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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艺术价值及其意义
■张志庭

【摘 要】安东宁·德沃夏克是十九世纪捷克伟大的作曲家，也是民族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他一生的创作中，“美国时期”可
以说是德沃夏克创作的鼎盛时期，著名的大提琴协奏曲《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 104 号）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这部作品

受到了许多艺术家以及爱乐者们的追捧与喜爱，同时也众多大提琴演奏家的保留曲目之一。本文将通过对这首大提琴协奏曲的分

析，包括旋律技法、演奏技术以及乐队配器等方面的分析，从而展现这部大提琴协奏曲在音乐史中的艺术地位及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风格 黑人灵歌 演奏技法 多声部创作思维 交响性对话

序言

大提琴协奏曲这一音乐体裁的创立与发展有着悠久的

历史，随着时代的推移以及作曲技法和大提琴演奏技术的逐

渐提高，大提琴协奏曲的创作技术也随之而得到迅速发展。
德沃夏克的《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可以说在同类作品中是最

具有人望的一首，同时它也是大提琴演奏家们经常演奏的作

品之一。曾有捷克的一位评论家赋予这首大提琴协奏曲以德

沃夏克“第十交响曲”的别名，从观众甚至包括卡萨尔斯在内

的一些演奏家们对于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足以证明这首协

奏曲的艺术价值。
1892 年德沃夏克受邀开始了他的美国之行，这段时光也

翻开了他创作意义上最为重要的一页。美国的经历给德沃夏

克的音乐带来了新的魅力与色调，在美期间他受到了美国民

族音乐很大的影响，主要包括美国的印第安人音乐以及黑人

音乐。1895 年德沃夏克即将结束在美国短暂而又似乎漫长的

时光，也就在他即将离别之际，德沃夏克给人类献上了一部

重要的不朽的作品《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在《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德沃夏克运用了各种丰富

的大提琴演奏技巧以及如歌般的旋律，从而揭示了人类情感

的丰富内容与复杂层次。他不仅采用了自己故乡的波西米亚

民间音乐元素，同时也把美国黑人音乐元素也融入到了其

中。这部作品以民族音乐，并且把民族音乐素材贯穿于整个

乐曲之中。19 世纪末的世界，信息技术以及交通设施都远不

如当今社会。德沃夏克那时远赴异国他乡，他直接地接触并

且能够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另一个民族的民间音乐是很不容

易的。他也很好地把握了机会，将不同民族的文化、民间音乐

完美地融合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之中。在此，本人粗浅地把德

沃夏克这首大提琴协奏曲的艺术特色加以归纳总结，其目的

是把自己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作一个总结。
一、民族风格的体现

在音乐作品中旋律往往给人以最为直接的影响 （在这

里，旋律与节奏是不可分的）。当旋律中运用到民间音乐的素

材时，可以说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清新、丰富的民歌

精神生动地保留在高度发展的艺术音乐的各种形式之中。在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德沃夏克不仅运用了大量的民间

音乐元素，更重要的是，他把这些个性鲜明的音乐元素通过

他自己独有的音乐语汇变成了一种德沃夏克式的民族风格。
因为他非常明白，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是离不开民族音乐

的，只有把民族音乐的素材融合到音乐作品之中，它才能被

听众接受并且得到听众的共鸣。因此德沃夏克力图通过自己

高超的作曲手法将民间音乐的素材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使得

音乐作品的精神得到升华。在《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德沃

夏克运用了大量的民族音乐素材，民族音乐神韵的体现使得

这部作品散发出无穷的艺术魅力。
1、捷克民间音乐元素的体现

德沃夏克从小在捷克长大，捷克的语言、捷克的民族音

乐已经融化在德沃夏克的心灵之中。这种包含着语言因素与

民族音乐因素的捷克文化根基时刻在他的作品中得以体现。
德沃夏克作品研究者捷克音乐学家奥? 邵列克曾指出，《b 小

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与之前第五交响曲的广板

（Largo）乐章，还有《圣典歌》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乐曲中深

刻的抒情性与戏剧性的感情相互交替，其中所蕴涵的民族性

也代表了作曲家心中的亲人、故乡。远在异国他乡的德沃夏

克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于亲人怀念的那种忧

伤情感，同时也借自己捷克民族风格的曲调抒发了自己对于

故乡的无限思念之情。本人认为德沃夏克作品中民族神韵的

体现主要表现在音乐的节奏处理上，这包含了捷克的语言节

奏以及捷克的舞曲节奏。这种集语言节奏与民族音乐节奏为

一体的民族神韵在《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得以充分的体

现。
在捷克语中每个单词的重音几乎全部都落在第一个音

节上（前缀音也不是如此）,这样便产生了一种“一重一轻律”
和“一重二轻律”的无弱起音节的节奏特点。在德沃夏克的作

品中，这种从语言的声调派生而来的节奏也形成他音乐语汇

中的一种独特艺术风格。

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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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是第三乐章独奏大提琴演奏的片段。谱例中第

一、第二小节的强拍都是从下行的大跳音程开始，在旋律的

进行中,大跳音程无疑会加强旋律进行的力度。从“例一”中可

以看到作曲家心灵中的捷克语言节奏的体现，尤其是含有大

跳音程的动机突出在小节的第一拍上，这正是捷克语言音调

的典型特征在作品中的体现。
地处东欧的捷克民族是属于斯拉夫民族,这是一个能歌

善舞的民族，因此舞蹈音乐是捷克民族音乐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在德沃夏克的《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舞曲节奏

时常可见，这也是德沃夏克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民族音乐元

素。

“例二”是《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的片段，可以

发现这个片断的节奏具有强烈的捷克舞曲风格。此处是大提

琴独奏的“华彩”段落，只有独奏大提琴在演奏。强烈的捷克

舞曲风格的大提琴独奏声仿佛是人群之中的领舞者，而随后

逐渐进入的乐队演奏如同是舞蹈的人群。音乐中充分体现出

身处异乡的德沃夏克内心中的民族情感，在他心中时刻都装

着家乡的一草一木。
2、印第安及美国黑人民族音乐元素的体现

除了捷克民族音乐元素以外，印第安民族与美国黑人的

民间音乐元素也被德沃夏克在《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大量

地运用。
美洲的印第安文化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可以说，印第

安艺术文化在整个美国艺术领域中已形成了一个独特而卓

有魅力的种类。这个民族的神话故事及传说，对美国的文学

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们善于绘制几何图案并用以装饰衣服。
另外，在印第安的民族舞蹈中还保留着古老的图腾崇拜与祭

祀仪式的原始痕迹。这些独特的民族艺术特性同样也体现在

印第安的音乐之中，可以说印第安的音乐中透露出古老的祭

祀音乐的踪迹。
印第安音乐在形态上主要体现在使用偶数节拍与切分

节奏，旋律基本是以五声音阶以及下行进行的线条为特色。
这些印第安民族音乐的特性也被德沃夏克运在《b 小调大提

琴协奏曲》之中。

“例三”是《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的片断。从这

段旋律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出含有下行五声音阶特征的印第

安民族音乐元素。

“例四”是第二乐章的结尾，在此同样能够看到下行五声

音阶的旋律特征。
德沃夏克到达美国之后，就通过他的黑人学生、男中音

歌手亨利·撒克·勃莱吉对美国黑人的音乐进行了解。因此，

美国黑人音乐的元素也成为德沃夏克在美国期间的创作中

的重要素材。
17 至 18 世纪非洲黑人被贩运到美洲，过着非人般的奴

隶生活。在从事强体力劳动之后音乐便成为了他们抒发内心

痛苦、寻求精神慰藉的主要工具。宗教复兴运动后获得信仰

权利的黑奴来到教堂，学习欧洲基督教传统的赞美诗和圣

歌。黑人凭借天生非凡的音乐才能、虔诚的宗教心灵创作出

了一种平稳、流畅、舒缓的音乐，后发展为众所周知的音乐形

式———灵歌。
早期灵歌运用大调或五声音阶，当黑人在演唱灵歌时擅

长使用些微降低的三音、五音、七音和滑音的演唱法，使的歌

曲具有了小调的性质，总有表现忧愁的情绪。灵歌多数采用

的是偶数拍，最突出的节奏特点是切分音贯穿整首歌曲。
灵歌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形式，它也是美国黑人文化的一

部分。它的根基来自于非洲文化，这些充满激情的旋律来自

奴隶生活的悲惨不幸和对自由生活的美好憧憬，是他们内心

最真挚情感的宣泄。
德沃夏克从歌声中听到了黑人在美国所受到的那些歧

视、压迫以及苦难，这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与怜悯之情，

同时他又被这动听的黑人音乐所吸引。因此在他美国期间

创作的作品中，几乎都能发现把黑人音乐作为创作的素

材。

例二

例三

例五

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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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五”是一首美国黑人灵歌《深深的河》。五声音调的旋

律抒情而又朴实，歌词中充满了对于安宁、美好的生活的盼

望和憧憬。

“例六”是《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独奏大提琴

演奏的副主题，在这个主题中可以明显地发现《深深的河》的

踪影。

“例七”是美国黑人灵歌《深深的河》与《b 小调大提琴协

奏曲》第一乐章中独奏大提琴演奏的副主题对照，通过谱例

划圈部分的对照可以明显地发现两个旋律之间的相同之处。
不仅都运用了相同的五声音调，而且旋律风格与旋律线条的

走向都极为相似，德沃夏克曾经说过，这个主题一直使得他

很激动。这无疑地反映了作曲家个人的深刻感受，也更证明

了作曲家对于这个主题的深刻用心。
在《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作曲家大量的运用了民族音

乐的素材，这些民族音乐素材既包含捷克民族音乐素材也包

含了来自美洲大地的印第安民族音乐与黑人民族音乐的素

材。正是这些民族音乐素材的渗透，才使得《b 小调大提琴协

奏曲》这部作品散发出无穷的艺术魅力。
二、独奏大提琴演奏技法的体现

一首优秀的协奏曲不仅要有优美的旋律，还必须拥有一

整套精湛而高超的演奏技巧。由此才能够吸引听众，把注意

力聚焦在演奏者身上。德沃夏克对于大提琴的演奏技术极其

熟悉，在《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大提琴高难度演奏技术与

富有激情的音乐语言是这部作品的特点。各种不同演奏力度

的变化与各种高难度的演奏技术使得大提琴的音色充满变

幻性，并发出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1、颤音的演奏

颤音的概念在器乐演奏与声乐表演之间是有区别的。声

乐作品中的颤音概念与弦乐演奏中的揉弦相类似，即为美化

旋律的歌唱性，把音符的音高迅速地在很小范围内向上下进

行交替改变，近似水波起伏的感觉，它是音乐表现的重要手

段之一。而器乐曲演奏中的颤音是指由两个独立音高的音，

相互间作交替演奏而成。在乐谱上有标记“ tr”或者“ ~~~~~

”，颤音的演奏要求由两个手指来完成，而揉弦只需用一只手

指来演奏。揉弦在乐谱上是没有标记的，在手指波动的次数

也没有明确要求，完全是由演奏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和对作品

的理解来进行的处理，相对比较自由。而颤音的演奏是作曲

家在乐曲创作中要求演奏者所要完成的演奏技术，颤音能够

赋予音乐更多的音色变化，让器乐的演奏更发挥出其声腔化

的功能，更大幅度地提高了器乐的表现力。

“例八”是《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片段。通过

谱例可以发现德沃夏克在这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较长篇幅

的颤音，此段的颤音演奏总共持续了 7 小节。大提琴从 #f1 这

个音开始向上作半音线条连续地颤音，独奏大提琴用颤音的

演奏衬托着木管乐器演奏的“四音动机”。此段是由左手一指

（食指）和二指（中指）来演奏的，在依靠左手一指压弦并以半

音的幅度从 #F 音开始向上滑动换音的同时，左手的二指一

直都在迅速地作着压弦与离弦的反复，达到颤音效果。德沃

夏克对于这段颤音演奏的力度变化是有着明确要求的，从开

始的突强(fz)然后以弱（p）持续到第 106 小节后遂再开始渐

强，直至 108 小节到达强（f）。从旋律线条的角度可以看到，随

线条的起伏力度也逐渐地增强。此时独奏大提琴虽不在旋律

声部上，但在这连续长时值的颤音所营造出的效果中，演奏

者也能从容地表现出此处的情绪。

“例九”是《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中第一主题的

片段。在大提琴演演奏完快速的过渡句之后，长笛与双簧管

再次进行主题呈示，此时独奏大提琴演奏的颤音与之相呼

应。这段大提琴颤音演奏的方法以及音响效果同“例八”有着

异曲同工之效，但在此处相对“例八”而言，在时值上有所缩

短，这决定了换音速度必须加以提升，演奏者对于音准的控

制要求也就更高了。在大量的弦乐作品中，颤音常常是作为

装饰性的点缀出现在演奏中。而在《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

德沃夏克使用了大篇幅的长时值的颤音演奏，每一次都至少

连续四个小节以上，这对于演奏者来说，只有进行大量的练

习才能确保在把握音准时的准确无误。在这部作品中德沃夏

克往往在长时值的颤音上叠置了乐队演奏的旋律（主题），使

得独奏大提琴独奏虽处在衬托的地位，但又不失其对于听众

的吸引力。
2、多声部的演奏

虽然大提琴拥有四根琴弦，但是它基本上还是以演奏单

例六

例七

例八

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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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部音乐为主的。但在许多大提琴独奏的作品中，尤其是在

一些华彩段中还是能够看到大提琴演奏和弦以及双音等一

些演奏技术。在《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德沃夏克不仅充分

地发挥了大提琴在演奏和弦、双音等方面的技术特点，将多

声部的创作思维运用到了独奏大提琴的演奏之中。

“例十”是《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第一主题片

段，这也是大提琴主题呈示的开始。从谱例中可以发现，当大

提琴演奏的“四音动机”旋律线条通过了一次倒影重复后，继

续沿着延伸发展的轨道行进之时突然急转下行，旋律发展为

一条连续的富有张力的和弦进行。在大提琴的演奏技术中，

和弦的演奏是一种重要的表演形式。由于大提琴的琴马构造

决定了琴弓在同一时刻最多只能接触到两跟相邻的琴弦，因

此大提琴的和弦演奏其实是以先后出现的形式进行发声的。
在“例十”中的第一个和弦，是先由 G 弦演奏 A 音，然后由 D

弦演奏 #f 音，最后由 A 弦演奏 c1 音。大提琴的和弦一般是由

低音向高音以琶音的形式演奏的。大提琴的和弦演奏中的弓

法上虽然存在着换弦的现象，但是左手的指法一般是同时准

备的。因此当演奏者在演奏和弦时，指法的记忆与音准的要

求是需要进行大量练习的，尤其像“例十”中连续进行的和弦

变换，牵涉到了换弦以及换把位的难题，这样演奏的难度要

求就更高了。“例十”的音乐情绪中有着宣叙性，充分地表现

出坚定有力的特点，和弦与力度变化可以说给整个音响效果

添加了庄严沉着、英勇激昂的色彩。同时，也使得这段具有动

机性质旋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尤其突出的是大提琴连续演

奏和弦所发出的厚实、坚定的音色，把音乐的气氛营造得更

加沉重、情感也变得更为强烈。

“例十一”是《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中的片段。
这一段大提琴的演奏在每一小节的强拍 上都使用和弦,这些

和弦是分别是在 G 弦、D 弦 与 A 弦上演奏，在每两个和弦之

间还插有十六分音符的旋律，而且是以每分钟 116 拍的较快

速度演奏。对于演奏者来说，在演奏和弦的同时更要保证旋

律在音高、节奏等方面的准确性，这就要求演奏着必须要有

熟练的演奏技艺才能胜任演奏任务，因此是有着很大难度

的。另外作曲家在演奏的力度上要求演奏者在每一拍的强拍

用突强（fz）的力度演奏。当演奏者演奏到此处时，由于和弦的

演奏会很自然地在力度、情绪等各方面有所加强。由此可见

德沃夏克所使用的演奏技术完全是为作品的情绪而设计的，

他对大提琴的演奏技术了如指掌。和弦饱满的低音共鸣使得

音响变得强劲有力，作曲家也似乎通过这充满爆发力的和弦

表达了他内心情感的一种迸发。

“例十二”是《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中的片段，

在这里德沃夏克运用的是的双音的演奏技术，共持续了 6 个

小节。在大提琴作品中连续演奏长篇幅的双音是不多见的，

足以可见德沃夏克所为大提琴演奏者设置了非常高的难度。
另外在此段中德沃夏克充分发挥了大提琴宽广的音域，从第

一小节的小字组 f 逐渐上升到第四小节的小字二组 g2，其中

的音域有十六度之宽。面对如此宽广的音域以及十六分音符

的快速演奏，演奏者还必须要做到节奏清晰、乐句有起伏、音
色浑厚充实，同时，还要协调好左手手指的换把位与右手琴

弓的换弦，来保证双音的音准，可见演奏难度是非常之高。

“例十三”是《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片段。此

处大提琴演奏着一根八分音符节奏的下行旋律线条，这根旋

律线条是用八度音程演奏。在八度音程的下方声部中，作曲

家别出心裁地将旋律作了“加花”处理，这既加强了八分节奏

的密度，同时使得大提琴演奏技术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部作品大提琴独奏的双音技术，体现出德沃夏克对于

独奏大提琴旋律的多声部创作思维，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这部

作品中还有很多。

“例十四”是第三乐章中的片段。谱例中独奏大提琴演奏

的音区很高，所以作曲家为了体现和突出独奏大提琴的旋律

以及技巧，在乐队部分只使用了部分木管乐器以及弦乐组中

的大提琴声部与倍大提琴声部在中低音区来进行演奏，而让

独奏大提琴进行双音技巧的演奏。这一段大提琴的双音演奏

与“例十三”是有所不同的，是六度音程演奏，但是都是在低

声部进行了“加花”。由左手一指保持住压弦来演奏 A 弦上的

#F 音，同时由左手拇指与三指（演奏者手较大也可使用二指）

在 D 弦上演奏低声部的音符。这里其实构成了两个层次，在

高声部有着一根四分音符的旋律线条，低声部则是具有伴奏

意义的分解和弦。此处的音乐不仅发挥了大提琴的演奏技

例十二

例十

例十一

例十四

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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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同时也体现出了作曲家在创作大提琴独奏作品中多声部

创作的思维。

“例十五”是第二乐章的片段。在这一段的独奏大提琴演

奏中同样也体现出德沃夏克的多声部创作思维与高难度的

大提琴演奏技术。此段音乐是独奏大提琴的华彩片段，德沃

夏克把第二乐章的第一主题在节奏上进行了变化处理，同时

也将复杂的演奏技法融入到了其中。谱例中大提琴的华彩段

运用了双音的演奏技术，在谱例的前两小节中，演奏者除了

要演奏双音的旋律外还要同时完成最低声部的拨弦演奏。在

大提琴上的拨弦演奏通常都是用右手的手指完成的，但是在

这一段音乐中演奏者的右手在持弓演奏双音旋律，这样拨弦

的演奏只能由左手完成，这使得左手的演奏技术被加强了。
从谱例上可以发现，拨弦演奏的 C 弦与 G 弦，此时这两个音

都需拨动 C 弦与 G 弦发音来完成。所以左手在演奏双音的情

况下，需要另外用一个手指来拨奏 C 弦与 G 弦，由此可以看

出此段高难度的演奏技术。谱例的第三小节旋律间的斜向进

行似乎展现了两个独立的旋律线条，体现出德沃夏克的复调

思维。从中可以发现，德沃夏克给予大提琴独奏的多声部思

维不但是建立在主调音乐基础上的，同时也是具有复调思维

意义。
3、跳弓的演奏

当演奏者用琴弓在琴弦上进行快速推拉时，弓杆受运弓

动作的快速牵引，而产生出一种惯性，再利用弓毛与琴弦间

产生的摩擦力，使得琴弓保持在一种不协调的运动状态下，

在让整个琴弓在琴弦上跳跃而演奏出一些互不相连的短时

值音，这种演奏法就是跳弓。跳弓在弦乐器的演奏中是经常

被使用的，其轻快而跳跃的音响在较快的乐曲中可以达到十

分出色的效果。

“例十六”是第一乐章中的片段。此处独奏大提琴将第一

乐章的主题进行变形，使用分弓跳音演奏。当演奏者运用跳

弓的过程中，跳弓的弹性是否能够充分发挥，与弓段的选择

有一定的关系。此段有着连续、快速的十六分音符跳音，应当

使用琴弓中间部分在琴弦上演奏。当遇到第二小节由高音至

低音的旋律时，必须进行换弦，此时演奏者可以选择在琴弓

中段更靠近弓尖的部分来演奏。在“例十六”中力度变化相当

的大，所有的四分音符都用特强的力度演奏（fz），如果此时演

奏者用琴弓的中段靠近弓尖部分演奏，由于右手力距大而难

以控制琴弓，达不到力度的要求。在此段的演奏中要把音符

清晰、节奏平稳的跳音做出来，演奏者需要不断调整琴弓使

用的位置。德沃夏克在此把跳弓演奏法发挥得十分出色。跳

弓的运用使得旋律在节奏、速度等方面与原主题之间形成鲜

明的对比。

“例十七”是第一乐章的片段。大提琴在木管的和声织体

下，连续地演奏六连音的跳弓。这种跳弓的形式也可称之为

“飞奏跳弓”，亦称“飘弓”，每个音的演奏既要短促、停顿，同

时又要求每三个音用一弓来演奏，这样的弓法在乐队的大提

琴演奏中是不多的。但在此段中作曲家让独奏大提琴连续使

用这样的跳弓演奏法并且一直保持了 8 小节之多，如此长篇

幅的运用“飞奏跳弓”在大提琴作品中是非常少见的。在这段

“飞奏跳弓”的演奏中，要达到轻快、断续的声音如同飞翔般

的音响效果对于演奏者右手的运弓有着很高的要求。演奏者

要使用琴弓在三根琴弦上来回演奏，必须不断地进行换弦。
而在换弦的情况下，保持好均匀的节奏以及稳定的速度，不

仅需要演奏者扎实的基本功，还需要大量的练习过程。另外

在此段的演奏中，另一个难点是左手还要一直使用拇指把

位。（拇指把位是指在演奏高音区时，左手拇指离开琴颈并移

到琴弦上当作人为的活动弦枕）。在此段演奏的分解和弦中，

每个和弦的最高音都是使用左手拇指在 A 弦上演奏。对于左

手拇指来说，要完成 32 次如此大量的来回演奏，在音准的把

握以及力度的控制方面都有着很高的难度，同时也让此处的

飞奏跳弓成为乐曲中独奏大提琴演奏技术上的一个亮点。
4、泛音的演奏

泛音是弦乐器演奏中常用的一种别具特色的演奏技法，

演奏者用手指在分段振动的某个结处上用手指浮触琴弦。使

用泛音能够使得音色具有对比，因此泛音也是大提琴演奏中

的一种重要的部分。在《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德沃夏克并

没有大量地使用泛音，只是在一处使用。

“例十八”是第二乐章中的片段。第二乐章是抒情性的慢

板乐章，它被誉为是音乐会上大提琴作品中最富有表情的慢

板乐章之一。此乐章中段感情极其丰富，随后紧接大提琴华

彩乐段，使人回到那广阔而宁静的情绪之中，并一直保持到

乐章结束。“例十八”就是第二乐章结尾处的最后八小节，也

是全曲中唯一使用了泛音演奏法的地方。大提琴在高音区演

奏两小节颤音之后，独奏大提琴使用泛音演奏了具有印第安

民族风格的下行五声音阶，并以第四把位的双泛音作收尾。
这段泛音出现时，力度就开始不断渐弱，直至最后保持在极

弱。泛音的使用让大提琴奏出通透、纯净的音色，与宁静、和
谐的印第安民歌主题更为贴切，也让极富情感的第二乐章在

这舒缓的情绪之下结束。
德沃夏克将大提琴各种丰富的演奏技巧都融入到了这

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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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作品之中，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了在他笔下的独奏大提琴所

散发出的独特魅力，也更使得这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成

为大提琴协奏曲中的精品佳作。
三、注重交响乐队的作用

前苏联著名音乐学者兼作曲家勃·阿萨菲耶夫曾把协奏

曲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舞台技巧性协奏曲，另一种为交响

性协奏曲。交响性协奏曲的概念是作品除了在音乐发展上的

庄严宏伟外，更在配器方面丰富多彩。德沃夏克的《b 小调大

提琴协奏曲》是一部大提琴的交响协奏曲，除了加强独奏大

提琴旋律性与演奏技术以外，德沃夏克使用管弦乐的表现手

法一起用来体现协奏曲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增强其交响性的

发展，用这种艺术感染力来打动听众的心灵。
1、注重铜管乐器的运用

大提琴的音色具有丰满宽厚、富于感情的特质，比起小

提琴的音色来说更接近于人声（尤其是男声），在听觉上十分

有亲切感，其音色在整个弦乐组中也很突出。在 19 世纪前的

协奏作品乐队的管乐部基本上是以圆号为主，不太使用其他

的铜管乐器。这有着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由于当时

铜管乐器本身乐器性能的不够完善。铜管乐器在 1815 年前

后才发明了活塞，使得铜管乐器终于由原来的自然乐器变成

了半音乐器，通过这一次铜管乐器的大革命，也才让铜管乐

器组在管弦乐队中确立了重要的地位。第二个因素是因为铜

管乐器的音色嘹亮、穿透性强，对于像大提琴这样的弦乐音

色来说，极有可能会因为铜管乐器“突兀”的声音而被盖掉，

所以在很多大提琴协奏作品中，铜管乐器的运用是不多的，

有些甚至在乐队编制中就几乎没有铜管乐器。
在《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德沃夏克使的铜管编制为：

四把圆号、两把小号、三把长号以及一把低音号（大号）。德沃

夏克曾经在他的钢琴协奏曲与小提琴协奏曲中也只是运用

了古典双管编制，但是在《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铜管编制

有所不同，他加入了大号和长号，加重了和弦低音，也使得乐

曲的气势变得更加浑厚。而铜管乐器的运用，也让乐队部分

在交响性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这部作品中，大提琴的独

奏常被安排在交响乐的音流里。

“例十九”是乐曲第一乐章副部在 B 大调上的再现（谱例

第二小节）。当独奏大提琴完成长达 6 小节的双音演奏之后，

由交响乐队再现副部主题，而此时独奏大提琴的声音也消失

在交响乐的旋律之中。在乐队中，木管组与第一小提琴组一

齐演奏旋律声部，而铜管组则担当了重要的和声声部，同时

铜管声部用强力度的演奏也给此段增添了更为明亮的色彩

与宏大的气势。

“例二十”是第一乐章的片段。小号吹奏的旋律与音乐主

题构成对比复调关系。其号角般的旋律仿佛像是一种“召唤

声”，小号吹奏的对题与乐队演奏的主题形成了两个层次。四

小节的乐队演奏之后，独奏大提琴又再次演奏副主题，此时

乐队的演奏则渐弱直至休止，旋律声部只剩下独奏大提琴的

演奏。这段音乐的铜管组的运用也让前后乐段之间在音响上

增强了对比性，使得乐曲中的张力大大地提升了。
德沃夏克的《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不仅充分地展示出了

大提琴丰富的演奏技术，同时更将大提琴协奏曲这一体裁的

交响化写法得到最鲜明的体现，也成为了交响协奏曲的优秀

典范。
2、强调乐队与独奏声部的“对话”
在《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独奏大提琴与乐队之间存

在着密切的联系，有时相互呼应、有时又充满着冲突。这部作

品充满了史诗般的戏剧性，同时又具有富有情感真挚的抒情

风格。作曲家通过乐队与独奏声部的大量“对话”来表现丰富

而又细腻的内心情感，与强烈的思想斗争。

“例二十一”是乐曲第一乐章的片段。在此独奏大提琴于

长笛的独奏形成了对比复调的关系，这如同是一段抒情的二

重奏。一高一低的两个声部相互交融，仿佛表现出作曲家内

心的情感徘徊以及复杂的情绪。这样的对话片段对于演奏者

（不仅是独奏者，还包括指挥与乐队）来说，需要极其丰富的

感情投入，往往也是演奏者最能够表现出演奏个性的地方。
类似这样注重独奏与对话的抒情性乐段，在优美的第二乐章

中也同样可以找到。

例二十一
例十九

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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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十二”是乐曲第二乐章的片段。长笛和双簧管组成

的混合音色，与独奏大提琴之间构成了美妙的对话。木管的

旋律演奏着抒情的旋律，独奏大提琴用模仿性语言在作着回

答，达到交相呼应的效果。第四小节，在长笛和双簧管所吹奏

出的富有特色的装饰音之后，独奏大提琴立即紧跟着进行了

模仿。长笛和双簧管奏出的那温暖而又透着金属光泽的旋律

音色仿佛象征的是一段记忆、一种情感，独奏大提琴在其中

娓娓流泻的呢喃细语又不断地给予了回应。这似乎是作曲家

在表达着自己对于过去的怀念之情，这种情感仿佛“飘”进了

作曲家的思绪之中。

“例二十三”是第三乐章片段。单簧管演奏出一个“四音

动机”，紧接着圆号做出了呼应，最后独奏大提琴用倒影的形

态给予总结。大提琴与这个主题动机之间的相互辉映中，好

似也似乎表达出了作曲家内心深处的感悟以及他对于整部

作品的诠释，也是作曲家对于自己美国经历的一种回顾和总

结。
四、作品的艺术地位与艺术价值

1、作品的艺术地位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美妙动听是毋庸质疑的，它是

一部浪漫、壮阔并且圆熟的作品。当勃拉姆斯看到德沃夏克

的这部协奏曲总谱时，也曾感叹地说：“我怎么一直不知道大

提琴协奏曲也能写得如此之美？如果早晓得，我一定自己挥

笔谱写一首。”可是这位在布拉姆斯口中被形容：“他字纸篓

中拣出来的旋律，都足以让我写一首交响曲。”的旋律天才，

在创作这部杰作的时候也是犹豫延宕多时。
伊戈尔·贝尔查在一篇文章中关于德沃夏克的《b 小调大

提琴协奏曲》曾这样写道：“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使人感

到了一种召唤，它唤起了人们要热爱生活，经受严峻的考验，

战胜忧伤情感的困扰，建立功勋和荣誉。这部作品不仅是卓

越天才与成熟技巧相结合的成果，更是作曲家现实主义世界

观的产物。”
有趣的是，德沃夏克传颂后世的作品都与美国扯上关

系，例如他的《e 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降 E 大调弦

乐五重奏》（美国），以及这首大提琴协奏曲。可见赴美生活对

德沃夏克的创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异国他乡，他不仅保

留着自己对于故乡民族风格的创作习惯，更在那里目睹了黑

人及印第安人的生活，了解他们的音乐，并将其也融入自己

的创作中。或许也正是这样，让德沃夏克在世界音乐的发展

中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位置与价值。
德沃夏克自己曾表示说：“除《自新世界交响曲》外，我最

喜爱的就是《大提琴协奏曲》。每当我开始亲自指挥此曲的第

一乐章时，都会产生新的感动。”《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也正

由于它那高度的艺术成就成为了 19 世纪作曲家的作品中最

常上演的曲目之一。自从这部作品发表问世以来，它也一直

被列为世界优秀大提琴演奏家们的保留节目；同时，许多音

乐家们也竞相纷纷将其录制成唱片。如今作品还常常用来作

为各种比赛的曲目以及教学曲目，而它的乐谱在全世界范围

内也一版再版地发行。
2、《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对后世作品的影响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其体现出

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带给听众的精彩绝伦，在大提琴艺术的

发展道路上也做出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我们纵观大提琴作品的发展之路时就会发现，《b 小调

大提琴协奏曲》不仅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更无疑是一部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杰作。在这部作品中，德沃夏克继承了古

典音乐的架构并在前人所创作的大提琴作品中吸取一切所

运用的大提琴演奏技巧，把这些技术再加以结合、创新，融入

到自己的作品中，突出体现了其民族主义特色。另一方面，大

提琴协奏曲体裁的交响化写作手法就是从 19 世纪舒曼、圣 -

桑、拉罗和德沃夏克的协奏曲作品中开始得到体现的，而正

是到了德沃夏克的手里，交响化的特点被推向了高峰。《b 小

调大提琴协奏曲》毫无疑问地影响着后世作曲家对于这类体

裁作品的创作，德沃夏克的这部大提琴协奏曲不仅很大程度

上推动了大提琴演奏艺术的发展，同时更推动了以大提琴为

体裁在音乐创作上的前进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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