部分。第

一部分，慢板，主题再现。第二部分，快板，唢呐独奏用大 G 调唢呐。

第二部分快速、热情的音乐过后，唢呐很自然地吹出了一个悠

长的单音。听者在第二部分激烈、兴奋的情绪随着这声长音渐渐地

松弛下来，你会感觉到一种由衷的舒服。如同在剧烈的运动后，舒

缓呼吸时的感受。其实，音乐进行到此处，对于这个单音听者并不

会感到陌生，这就是主题的第一个音响。再现的主题旋律几乎没有

发生太大的变化。再现与第一部分相比较，少了高脚杯的声音，乐

队部分略有不同。

主题旋律再现后全曲并没有结束。音乐延长了 G 调主和弦后，

以两个“ff ”的力度到了 C 调主和弦。接连几个大三和弦，又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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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到主推进性质的进行，使听者在听觉上瞬时觉得音乐的气氛被再

度推起，给人以辉煌、希望的感觉。随后又是一段华彩乐段的演奏，

唢呐与乐队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听者的情绪瞬间又被感染而兴奋起

来，几乎全是大三和弦连接，音乐显得辉煌而光明。就是在这样的

氛围中，唢呐与乐队奏出相同的节奏型后，全曲在一种积极、光明、

希望的自由气息中结束了这场“宿醉”。

如何来理解第三部分的速度对比式布局？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

方面来解释。

第一，中国音乐速度布局规律所趋。不管是文献记载还是当下

仍能听到的中国音乐，很多都是在快速中结束。考查其速度布局，

会发现很多都是“慢——中——快”的布局，就算不是严格按照这

个速度模式布局，也会在整体上大致呈现一种渐快的特征。说到这

里，对中国传统音乐或者中国音乐史有些了解的朋友自然而然地想

到唐大曲。笔者认为唐大曲的速度布局不是个案，更不是个例，而

是中国音乐从上古时代逐渐发展、稳定、再发展、再稳定循环往复

过程中所沉淀、凝结下的特征的体现。至今依然如此，所以说，这

是规律所趋。

第二，李博的诠释。作曲家创作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他

自己，因为创作者本人在创作中几乎不可能完全的他者，当然笔者

也不否定特例。此处音乐色彩辉煌、光明、充满希望，这正是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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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未来的一种坚定，对中国作曲未来的一种坚定。

六

协奏曲是西方音乐的产物，但是很好地被中国民族管弦乐吸收。

但不代表着中国民族管弦乐就可以照搬西方协奏曲，我们应该脚踏

实地，在充分尊重中国民族乐器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地吸收西方

协奏曲，而不是刻意模仿，因为模仿得再像，也不会超越。中国音

乐有着自己的语言，中国的民族乐器也有着自己的语言，我们应该

用自己的音乐语言来表现、叙述我们自己的心声。《醉想》在这方

面是值得肯定的。

一个艳阳高照的大正午，我和李博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大院内相

遇。我们就顶着大太阳开门见山地聊起了这部作品。他说《醉想》

其实就是在写他自己：他独自一个人漫步北京街头，看着高楼林立，

思绪任飞……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这，也许就是音乐的魅力。

是一个人，是喝了点酒，是想了很多事，但给你的体验却是这般。

当你得知别人的体验是那般的时候，你会惊讶，会惊喜，又会陷入

思考。当我十分好奇地问他引子处是否是“水滴声”时，他却告诉

我，那是“时间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