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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进

近现代弦乐技法在
德彪西乐队作品中的运用

摘 要:文章通过对德彪西几部代表性的乐队作品中弦乐声部的写作方法的分析,进一步探讨配器

教学中弦乐在乐队中的运用,特别是近现代弦乐的一些非常规演奏法在现代乐队配器中的运用。结合

德彪西的具体作品片断加以分析与了解, 在服务音乐表现的基础上合理运用弦乐的特殊技法以及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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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弦乐声部( Strings)一直是管弦乐队中重要的声部之一,在很多早期乐队文献中,弦乐声部的比重和作用

非常大,因此弦乐队的写作与编配一直是作曲专业配器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在日常的配器教

学中经常强调弦乐的常规写法和演奏法,随着现代音乐的普及程度提高, 专业创作技术的要求逐步细致, 除

了讲解传统弦乐技法的使用与效果以外,在配器课堂上必须介绍一些近现代的弦乐新技法和弦乐队新音响,

比如:二战后东欧波兰学派潘德烈斯基的 T o the vict ims of Hiroshima , Dies Irae 中多种演奏技法的运用,

发掘每件乐器的音色潜能;卢托斯拉夫斯基的 Paroles T issees ,以及梅西安 Chant Des Desport es 中大弦乐

队的使用与分层,巴托克 Divertiment o 的拨奏和弦等等。这和学生的专业创作需求紧密相连,同时扩大了

学生的音色概念,丰富了弦乐表达语汇。

德彪西的乐队作品中弦乐队的使用与传统不同,其表现在于,他没有大段落的弦乐音色气息, 即弦乐音

色的持续力没有古典,浪漫主义时期那样悠长, 厚重;同时他的弦乐用法也不同于近现代作曲家那样想方设

法在乐器法上出新,而是在遵循传统古典的弦乐音色美感的基础上发掘、探索新的音色结合方式, 比如他喜

欢把弦乐类似人声的音色保留给激动的时刻,以及高潮的片断,这种平衡的音色美感是他的乐队作品具有持

久不衰的魅力的重要原因。德彪西的配器风格影响了后世许多作曲家,如: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

席曼诺夫斯基、沃汉 威廉姆斯、梅西安等。

大海 、牧神午后序曲 、夜曲 、以及歌剧 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创作于 1892~ 1905 年之间,这个时

期德彪西深受印象主义绘画和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很大,在他的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与传统音乐不同的语

言、色彩以及形式, 其中配器的音色概念发生了划时代的革命, 正如法国作曲家皮艾尔 布列兹 ( Pierre

Boulez)所说:德彪西的 牧神午后序曲 唤醒了整个现代音乐的发展。其历史背景在于东方艺术的魅力对西

方世界的震撼,而法国人天生的敏感更容易接受东方的典雅细腻的艺术形式, 比如瓷器、丝绸等。在音色的

表现力上,西方从来没有向东方文明那样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宗教其严肃的教规抹杀了人性的最富有想像

力的创造,而把一切和感官直接联系的事物看作世俗的, 与圣洁崇高的上帝相违背,但是在艺术的殿堂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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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点有生命的因素都是存在意义的,音乐是最能反映人类心灵的一门艺术,所以我们更应该尊重人类对自

然的最直接的原始的反映,这种反映是音乐的最本质的动力和吸引力所在。德彪西的音色感觉非常细致、典

雅,而且更接近中国古典文化的艺术气质,难怪傅雷在他第一次听到德彪西和拉威尔的作品时感叹到:这简

直就是将来的中国音乐。德彪西运用音色的力量描绘了生动的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形象, 这个传统可以追溯

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对自然的赞美,对人体的欣赏,以及对人性的尊重的精神,包括早期巴洛克时期的意大

利作曲家的器乐作品中对自然界的描述,如维瓦尔第的弦乐作品 四季 等,德彪西的创新实际上是恢复了艺

术家对周围世界的再认识,在 20世纪初期工业革命的巨大影响下是一种返朴归真的勇敢行为。而德彪西对

弦乐的贡献在于他不仅仅是使用了一些新的弦乐演奏技法,例如:手指颤音与弓奏颤音( t remolo) ;拨奏( piz

zicato) ,泛音( harmonic) ,弱音器( con sordino) ,靠指板( sur la touch )以及靠马奏法( sur le chevalet ) ,多声部

分奏( divis i) ,以及乐队中独奏小提琴( solo)的运用在德彪西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其实这些技法早在瓦格纳的

歌剧音乐中就已经出现过了)。而且他能很好地将这些技法与特殊的乐队织体、曲式结构结合起来,并且和

其他乐器组形成新颖的音响效果和音色,以此表达人们日趋复杂的心理活动,达到依靠常规手段所不能企及

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拟对这些作品中的弦乐声部写作进行三个方面的阐述与分析,即弦乐旋律的配置;弦乐和声层次的

安排;以及一些非常规演奏技法在作品中的运用,并与其他乐器声部构成的新音色。

一、弦乐音色在旋律构造中的作用

弦乐宽广的音区,歌唱性的音质,强大的表现力, 在大量乐队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在德彪西的作品

中,我们发现他很少这样去做,而是将弦乐主要作为气氛的营造(例如 大海 开始的片断中富于想像力的伴

奏音型) ,而当弦乐担任主旋律的时候,德彪西的用法则十分新颖: 牧神午后序曲 中段旋律由木管转接到弦

乐的时候,小提琴同度在高音区演奏旋律,中提琴和大提琴同度在低八度重复,同时木管演奏摇曳的三连音

音型,竖琴和贝司演奏持续音作为旋律背景,这是德彪西所有乐队作品中最悠长的弦乐旋律之一。

例 1

德彪西在这里使用弦乐演奏旋律是出于对马拉美( Mallarme)诗歌中所描述的潘神的激情和欲望的一种

体现,虽然这种弦乐呈示的形式显得有些 普通 ,但是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前面主题在木管声部的呈示)还是

具有一定的新意和对比性的。有的时候小提琴单独使用一个八度的重叠旋律,这样的效果远比使用两个以

上的八度的重叠有效,而且音色纯正。

例 2

在 大海 的第二乐章中, 排练号 19 开始的第一、第二小提琴的八度颤音重叠,如同汹涌的海浪一样起

伏。

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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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的高音区具有尖锐、紧张的音质,德彪西经常用于高潮段落,比如 大海 的第三乐章,排练号 56,

第一小提琴在极高音区,并加入短笛的高音区旋律重叠,音色显得有些刺耳,但是特别明亮,如同早晨的太阳

出现在海平面上那样耀眼! 德彪西在第三乐章中处理的 大海 主导动机 ( Sea Motif) 时多次运用这一手法

( Vl+ Picc) ,这一次用小提琴+ 中提琴的高音区演奏 大海 主导动机却是本曲中德彪西唯一用弦乐做主旋律

的独奏声部。

例 4

另外由于剧情的转变与配器织体的变化,在 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歌剧中, 出现梅丽桑德受伤害后的激

动而紧张的心情,小提琴的极高音区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德彪西对大提琴的群声效果尤为敏感,例如 大海 第一乐章中,排练号 9的八把和十六把大提琴的分奏

( Divis i) ,具有强烈而饱满的男声合唱( Men Choral)的音响,自然的推弓和拉弓带来的力度变化十分感人, 伴

随大提琴声部的有定音鼓的滚奏渐强渐弱变化,贝司的拨奏加强重音,以及圆号的交织和弦的回声 ( Echo) ,

都为大提琴声部做了很好的铺垫,起到了预示第二部分主题的结构作用;在第二乐章排练号 26,大提琴的齐

奏旋律,和前面出现的英国管的音色(排练号 21)形成对比,因为大提琴此时用的音区较高,即在具有独奏气

质的 A 弦上演奏这个旋律,浓烈的鼻音具有不可阻挡的穿透力(类似的早期例子有德沃夏克的 新大陆 交响

曲第二乐章的中段,大提琴声部快速渐强的高音旋律,这种一般用于独奏的音区在乐队里出现具有独特的魅

力) ,给旋律增添了一种鲜明的色调;还有大提琴在第三乐章中排练号 47 处与长笛的八度结合,大提琴的音

色主导了旋律的基本色彩,而长笛在高音区重叠增加了亮度。

大提琴和大管的结合,在德彪西的作品中比较多见。在他的歌剧 佩雷亚斯与梅丽桑德 第一场第一幕

的开始,细分为三个声部的大提琴和大管、贝司的和声线条一起营造了整个歌剧的灰暗阴沉的基调。德彪西

很少为贝司写作独奏线条,通常是和大提琴一起构成浓厚丰满的八度低音色彩,在 云 排练号 2,大提琴和贝

司构成纯五度的下行动机和圆号刺耳的增四度下行音程形成对比, 弦乐低音厚实而阴暗的音色呼之欲出。

在 节日 排练号 22之前 3小节,大提琴和贝司三连音节奏的下行低音半音化音型和前面的旋律形成鲜明的

音色和织体对比。

例 5

一个最有效的低音旋律出现在 大海 第三乐章,排练号 50,大管演奏 风 的动机,低音弦乐的浓厚的音

色使大管原本粗重的音色变得柔和一些,同度演奏的贝司也为低音旋律增添了厚度和深度。中提琴声部的

单独运用较少,但是在 大海 第三乐章排练号 58,中提琴回忆了前面出现的大提琴主题动机,中提琴在 D 弦

上演奏,音色明亮,虽然厚度不够,但是还是能在密集的木管伴奏音型中听到中提琴独特的旋律。

例 6 (德彪西在这里写的演奏术语意思是:演奏得更响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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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弦乐在和声支持中的运用

弦乐的和声支持以及音乐背景的塑造在德彪西的作品中占了很大比重。弦乐的优势在于其 持续力 是

所有乐器组中最长的(不用呼吸的连弓) ,而且能演奏极其柔弱的力度,因此,德彪西充分利用这些特点,为弦

乐的和声铺垫创造了多种类型的音型写法。

比如他喜欢用加弱音器的弦乐演奏持续的和声长音:在 牧神午后序曲 排练号 8,弦乐除了第一小提琴

休止,其余声部是加弱音器的 E大调主和弦的持续音,在这个宁静的背景里,竖琴晶莹的音色很好地为长笛

的旋律作陪衬。同样,在 云 开始的第 7 小节, 所有小提琴加弱音器细分为 6 个声部作和声铺垫 (三个八

度) ,第一小提琴的高音区极为纤细而明亮,英国管的音色以及定音鼓的滚奏跃然纸上。

有时,弦乐的和声支持形态不是静止的,而是具有动感的和声变奏, 牧神午后序曲 排练号 6 之后第五

小节,小提琴和中提琴的切分节奏的音型使木管的旋律更加富于动感。

例 7

在 大海 第一乐章排练号 4之后第五小节开始,除了贝司以外,弦乐共细分为 16个声部, 而且采用拨奏

和拉奏混合的音色(模拟竖琴的拨奏音色) ,和竖琴一起构成具有节奏律动的和声伴奏织体,而长笛的旋律显

得就很生动活泼。同样,在第二乐章的结尾处,排练号 42,大提琴和贝司在低音区构成纯五度的持续音,来支

持竖琴的五声性旋律。

例 8

最后的 4小节,与低音层次相对应的第一小提琴只使用了六把,并且细分为一个八度的长音( 之前在排

练号 41,六把小提琴细分为三个声部的开放排列) ,高音声部为泛音,给第二乐章宁静的结尾增添了丝绸般的

质感。

三、非常规弦乐效果的用法

德彪西的弦乐用法与传统的 19世纪浪漫派的一般做法截然不同。尽管我们看到弦乐声部在他的作品

中到处存在,但是弦乐传统的主导声部功能被扩大为支撑性的辅助音色声部,一些独奏曲中出现的弦乐演奏

法被大量引进乐队片断中,以下就弦乐的几种特殊奏法在德彪西作品中运用加以进一步说明。

1.独奏声部的运用

乐队中独奏乐器的使用是为了获得一种与整体音色对比的,新鲜而个性化的声音。例如独奏小提琴的

使用就和小提琴声部形成鲜明的对比。德彪西除了常规的独奏处理外,还引入了室内乐的形式,比如二重奏

( Duet) ,三重奏( T rio) ,以及和不同乐器结合产生新的音色,大大丰富了乐队的音色调色板。例如在 牧神午

后序曲 排练号 8之前四小节,小提琴的独奏再现了之前木管声部八度重叠以及弦乐队全奏( T ut ti)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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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为 bD大调,音色更加甜美与内省。在背景的处理上,圆号是一个回音式的对题,单簧管和双簧管略带犹

豫的乐句,以及贝司的凝固的主音,共同为独奏小提琴营造了优雅的气氛。在 大海 第一乐章排练号 6,小提

琴高音区的独奏与双簧管中音区的对话,同时单簧管和大管对独奏小提琴的部分旋律加以润饰;第二乐章的

排练号 24,独奏小提琴与双簧管的呼应关系,特别是其中双簧管和小提琴的反向进行显得格外有趣。在 大

海 第三乐章排练号 53,第一小提琴的独奏组处理很有特点:德彪西要求 8位第一小提琴声部的演奏者演奏

这个双音片断,而且还是分奏,然后加入全体第一小提琴的分奏,最后在排练号 54 的地方恢复齐奏;还有 牧

神午后序曲 排练号 10,两把小提琴没有弱音器的独奏线条八度处理,传神地描绘了潘神对梦境的极力回忆

与内心的思念情愫。类似的地方还有 大海 第二乐章排练号 26之前第四小节弦乐的突弱处理,德彪西采用

减少乐器数量来达到这个效果,好像突然从乐队的轰鸣过渡到室内乐的静谧,就如同文学中出现的 突降法

一样具有一定的反差和张力。

中提琴的独奏片断不是很多,但是音色运用非常有特点: 云 的排练号 6,两支双簧管演奏固定音型, 独

奏中提琴则演奏半音化的主题,中提琴的 A 弦非常有表现力,那种近似鼻音的音色和双簧管的音色接近, 由

于两个音响层次的不同,双簧管和中提琴仍旧保持了各自的音色特点。

独奏大提琴片断出现在 牧神午后序曲 排练号 11 之前两小节,大提琴和长笛形成八度重叠, 大提琴增

加了长笛旋律的厚度;在 大海 中,排练号 13后第四小节转调开始,两把大提琴在宁静的高音弦乐持续音的

衬托下,同度重叠英国管的旋律,大提琴旋律的音区在 A 弦,即大提琴最有独奏特性的外弦,产生的音色极富

感染力,和英国管的鼻音结合融合性程度很高; 云 排练号 7之后第八小节,三件独奏乐器: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相隔两八度重叠演奏主题,小提琴占主导地位,中提琴和大提琴加厚旋律,增加了旋律的质感。

2.震 音

德彪西经常使用手指( F inger)和弓奏( Bow )震音来制造不同的音响效果。手指震音一般用于平静的场

面,以便更好地为主题呈示作铺垫,例如 牧神午后序曲 中的第排练号 10,小提琴和中提琴加弱音器,靠指板

演奏震音,在这种朦胧的背景下两支长笛的同度旋律就非常明显,而大提琴采用弓奏的震音发出稀稀梭梭的

声响,形成具有动感摇曳的层次。当然,德彪西还使用有精确时值的手指震音描写大海的波浪,例如在 大

海 排练号 3第二小提琴声部。弓奏震音具有宽广的力度范围, 可以表达复杂的效果,强奏时表现激动的戏

剧性,弱奏时表现静谧的场景。在 牧神午后序曲 排练号 1,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使用弓奏震音,靠近

指板,使发音点模糊,避免清晰的音头,配合单簧管和贝司的持续音来支持独奏长笛的旋律;在 大海 第三乐

章的排练号 44,所有的小提琴分成六个声部的弓奏震音作突弱处理( Subit o Piano) ,而且靠指板演奏,加上吊

镲轻微的滚奏效果十分显著,在这个剧变后的背景之上,加弱音器的小号演奏出具有东方色彩的旋律。

例 9

德彪西也使用强烈的弓奏震音表达音乐的内在情感。例如在 大海 第一乐章排练号 5,乐队全奏的处理

中弦乐的震音增加了圆号主题余音的紧张度;在制造渐强的片断中,弓奏震音有着不可替代的卓越效果: 大

海 第三乐章排练号 45,低音弦乐的激烈渐强,中途加上第二小提琴的高八度震音,好像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

一样激动人心。在这样强烈的弓奏震音片断, 德彪西要求弦乐靠系弦板演奏,增加发音点的清晰度,使声音

更加锐利,满足音响效果的塑造。

3.拨 奏

弦乐的拨奏( Pizz)的弹性与清晰的发音点,为乐曲增添了特有的色彩。德彪西使用拨奏不仅用作装饰,

而且还使之具有独立的意义。在 牧神午后序曲 排练号 3,音乐情绪转换的地方,主题由单簧管奏出,竖琴的

八度音程跳进,音乐很活跃,加上弦乐的拨奏和弦,更增加了音乐的乐趣和新鲜感。德彪西也喜欢用拨奏作

为乐曲结束时的音色, 特别是低音弦乐的弱力度拨奏, 深沉而富有共鸣; 强奏的拨弦显得干脆果断, 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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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 第三乐章的第一部分结束,即排练号 46之前,弦乐强烈的拨奏# G,紧跟在定音鼓的重音之后,好像模

仿定音鼓的声音,有回声的效果。德彪西也时常用拨奏表现节奏性的、具有打击乐色彩的片断,例如 节日

中段,排练号 10弦乐的拨奏结合定音鼓和两架竖琴的节奏型,衬托出三支小号的号角旋律,同样在排练号 2,

分奏弦乐( Divisi)中高音区的二连音拨奏节奏与木管吐音的三连音节奏形成错位效果。在 牧神午后序曲

排练号 3,大提琴的三十二分音符的同音反复,具有打击乐器的效果。弦乐的拨奏在高音区的共鸣没有低音

区好,按指音没有空弦音好,复杂的拨奏和弦产生大量的谐音, 以及复合的音色; 单纯的和弦,或者单音突出

了音色的纯正。在 大海 第二乐章的第 72小节,即排练号 23 前四小节,弦乐队在正拍上的 F 三和弦的复杂

排列产生混合的音色效果,与弱拍上的简洁的大二度音程产生出纯净、明晰的音色,形成明显的对比,好像是

大军鼓和小军鼓的音色差别那样。

例 10

其后在排练号 29,小提琴 D弦的空弦拨奏和圆号的阻塞音结合得很巧妙,弦乐的共鸣增加了圆号的金

属音质。有时候,德彪西还将弦乐的拨奏和其他乐器的音色结合,音色的 弹性 就变得格外明显了。另外,

弦乐的拨奏在他的歌剧 佩雷亚斯与梅丽桑德 的第二幕第二场景中, 强调了剧中人物语言的起伏顿挫

( Punctuat e) ,德彪西运用拨奏来配合格劳德激动的宣叙调( Recit at iv) ,这里圆号的音色与拨奏同样结合的很

好。在第二幕中,排练号 17 之后,小提琴在 G 弦上拨奏 b,强烈地中止了低音乐器的渐强,而且德彪西特别指

示要拨奏得特别剧烈( arrache)。

例 11

4.泛音的运用

弦乐上的自然泛音没有揉弦即颤音( Vibrat o) ,而在人工泛音上则有可能颤音。泛音的效果可以模拟钟

声,或者类似长笛的音色。在 云 排练号 9之前两小节,所有小提琴声部分别演奏 E、B两个自然泛音,这里

的音质平直, 飘在所有声部之上,而且没有任何颤音,和低音弦乐具有动感的弓震音,以及木管的旋律层次

(双簧管+ 圆号)形成鲜明对比。在 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的第四幕第四场中, 小提琴声部演奏人工泛音, 恰

如其分地表达了佩雷亚斯的冷漠独白。

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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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大海 的第三乐章,排练号 54以后,第一小提琴在 bA4 的持续泛音给整个乐队蒙上一层闪闪发光的

音色,以此来衬托神秘的来自远方的木管旋律。

5.打击乐器的音色模拟

弦乐音色的多样性在传统文献中很少体现,直到德彪西的乐队创作中, 才大大开发了弦乐的非常规音

响。其中弦乐的 打击乐 音色模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了拨奏能产生打击乐音色以外,弓奏一样也可以

模拟打击乐音色:在 节日 的开始,小提琴演奏三连音的固定音型采用重顿弓( Marcato) 产生的音响强烈而

锐利,德彪西的标记为 非常地强调 ( tres marque) ,小提琴在高音区的这种节奏型能产生一种嘶鸣的音色,

之后进入的低音弦乐的发音则更象是鼓鸣的音质。

例 13

在排练号 22之前 3小节,低音弦乐的节奏型模拟小军鼓的音色,使小军鼓的干涩的音响得以润饰,同时

加强了打击乐的效果,德彪西特别标示 用弓尖演奏 ( du bout de larchet) ,以求得一种轻盈的音响,而且要求

作到逐渐渐弱消失在远方的效果( et toujourn en s'eloignant advantag e)。

例 14

在 牧神午后序曲 排练号 3,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类似打击乐的弦乐写法:即第 31~ 34小节, 大提琴在

G弦上演奏的三十二分音符的节奏型,演奏要求特别短促的顿弓( St accato)具有打击乐器的效果。在德彪西

的 海妖 排练号 4之后第三小节开始,类似的节奏型再次出现, 但是这次是在小提琴和贝司、中提琴和大提

琴之间交替出现的七和弦,德彪西标示 avec la point del archet 即用弓尖演奏,也暗示了抛弓( jet e stroke) 的

运用,这种效果非常特殊,如同小军鼓鼓皮振动时 嘶嘶 的声音。

6.弱音器的使用

德彪西擅长使用弦乐的弱音器来制造神秘而梦幻般的音色。其原理在于弱音器去掉了很多谐音,使得

音色单薄,纤细。贝司不需要弱音器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例如在 牧神午后序曲 的第 11 小节, 第二小提

琴和中提琴,大提琴都加上弱音器,在指板上演奏弓奏震音,产生一种柔和、模糊和忽隐忽现的音色;排练号

10弦乐的多声部分奏,也是这样靠指板演奏弓震音,为长笛的独奏营造了冥想的背景,就如同印象派的油画

一样,只能 远看 并体会画中的景物,而不能确切地描述出其中具体的物体形态等。我们在德彪西的乐队作

品里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7.多声部分奏

乐队声部细分的原理是分解音色的凝聚力,使发音点模糊,同时声音相位不确定,形成漂移的音响效果,

尽管乐器数量多少的变化对音色不能产生根本的影响,但是对音质还是有细微的作用,并产生差别。这和传

统的整齐划一,声部分配清晰,节奏统一的乐队音响概念截然不同。多声部分奏作为色彩手段是德彪西对乐

队艺术的贡献之一,当代很多作曲家的乐队声部细分都来源于他的这种做法。在当代,很多作曲家更多地回

归到室内乐,更多地强调乐器的个性,导致了乐器细分的流行,也是强调乐队演奏员的独奏技术能力的结果,

所以很多独奏才使用的技术逐步引入到乐队中去。德彪西不仅擅长使用多声部分奏,而且还创造性地扩大

分奏内涵。例如,在 云 排练号 4,加弱音器的弦乐分奏,细分为拉奏和拨奏两组音色,共同演奏固定音型;

大海 的第一乐章,排练号 7的弦乐除贝司外的两声部分奏,虽然和声相同,但是分配给每个层次的音型、音

型不尽相同,这样造成一种错综复杂,绵密细腻的音响。

8.靠指板、靠马演奏法

在古典以及浪漫主义时期的乐队演奏艺术中,由于音乐语言的共性化,一般作曲家不在总谱上标示演奏

法,而是把这个诠释的权利交给指挥和演奏员。随着时代的进步与欣赏习惯的改变,人们不再满足整齐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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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性十足的演奏,而且对音色的变化要求也逐渐提高了,作曲家为了追求细腻的音色效果, 不断开发演奏

技术,其中对弓弦乐器触弦点( Contact Point)的研究逐步成熟,体系化,因为音色的变化与发音点的变化紧密

相关。德彪西敏锐地感受到弦乐在这个领域的极大可塑性。靠指板演奏主要是和弱力度,柔和的音色结合

起来使用,这些例子在他的每个作品里都能找到,法文的术语是: sur la touche,意大利文是: sul tasto;下面的

例子是 大海 第三乐章排练号 54之后的主题伴奏音型, 第二小提琴的靠指板奏法,呼应了长笛和双簧管的

旋律,虽然在内声部,但是动感的弓震音加上指板上特殊的发音, 我们还是可以在音响的海洋里听到这个微

弱的声部。

例 15

靠马演奏就是制造明亮、嘶鸣并具有穿透力的金属质地的音色,德彪西有时和震音演奏结合使用,形成

激动,紧张的效果。同时,靠指板和靠马演奏形成明暗对比也是配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靠马演奏的法文术

语是: sur le chevalet,意大利文: sul ponticello,恢复正常发音点的术语是: position ordinaire,由靠指板过渡到

正常演奏的发音点,会伴随着渐强的力度变化,因为正常的发音点能使乐器发出乐器自身最好的音色和最大

的音量,即最好的共鸣,比如例 16是 大海 第三乐章排练号 62小提琴两种触弦点 (靠马演奏和正常演奏的

触弦点)的音色强烈对比。

例 16

9.弓法运用,弓段选择以及内外弦的运用

弓法的选择和运用对德彪西的作品至关重要,由于上文提到近现代乐队艺术中不断引入室内乐甚至独

奏技术,使得乐队演奏特别是弦乐器的演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歌唱性连弓的运用不象传统乐队那样从头

到尾地使用,而是被安插在音乐片断里,持续时间也不长。例如在 大海 第一乐章的排练号 7,这里经过三小

节的连顿弓的弓法之后转入第四小节的抒情性连弓时, 歌唱性特别强,当然和前面的装饰性弓法对比很明

显。

例 17

在德彪西的一些总谱里,作者自己标示了一些特殊的演奏弓法,由于乐句短小,因此弓法相应地也很细

碎,例如排练号 9的大提琴分奏段落,大提琴的推弓产生巨大的渐强,拉弓自然渐弱,德彪西特别强调换弓时

的重音,即 Sforzando(省略了贝司声部)。

例 18

另外,德彪西的弦乐声部集中了很多特殊节奏的音型, 其弓法必然不同于歌唱性的连弓, 在 大海 第一

乐章,排练号 11,高音弦乐与低音弦乐反向进行的音型描述了大海在狂风中咆哮(省略了大提琴和贝司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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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音型)。

例 19

另一个特殊弓法的例子是第三乐章,排练号 46,低音弦乐的细碎弓法产生的效果是不平稳的二连音和三

连音的结合,这个因素描写了大海波涛起伏不定,更好地烘托了高音木管旋律连绵不断的持续的线条,在音

区、音色、以及演奏法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例 20

弦乐的弓段在具体的弓法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弓尖的音色与弓根的音色不一样, 1/ 4上半弓与 1/ 4 下

半弓的力度不一样。例如 大海 第一乐章排练号 19,大提琴和中提琴声部要求用弓尖演奏,由于弓尖距离握

弓部位较远,力度较弱,音色稀薄而且有些金属摩擦的声音,我们知道很多弦乐演奏员为了在演奏 弓杆奏

法 ( Col legno)时节省 昂贵 的弓杆,一般都用这种弓尖奏法代替。

例 21

1/4 下半弓多用于强奏 f ~ ff 的力度范畴。例如 大海 第三乐章结束的最后八小节, 小提琴和中提琴都

使用这个部位才能发出铿锵有力的音型。小提琴内弦的柔和暗淡的音色与外弦粗旷明亮的效果对比强烈。

大海 第一乐章排练号 25之后第 6小节开始,第一小提琴的旋律在内向的 A 弦上奏出, 同时和中提琴构成

八度重叠,音色不如 E弦明亮透彻,但是非常深沉而含蓄;在第三乐章排练号 57,所有的小提琴要求用 G 弦

演奏强烈的低音旋律,并且加大揉弦幅度( V ibrato) ,同时四支圆号的开放音的强奏同度重叠这个旋律,表达

了作者看到大海波澜壮阔的激动情绪。

例 22

结 语

通过以上对德彪西的代表性乐队作品中弦乐部分的技术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法国历史上最有影响

力的作曲家之一,现代印象派的创始人,德彪西在处理乐队弦乐部分时是如何在继承传统乐队演奏艺术的基

础上逐步引入现代弦乐演奏技法;德彪西融合了很多东方色彩,在乐队音色的塑造和运用上独树一帜。虽然

传统的弦乐主导地位逐渐缩小范围,让位于木管声部, 但是德彪西极大地丰富了弦乐的表达手段, 在旋律配

置,和声层次,以及多种弦乐特殊演奏技法的运用上,德彪西从作品整体出发,没有 强行 使用所有现代弦乐

演奏技法,而是细腻地使用一切有利于表达作品的技术手段,并且在新颖形式和深刻内容之间达到了完美的

170 黄钟(中国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08年第 2期



平衡: 技术为内容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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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C. Debussy ( 1862~ 1918) , orchestration, s tring band, technique of band performance, work

171周 进:近现代弦乐技法在德彪西乐队作品中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