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响曲历来被看作是
音乐圣殿中的器乐皇冠 !

因为这一体裁往往承载着
历史的文脉 " 时代的命题
和民族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的 !"

年 ! 是中国交响曲创作业
绩最丰厚的 !" 年$ 活跃%

多元的社会环境与艺术
氛 围! 极大地激发了作曲
家的创造力 ! 从而涌现出
朱践耳" 王西麟" 鲍元恺"

叶小纲等展现华夏气派与
实力的中国交响曲创作群
体$

中国作曲家背靠中国
文化与经验 ! 大胆吸收外
来观念与技法 ! 最终创造
了值得关注并让人尊敬的
新时代交响曲作品 $ 这些
作品具有中国气派 ! 反映
中国追求 ! 同时又具有世
界高度$

中国交响曲依然走在
路上$

音乐界需要进一步加
力 ! 对中国的交响曲做出
系统梳理和有信服力的价
值判断 $ 社会 " 院团和媒
体等方面也需进一步提供
平台和窗口 ! 让更多优秀
的中国交响曲为听众所知
晓! 并走向世界$

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
教授今年在上海图书馆举
办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
音乐 ' 系列讲座 ! 其中 !

以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
交响曲 ' 为题对中国交响
曲近 !" 年来的发展和成就
进行总体梳理和评介 $ 就
此话题 ! 记者特地走访了
杨燕迪教授 ! 进行了一次
深入的访谈$

对谈录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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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音乐戏剧彰显当代演艺的多元视角
在上演一系列经典歌剧! 芭蕾舞剧

及名团交响音乐会外" 上海大剧院此次
还引进了多部#音乐戏剧$作品"古典与
电影明星参与%多种舞台样式"彰显当代
世界艺坛的跨界力量& 首当其冲的是法
国'国宝级$电影演员朱丽叶(比诺什)此
次她首度涉足舞台剧"将以*曾有一架黑
色的钢琴+ 这部法国香颂女王芭芭拉自
述体回忆录为蓝本" 与钢琴演奏家合作
以表演,演唱%舞蹈等丰富样式融合呈现

这位歌手的传奇人生& 而伦敦巴比肯艺
术中心制作的*冬之旅+"则将以黑白意象
视觉化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这部经典
声乐套曲& 演出由被誉为'英国当代最具
想象力的剧场导演$ 妮夏(琼斯与英国著
名男高音伊恩(博斯特里奇携手呈现& 威
尔第歌剧*茶花女+的旋律早已耳熟能详"

经由当代戏剧代表团体之一巴黎北方剧
院重新演绎"将大大加重戏剧色彩"带领
观众们走进薇奥莉塔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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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剧院 !"#$%&' 年演出季昨发布!瓦格纳歌

剧"漂泊的荷兰人#$芭蕾舞剧"堂%吉诃德#&天鹅湖#

&睡美人#$音乐戏剧&茶花女#&冬之旅#$原版音乐剧

&摇滚学校#''&(' 台近 )** 场演出涵盖歌剧$芭蕾$

交响$戏剧$戏曲等各艺术门类(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

月!上海大剧院还将首度推出户外歌剧&魔笛)*这部莫

扎特的名作由德国汉堡国家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联

合制作!届时这部被称为+魔都版,的"魔笛)!将在歌

剧场景中展现更多上海的城市风貌!让西方经典成为

上海城市文化名片的新标识*

去年 ( 月!由汉堡国家歌剧院全新制作的"魔笛)

首演!第二年就能引进来沪联合制作!以全新面貌与中

国观众见面!用+新鲜出炉,形容并不过分* 不过!这部

"魔笛)并非恢宏巨制!而是为吸引青少年观众-引领他

们走进歌剧大门而制作的*故事着重描写了塔米诺$帕

米娜和帕帕吉娜三者的关系! 围绕爱与友谊这个话题

展开* 除此外!由于移师户外!过去的室内华丽实体布

景也变成了多媒体! 视频中不少场景还是当地的地标

建筑风景*这样不仅更加贴近青少年所接触的世界!增

加亲近感!也凸显了本土生活元素!展现城市风貌* 该

剧此番在上海演出!也将以这样的形式展开!和我们身

处同一时代的塔米诺!身穿着现代服装!在高楼林立$

车水马龙的大城市里迷路了!一路探寻中!他将逐步找

到自己的存在!这样的故事配合着主创专为+魔都版,

打造的场景!令人充满期待*

愿意与上海大剧院联合制作! 把最新作品带到上

海! 并愿为上海观众度身打造的不只是汉堡国家歌剧

院* 今年 ) 月在+德国音乐之乡,埃尔福特刚完成首演

的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也将于今年 ' 月由著名

指挥家$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执棒!由埃尔福特剧院与

上海歌剧院联合制作献演于上海大剧院*"漂泊的荷兰

人)首演于 #$() 年!讲述了荷兰人船长乘着他那一艘

永远无法停泊的船的传奇旅程*

此外!四部经典芭蕾舞剧同样瞩目*其中三部都来

自上海大剧院+老朋友,*时隔 #! 年!+意大利芭蕾学派

的代言人,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携"堂%吉诃德)

再度来到上海大剧院* +法兰西芭蕾学派的名片,巴黎

歌剧院芭蕾舞团则在 #( 年后来沪上演努里耶夫版"天

鹅湖)与极具张力的现代芭蕾集萃*五度登台大剧院的

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带来最新制作"睡美人)*作品

透露着巴洛克式的浪漫情怀! 于足尖上塑造一个绚烂

的童话世界* 而首次到访中国大陆的纽约城市芭蕾舞

团!在美国舞坛+最具传奇色彩和划时代意义,!带来的

多部独幕舞剧都是出自舞团的创始人之一$ 艺术指导

乔治%巴兰钦手笔!是舞团的镇团之作*

聚焦上海本土经典与新作!也是 !*#$+&' 演出季

的重头戏*其中!有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红色文化作

品.大型历史话剧&商鞅)汇聚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老中

青三代优秀演员!将再度续写这部+百年话剧史无法绕

过的精品力作,/上海民族乐团首次邀请外国作曲家创

作整场民族管弦乐作品&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音乐

会!借黄浦江滨江贯通之际!通过讲述外滩故事!展示

上海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表达了上海城市文化与艺术的紧密融合* 上海歌剧院则连推三部民族歌剧新作.

&晨钟)&田汉)&风在哪一个方向吹)书写红色文化!为英雄奏响颂歌*而已以民乐-

戏曲为代表的江南文化和传统文化也得到充分展现.上海昆剧团+国宝级,艺术家

蔡正仁等京昆名家将上演大师版昆剧&铁冠图)*根据徐克电影&新龙门客栈)改编-

由梅派青衣史依弘主演的同名京剧更是令人期待*

吉卜力官方大展首次登陆中国
! 米长巨型飞艇#悬浮$"#$ 米高空

伴随着 &天空之城) 的主题曲! $

米长的巨型飞艇升上了 (!) 米的 +高

空,! 数十个螺旋桨与底部 (排划桨的机

关缓缓变化! 悬浮着庞然大物在玻璃幕

墙后的天际线映衬下变幻莫测''日前

开幕的 &龙猫上映 ), 周年纪念000吉

卜力的艺术世界) &天空之城%吉卜力

的飞行梦想 ) 展览上 ! 曾在日本东京

+吉卜力大博览会, 上创下 -, 万人 +打

卡, 参观纪录的飞艇! 以 +升级版, 的

!./ 倍体型空降上海*

此次上海大展! 吉卜力工作室还特

别挑选了 !$- 幅作品相关的艺术画展

出! 这也是这批艺术品首次走出吉卜力

博物馆- 在中国内地亮相! 让观众深入

了解吉卜力工作室各部经典作品的幕后

制作过程! 感受宫崎骏的细腻匠心* 正

值经典动画片 &龙猫 ) 上映 ), 周年 !

吉卜力官方大展选择上海陆家嘴金融区

时尚地标登陆!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

楼环球艺术空间和 '( 楼观光厅向公众

开放至 &, 月 0 日*

从少年时代起就满怀对天空的憧

憬 ! 让宫崎骏作品中经常描绘飞行场

景! 主人公乘坐在真实或虚构的飞行器

上 ! 如飞鸟般自由穿梭 * 在金融中心

'( 楼展厅内! 日夜交替的上海城市风

景和电影中的飞行世界奇妙重叠* 飞艇

边还配上了现实世界人类的飞行史! 和

中国四大发明结合起来! 图文并茂地给

小朋友上了一堂科技启蒙课*

展览面积达 ! 个楼层! 以不同的主

题展现吉卜力作品的艺术魅力!&千与千

寻)&天空之城)&萤火虫之梦)&龙猫)场

景中的秘密一一呈现!在+小月和小梅之

家,等还原实景中可以与+精灵,的邂逅*

动画里只有孩子才能看到和乘坐的 +猫

巴士 ,! 也以毛茸茸的形象可爱登场 !

还特别加大尺寸让成年人也能乘坐*从日

本远道而来的等身高龙猫玩偶-景德镇龙

猫茶器套装- 天空之城棒球帽''衍生

品令粉丝们爱不释手*

!本报记者 吴钰

!本报记者 姜方

改革开放以来的 !"年!

中国交响曲走过了怎样的路

记者% 交响曲在所有音乐体裁中!

具有怎样的文化定位" 中国的交响曲

在改革开放以前! 大致经过了怎样的

发展历程"

杨燕迪% 在所有音乐品种中! 交

响曲编制庞大- 结构复杂- 形式要求

艰深- 思想内涵深刻! 成为大型器乐

作品的最高体裁 * 和一般意义上的

+交响乐, 不同! +交响曲, 有其特定

的含义000一般是多乐章/ 使用满编

制的大型管弦乐队/ 具有充分- 多维

的乐思展现和完整- 匀称而首尾贯通

的结构组织等*西方交响曲的发展历史

中!涌现了古典-浪漫-民族乐派的强大

传统与杰出成就!这对中国作曲家的创

作既是激励也是挑战 * 自 !, 世纪以

来! 德奥的强势交响曲传统趋于衰落!

英美等原先交响曲的 +边缘, 国度有

所起色! 而苏联则在 !, 世纪交响曲创

作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交响曲的发展轨迹和西方完

全不同! 属于 !, 世纪以来西风东渐的

产物* 就多乐章- 大型管弦乐队的交

响曲而论! 中国最早的作品出现在上

世纪 (, 年代初! 江文也- 冼星海- 马

思聪写出了第一批具有 +拓荒, 性质

的交响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欣欣

向荣的新中国交响乐初创时代! 除刘

铁山与茅沅的 &瑶族舞曲)- 李焕之的

&春节序曲)- 何占豪与陈钢的小提琴

协奏曲 &梁祝) 等脍炙人口的交响乐

作品之外! 还涌现出一些 +革命历史

题材交响曲, 作品* 如王云阶 &第二

交响曲000抗日战争)- 李焕之 &第一

交响曲000英雄海岛)- 丁善德 &长征

交响曲)- 陈培勋 &第一交响曲000我

的祖国 ) 等 ! 表现明确的宏大主题 !

吸收中国自身的民间音调! 艺术倾向

上较为靠近西方的民族乐派路线! 但

回避现代主义的影响* 这些作品总体

上取得了一定成就! 同时也具有深刻

的时代烙印*

记者% 是否可以说! 中国交响曲

的 #民族风格$ 的探索和发展! 在上

世纪 !" 年代进入了新篇章! 因为改革

开放! 中国交响曲也开启了新的腾飞

征程"

杨燕迪%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

纪 $, 年代! 作曲家们一方面接续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线索! 另一方面接受

外来的多元影响! 尤其是现代派的理

念和技法* 他们克服原来较为表面化-

图解式的创作手法! 尊重交响曲本身

的体裁要求和艺术规律! 力图写出真

正具有分量和思想深度的艺术作品 *

在艺术上! 作曲家们不再满足于仅仅

从五声性旋律与和声等角度来追求中

国的民族性! 而是从更多维- 深刻和

复杂的角度来探索交响曲的 +民族风

格,/ 他们强烈渴望融入世界的潮流!

从而逐步破除禁忌! 大胆借鉴外来营

养! 特别是 !, 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思

潮和技法! 在各种争论中寻找自己的

方位和方向*

如作为当时新潮作曲家的代表人

物之一!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叶小

纲! 在他迎来而立之年的 #'$- 年! 完

成了为女高音- 男中音与交响乐队而

作的 &第二交响曲000地平线)* 作曲

家在飞机上从高空向下俯视时! 发现

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竟变成了一条线 .

起伏的山川- 坎坷的道路- 翻滚的雷

暴! 全都融化在了无边无垠的地平线

中* 这是一种对开阔- 辽远境界的生

命感受! 而该交响曲的音乐素材主要

来自藏族的歌舞和音调! 主题旋律大

气而朴素! 并运用多调性的现代技法

深化对民间材料的处理! 使作品呈现

出更强烈的恢弘效果* #'$/ 年! 叶小

纲的同班同学瞿小松也写下他的 &第

一交响曲)! 该作获得 #'$/ 年 +中国

唱片奖, 交响乐作品一等奖* 作品不

再以如歌的旋律为上! 而是以复杂的

音响- 织体和力度变化为其旨趣! 表

达年轻人特有的困惑和渴望! 获得音

乐界的普遍好评*

可以说! 正是在上世纪 $, 年代的

灼热和活跃气氛中 !中国交响曲开启

了新的腾飞征程 * 老一辈作曲家迎来

+新春,!中年一代的作曲家开始收获果

实!而青年一代的作曲家则迅速崛起*

记者%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交

响曲创作中! 有哪些标志性人物" 朱

践耳先生肯定是其中之一%

杨燕迪% 是的* 朱践耳在上海长

大! 中学时代自学钢琴- 作曲! 后参

加革命! 上世纪 -, 年代又留苏接受系

统音乐训练! 并于 #'0- 年调入上海交

响乐团从事专业作曲 * 这真是一个

+又红又专, 的难得的作曲家经历1 他

一辈子都心怀 +交响梦,! 很早就立志

要创作具有中国气派和气质的交响曲!

但真正实现这个 +交响梦, 时已年过

/,* 可以说! 朱践耳的交响曲创作集

一生的阅历和功力于其中* 朱践耳写

了十部交响曲大作和一首 &小交响

曲#* 这 ## 部交响曲体现了朱践耳的

文化思索和音乐探索! 从反思历史的

&第一交响曲# &第二交响曲#! 到进

行前卫技法试验的 &第四交响曲#/ 从

汲取原生态民间素材的 &第六交响

曲#! 到探寻古老东方传统智慧的 &第

七交响曲#/ 从反观自我的 &第八交响

曲#! 最终落于弘扬中国士人独立人格

的 &第十交响曲#*

朱践耳的 &第一交响曲# 经过近

十年的酝酿后! 在 #'$/ 年成功上演!

引发音乐界的强烈反响! 次年 &第二

交响曲# 完成! 这两部作品反思历史-

剖析人性- 叩问心灵! 具有极为震撼

人心的悲剧力量和哲理深度* &第八

交响曲# 则是奇特的 +二人交响曲,!

独奏大提琴以 +朱践耳, 三字的 +卡

腔, 音调模拟作为全曲核心要素! 彰

显并弘扬中国语调的音乐特性! 也使

该作带有奇异的 +自传, 色彩/ 另一

乐手用丰富- 复杂的打击乐音响层衬

托大提琴独奏者的复杂心路! 表现力

惊人 * #''' 年首演的 &第十交响曲 #

我以为是朱践耳交响曲创作的盖冠顶

点* 该作品以唐代名家柳宗元的著名

五绝 &江雪# 为支撑骨干! 在交响乐

队中创造性地启用京剧吟唱和古琴

这两项极富中国意蕴的音响资源 !

是一部讴歌独立人格与浩然正气的

交响力作 *

这十余部交响曲不仅是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交响曲的优秀作品! 也是 !,

世纪以来中国交响曲最杰出的典范 *

这些作品往往具有深刻的思想命题 -

深邃的个人感受和严谨的形式构思 !

摒弃无病呻吟和故弄玄虚! 体现一个

真正的艺术家对时代- 民族- 命运和

人性的思考* 在交响曲创作中! 朱践

耳始终站在音乐语言发展的前沿阵地!

大胆吸收西方 !, 世纪以来的音响语言

手段! 探索和使用 #! 音无调性技术-

音级集合- 音色织体写作- 原生态音

乐引用- 预制音乐与现场演奏交融等

现代技法! 勇敢面对非议! 保持不妥

协的 +先锋, 姿态* 他的创作从来没

有唯 +形式, +技法, 为上! 而是立

足内容表达! 体现中国气派与个人追

求* 在具体处理上! 他尤其注重音乐

表达口吻与中国语言语调的紧密关联!

并通过深入吸收中国传统和民间音乐

的养料! 最终达到中西音乐和文化的

深度融合*

记者% 从上世纪 #" 年代到今天!

中国交响曲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目前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人新作"

杨燕迪% 在上世纪 ', 年代! 中国

交响曲创作进入某种意义上的困难期*

随着经济大潮的到来! 交响曲因其成

本高昂获得支持不够 ! 而 +出国潮 ,

也造成青年作曲家群体纷纷走出国门*

进入 !# 世纪以后境况有所好转! 随着

社会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 包括新潮

作曲家纷纷重回国内舞台发展! 使中

国交响曲创作再次进入高潮*

上海音乐学院的著名校友王西麟

被公认为是擅长表现哲理性和史诗性

题材的交响曲作曲家* 自上世纪 $, 年

代以来! 其作品在音乐表现力和人文

内涵上更为纯熟和深厚 ! 作品包括

&第三交响曲# 至 &第九交响曲# 等*

王西麟写成于 #''# 年的 &第三交响

曲# 气势宏大- 色调丰富! 音乐基调

凝重- 深沉! 彰显了对民族历史和人

类命运的深切关切和严肃思考! 音乐

界一般公认这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杰

出交响曲*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鲍

元恺! 也是一位在交响曲上 +大器晚

成, 的作曲家* 在他迎来花甲之年的

!,,( 年! &第一交响曲000纪念# 首

演! 音乐表达深刻- 老到而成熟! 毫

无任何生涩之感* 至今作曲家已创作

交响曲六部* 鲍元恺拥有深厚的传统

功力和广阔的人文视野与情怀! 同时

又适当吸收现代的西方创作技术! 注

重可听性- 民族韵律和交响曲传统格

式的保持! 践行着中国的 +新民族主

义路向,* 福建的郭祖荣共写有 )! 部

交响曲! 目前是中国写作交响曲最多

的作曲家* 此外! 石夫- 钟信明- 曹

光平- 赵季平- 程大兆- 陈怡- 王宁

等作曲家也都创作了各自的交响曲系

列* 值得一提的是! 出生于 #''! 年的

上海爱乐乐团的驻团作曲家龚天鹏目

前已写下十部交响曲! 未来发展值得

关注*

应该指出! 改革开放 (, 年来中国

交响曲创作上的成就! 似乎尚未在社

会和爱乐者中得到广泛认知和认可 !

即便在音乐界内也未能得到很好的梳

理- 评价- 演出- 定位和研究* 我近

来一直在呼吁 +中国音乐的经典化建

构,! 要让更多优秀的现当代中国作品

得到关注! 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

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将带来最新制作 &睡美人'% &演出方供图'

# (英雄的诗篇 $朱

践 耳 作 品 专 场 音 乐 会

$%&' 年 # 月(! 日在上海

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 演

出结束后! 年逾九旬的朱

践耳先生出人意料地登上

舞台!与指挥陈燮阳握手!

接受全场观众致意%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由陈燮阳执棒上交

演绎的&朱践耳交响曲集'

唱片封面% &资料图片'

图!)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叶小纲是

上世纪 !% 年代新潮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音乐以抒情*明亮*开阔*舒展为特色!可

听性较强!专业技术全面% &资料图片'

图") )#*( 年 ' 月 ! 黄贻钧执棒上交

完成丁善德 &长征交响曲' 首演! 引起巨大

反响% 图为 )#*+ 年版 &长征交响曲' 总谱%

&上海交响乐团供图'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