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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海顿《bE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演奏

海顿（Franz Joseph Haydn，1732~ 1809）作为维也纳古典乐

派的第一位大师，其钢琴音乐创作贯穿了他的整个音乐发展过

程，他写了大量的键盘奏鸣曲，对后来的莫扎特和贝多芬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bE 大调奏鸣曲》（No.62）是海顿的最后一首奏

鸣曲，也是他最大型的一首奏鸣曲，被称之为他最伟大的奏鸣

曲，也是 18 世纪末三部最有影响的奏鸣曲之一（另两部是莫扎

特的《c 小调奏鸣曲》Op.13 和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Op.13）。

这首奏鸣曲创立了重要的钢琴演奏手法，挖掘了钢琴的潜能，

对早期浪漫主义作曲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以如何在

演奏中保持海顿作品的风格为核心，从创作背景及其曲式结

构、时代精神与演奏特色的融合、细节问题的诠释等几个方面

着手进行相关论述。

一、关于“文本”解析：创作背景及其曲式结构

1.创作背景

海顿这首奏鸣曲是 1794 年在英国伦敦完成的，当时的伦

敦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海顿在摆脱了宫廷的束缚后，在

这个完全不同于维也纳的新环境中，可以不受任何拘束的表达

自己的音乐思想和感情。他在 1791 年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当

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受人制约的佣人时，这种意识足以补偿

和恢复一切疲劳［1］”。在这种愉悦心情的支配下，这首奏鸣曲

自然而然地显露出他的音乐所特有的生机勃勃、热情幽默的风

格：令人目不暇接的调性转变、反复无常的突然对比等。

作为一个古典主义者，海顿在他一生不断发展的音乐创作

过程中，始终都热情地接受新的风格和思想。在 18 世纪后半

叶，新兴的市民阶级要求艺术作品的题材冲破宗教、历史、宫廷

的局限，去表现日常生活事件和普通人的感情，并要求艺术表

现的手法通俗易懂。在音乐风格上，人们普遍反对过于严肃复

杂和宏大深奥的巴洛克复调音乐，刻意追求轻松、愉悦、精致、

敏感的主调音乐。因此，钢琴音乐风格上的演变首先表现在从

多声部的复调形式转为以旋律为主的主调形式。其次，当时的

钢琴音乐深受意大利喜歌剧的影响。作曲家们认识到，钢琴作

品不仅要塑造自然界中的音响形象，也要模仿歌剧中人物的歌

唱和说话，特别是模仿表现普通人情感的歌唱和说话。所以，

钢琴的旋律和音调更具有歌唱性和宣叙性的特点了。

海顿的创作思想同样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对当时的“歌

唱的快板”、“说话的原则”［2］等音乐理念极为推崇。

2.曲式结构

这首奏鸣曲沿用传统奏鸣-交响套曲模式，全曲共三个乐

章。

第一乐章为奏鸣曲式，bE 大调，快板，4/4 拍。呈示部中的

主部（1~9 小节）建立在 bE大调，音乐经过连接部（9~16 小节），

进行到在属调——bB大调上建立的副部（17-27 小节），经过结

束部（27 ～ 43 小节）进入到展开部。展开部共分为三个阶段：

（1）展开部的导入部分（44 ～ 48 小节），在 G 大调-C 大调-F 大

调-d 小调上进行；（2）展开部的实质部分（48 ～ 72 小节），在 bB

大调-D 大调-g 小调-c 小调-bA 大-调 G 大调-C 大调-A 大调上

进行；（3）再现前的属准备部分（73 ～ 78 小节），在 b 小调-bB

大调上进行。这首奏鸣曲的再现部是带省略的再现，主部（79

～ 88 小节）在 bE 大调上建立，经过连接部（88 ～ 93 小节），副

部（93 ～ 104 小节）回归到 bE大调，在结束部（104 ～ 116 小节）

以一种积极、快乐的情绪结束第一乐章。

第二乐章的曲式为带三声中部的复三部曲式，建立在E大

调，柔板，3/4 拍。第一部分具有变奏性质（1 ～ 18 小节），音乐

在 E 大调-B 大调-E 大调上发展；第二部分（19 ～ 32 小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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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强的宣叙性，在 G 大调上进行；第三部分（33 ～ 54 小节）

在 E 大调-B 大调-E 大调上进行，并在悠远的意境中结束。

第三乐章富有朝气，充满活力，奏鸣曲式，急板，bE 大调，

2/4 拍。呈示部由主部（1 ～ 28 小节 bE 大调）、连接部（29 ～ 46

小节）、副部（47 ～ 77 小节 bB 大凋）、结束部（78 ～ 102 小节）

组成。展开部分为三个阶段：（1）展开部的导入部分（103 ～ 122

小节，C 大调）。；（2）有两个阶段的展开部实质部分：第一阶段

为 123 ～ 145 小节，bA大调-bE大调；第二阶段为 146 ～ 170 小

节，bE 大调-G 大调 。（3）再现前的准备部分（171 ～ 196 小节

），在 bA大调-bB大凋上进行，然后经过连接段落（197 ～ 203 小

节）音乐进行到再现部。再现部中主部（204 ～ 231 小节）建立

在 bE 大调上，经过连接部（232 ～ 248 小节）、副部（249 ～ 281

小节）回归到 bE 大调。最后，结束部（282 ～ 307 小节）在欢快

的气氛中结束全曲。

二、关于整体风格的把握：时代精神与演奏特色的

融合

1.强调具有乐队效果的音色处理

任何一部作品的风格都与它的时代背景和作曲家的经历

有着密切关系，这首奏鸣曲也不例外。海顿于 1761 年起为保

尔·安东·艾斯特哈齐亲王工作，此人是财势最大的匈牙利王

族之长，热爱音乐，慷慨资助各项艺术。其兄弟保尔·安东之

兄尼古拉斯于 1762 年承袭亲王王位，海顿在这兄弟二人手下

工作近 30 年。海顿的任务是创作亲王点写的任何品种的音

乐、指挥演出、训练管理所有的音乐人员、保持乐器完好。亲王

拥有一只 25 人左右的乐队，演奏人员都是从奥地利、意大利或

别处招来的最优秀的音乐家。这样的条件对于海顿的创作可

谓是理想之至。因此，海顿以他的 104 首交响曲和 36 首弦乐

四重奏的创作及贡献，被人们称为交响乐之父。

故而，海顿惯用的管弦乐创作思维，会自然而然地运用在

他钢琴音乐的创作中。可以说，他的钢琴作品都具有乐队效

果。在这首奏鸣曲中，他在钢琴上模仿各种乐器，几乎将交响

乐中的音响特点都移植到钢琴上了。如第一乐章主部中刚毅、

稳健的音乐形象就是乐队的全奏，需要我们用较为饱满的声

音、丰富的共鸣将其表现出来。

再如第一乐章中的 58 小节处连续不断的 16 分音符，是弦

乐队的伴奏声部，左手奏出大提琴与小提琴之间对话的音色和

语气。

2.强调具有“表情性”的音色处理

我们通常认为海顿钢琴音乐的风格与他的基本创作风格

一样，具有朴实、乐观、幽默、充满活力等特征。因此他的音乐

总是以表现光明欢乐为主，作品所流露的多半是朴实明朗的感

情，正如他在 1802 年 9 月 22 日给几位音乐爱好者的信中所

说：“⋯⋯总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向我耳语：人世间能够得到快乐

和满足的人实在太少了，人们到处为烦恼和忧虑所困；也许你

的工作是使忧心忡忡的人得到片刻安慰和宽解的源泉。这是

促使我继续工作的有利鼓舞［3］。”因此，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理

解这部作品中所散发出的朴实的热情和无比的幽默感了。

另外，1766 ～ 1770 年的这些年间，海顿经历了一个浪漫

主义的“激变”时期，这是更大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一部分。“狂

飙突进运动”是 18 世纪 60 ～ 70 年代席卷德奥文学界和音乐

界的一股强大的浪漫主义表现浪潮。他影响了艺术家们的情

感表达方式，以一种更自我、更加情感化的方式来创作艺术作

品。海顿作品中强烈的情绪表露、新的演奏形式、和声效果以

及明确的力度记号、尖锐的音量对比、切分音型等创作手法均

体现出这一运动对海顿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因此，在演奏时要将乐观的海顿、身处“狂飙突进运动”中

的海顿清晰地刻画出来，细致考虑音量、音色、韵律、语气等因

素，弹奏出音符以及表情记号的背后所蕴涵的情感。比如在弹

奏这首作品中的多处强弱对比时，不止要将 f 弹奏得强烈，更

应当注意声音的共鸣与弹性，奏出乐队的合奏效果，不要为了

获得音量而牺牲音色。

以第一乐章中第 30 小节为例：

例 1.



初晓睿：试论海顿《bE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演奏 181

在弹奏此处的强弱变化时，要想象自己是在指挥一个管弦

乐队，弱的部分由第一小提琴演奏，而强的部分则好似乐队的

全奏，其音响效果应表现出海顿音乐中风趣、幽默的特点［4］。

3、强调展露古钢琴特质的音色处理

海顿的钢琴音乐是为当时的古钢琴所作。因此，我们今天

弹奏他的作品时，就需要考虑如何在现代钢琴上弹奏出古钢琴

的声音特点。要知道，古钢琴这件乐器有很灵敏的制音系统，

声音不能延续。另外，海顿在创作这首作品时，已经接触到经

过英国钢琴制作师——布劳德伍德改进的古钢琴，其特点是：

音域扩大到五组半八度，触键感较重，并且是一音三弦，音板

厚，所以音量大，共鸣强，声音深沉浑厚。

经过上述的了解，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我们所需要的声

音。在弹奏连音时，我们需要的是具有颗粒感、棱角感的、清秀

的声音。所以，应当特别注意指尖触键时力量的集中感，触键

时间勿长，区别于弹奏浪漫派作品的深厚、连绵的触键。同时，

经过改良的古钢琴，其共鸣已经可以更为准确地奏出具有乐队

效果的音响。因此，当我们弹奏表现乐队全奏的和弦或者模仿

其他乐器的音色时，要敢于表达，认真倾听所弹奏的声音是否

符合作品的要求。

此外，海顿音乐中的宣叙性音调也是他作品中不容忽视的

特征之一。海顿并不是像巴赫一家或莫扎特那样的键盘演奏

大师，但却是一位键盘风格大师。当他将音乐转译成键盘作品

时，他的原型总是器乐合奏，而不像莫扎特那样总是从歌剧转

译。因此，他的慢乐章的主题往往是朗诵的而不是歌唱的。所

以，在此部作品的具体诠释过程中，应格外注意声音明亮而结

实的具有朗诵性质的旋律线条（旋律线条的连绵不断是非常重

要的，指尖的力量要集中，音质要始终保持统一）。

三、关于细节问题的诠释：从节奏到踏板

1.保持节奏的统一性

“细节决定成败”——这同样适用于钢琴演奏。以下几个

细节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是要始终保持准确的节奏（在弹奏符点音符、长时值

音符、休止符等节奏时应特别注意），保持饱满的情绪和积极的

演奏状态，抓住音乐的韵律，并使这种韵律感犹如心跳一般伴

随整个乐曲的演奏。以这首作品的第 1 小节为例：

为了获得准确的节奏，建议要以 16 分音符为单位，4 个音

为一组，以数小拍的方法来确保节奏的准确。富有活力的节奏

也正是海顿自身旺盛精力的反映。

另外，休止符时值的准确性也是不可忽视的，休止符和音

符同样重要，如第二乐章第 7 小节处的 16 分休止符。正如莫

扎特所说：“静默在音乐里有莫大的效果”［5］。

2.注意每一个乐句的处理

音乐形象蕴涵在乐句中，因此每个乐句的处理都非常重

要。由于篇幅的原因，笔者在此仅以技巧型乐句为例。

通常在弹奏非技巧型乐句时，我们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乐句

处理、音乐表达等方面，但是在弹奏技巧性较强的乐句时，我们

就会更加关注技巧的运用和乐曲进行的完整性方面，往往因此

造成缺乏乐感的机械的弹奏片段，破坏了音乐的整体感。因

此，技巧必须要融入音乐之中，使其在音乐的韵律和动力中进

行。如第一乐章第 24 小节：

例 2.

例 3.

例 4.

右手三十二分音符的进行不应当使人有“戳”键盘和进行

中断的感觉，声音始终是清晰、连贯、均匀的，并按照音符的走

向弹出声音的起伏，听众应当得到 32 分音符连绵不断进行的

印象。同时左手的和弦应当模仿弦乐队的拨弦，音量不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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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持双手声音的平衡。

3、注意踏板的正确运用

在钢琴上弹奏海顿和莫扎特的作品时，踏板的使用始终是

有疑问的。有些钢琴家为了再现海顿、莫扎特时代钢琴的明

亮、透明且有些单薄的声音特点，建议弹奏这个时代的作品应

完全避免使用踏板，而有一些钢琴家则强烈地感到弹奏时应谨

慎使用踏板［6］。

虽然海顿极少在他的乐谱中标明踏板法，但是在他 1794

年写的《C 大调奏鸣曲》（Hob50）中作了两个制音器踏板的标

记。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海顿并不排斥钢琴上的制音器装置，

并在作品中使用了它。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假若海顿有我

们使用的这种现代钢琴，他一定会在作品中使用踏板的。

在这首奏鸣曲中，我们需要使用多种踏板技术，来完善音

乐的表达。如音后踏板（也叫切分踏板）：较多地使用在慢板乐

章、和弦连接、相同音的重复等段落，它的使用能给声音更多的

共鸣和色彩，以避免弹奏的声音太干，而影响音乐的进行。重

音踏板：这种跟随和弦动作同时起落的踏板用法，能够使海顿

音乐中强弱的对比效果更加明显。手指踏板：用来加强伴奏织

体的流动性和连贯性。左踏板：应根据作曲家给予的提示和个

人对乐曲的理解以及对声音的想象，用于既要减弱音量而同时

又要改变音色的地方。

对于演奏者来说，一首乐曲踏板的选择和运用并不是一劳

永逸的，而是要在面对不同钢琴、不同演奏场地的时候，不断的

调整踏板的运用，调整踩下踏板的深度及时间。因此，耳朵是

我们运用踏板的主宰，只有耳朵才能决定如何使用踏板。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注意细节的同时，不要忽视对作品的

整体感和立体感的把握。音乐的进行要有走向，有层次。另

外，要注意乐句之间、段落之间以及乐章之间整体划一的感觉，

使三个乐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海顿在钢琴音乐创作方面进行了不断地开拓，尤其是其奏

鸣曲创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首在钢琴文献中有着重

要地位的《bE大调奏鸣曲》更是代表了他键盘创作的顶峰，作品

中独特的演奏技巧、成熟的创作技巧，都展现了海顿在键盘创

作方面的才华。从这一角度而言，学习并掌握海顿的这首具有

代表性的作品，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和了解海顿，并对钢琴的

演奏和教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注 释：

［1］转引自周薇《西方钢琴音乐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年 2 月第 1 版，69 页。

［2］“歌唱的快板”与“说话的原则”源于哈里·歌德施密特

的相关论述，前者指快板乐章同样具备了慢板乐章的歌唱性特

质，后者用于指代作曲家的创作方式，即把主题的叙述分置在

几个声部，好像问答会话一样，这是对复调音乐的一种延伸。

详见其著作《德国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59 年 8 月第 1 版，

82 页。

［3］转引于钱仁康“苜蓿生涯说海顿”，见《钱仁康音乐文

选》（上册），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4］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C.A.玛廷森根据原始文本编

订的《海顿钢琴奏鸣曲选》中该小节第一拍处注有p记号，第三

拍处注有 f记号，而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克·兰敦和约纳斯

编注的《海顿钢琴奏鸣曲全集》中为 f 的持续。笔者认为，C.A.

玛廷森根据原始文本编订的《海顿钢琴奏鸣曲选》更加符合海

顿的幽默、明确的强弱对比的风格特征。

［5］转引自约瑟夫·列文《钢琴弹奏的基本法则》北京：人

民音乐出版社，1981 年 5 月第 1 版，3 页。

［6］事实上，18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所有钢琴上都装备了

一个膝部杠杆，用近似现代钢琴的制音器踏板的方法来提高和

降低制音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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