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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三重奏体裁如何在莫扎特、
海顿的作品中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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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钢琴三重奏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本文在简要介绍这种音乐体裁

的早期发展的基础上,选取了早期钢琴三重奏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作曲家海顿、莫扎特, 就

其创作特点以及由这些特点所产生的不同效果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了解,

希望对指导演奏活动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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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三重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巴洛克时期的

三重奏鸣曲,它是古典室内乐的前身。三重奏鸣曲

多半是由两把小提琴与大提琴(或低音提琴)及古

钢琴(或管风琴)通奏低音演奏的乐曲。早在 1875

年,已经有许多作曲家尝试进行钢琴三重奏体裁的

创作, 企图挖掘最理想的表现形式。他们分别是

C. P. E. Bach, J. C. Bach等
[ 1]
, 他们创作的作品还是

遵循着三重奏鸣曲的基本模式,在增强弦乐组的独

立性及表现力上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它们还不是典

型的三重奏作品。

典型的钢琴三重奏由钢琴,或者在较早音乐时

期出现的羽管键琴, 与小提琴和大提琴演奏。重要

的是,这三件乐器在音乐作品中必须有同等重要的

地位, 音乐的主题材料在三种乐器中相互模仿、交

替演奏。另一方面, 早期的钢琴三重奏在结构上通

常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为快板 奏鸣曲式,例

如在莫扎特钢琴三重奏 KV498, KV502 等作品; 第

二乐章 慢板,在莫扎特的作品中通常使用回旋

曲式进行创作, 例如 KV502, KV542等三重奏, 只有

在KV548 中使用了奏鸣曲式; 第三乐章为快板

回旋曲式或回旋奏鸣曲式, 例如在海顿的

Hob. XV. 26以及莫扎特的 KV502等钢琴三重奏作

品。但后来的创作更为纯熟, 曲子的规模变得更为

庞大, 形式更为自由, 贝多芬就在他的作品中插入

了谐谑曲乐章。音乐史上许多著名的作曲家曾经

写过钢琴三重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

曼、孟德尔颂、布拉姆斯、德沃夏克以及柴可夫斯基

等人,都有优美的钢琴三重奏作品传世。

在室内乐中,钢琴三重奏是仅次于弦乐四重奏

的一种重要的音乐体裁,它的产生晚于其他音乐形

式有两个原因: 原因之一是现代钢琴建构的 迟

到!, 现代钢琴工艺的发展对钢琴三重奏的发展和

完善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众所周知在现代钢

琴改良以前,人们常用的是羽管键琴,这种乐器的

表现力较为狭窄, 声音小, 不够连贯且没有音色的

变化,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小型乐队的表现力, 使得

钢琴三重奏这种音乐体裁很难像弦乐四重奏那样

得到普遍的认同。弦乐四重奏纯粹是弦乐组的组

合,这种均衡的声音造成一种柔和温暖的音响效

果, 适合于表现人类崇高的精神世界。而钢琴三重

奏在弦乐的基础上加入了钢琴,这就使得弦乐器里

有了不同音色个性的 新成员!。尤其是现代钢琴

的改良使得它有着更平滑明亮的声音,使这三种乐

器的音色融合更具有可能性,可以使小型乐队写作

更为复杂, 从而满足室内乐表现力的需求, 使这种

音乐体裁与弦乐四重奏相比别具个性。另一个原

因在于创作上有效解决钢琴与弦乐部分平衡的难

题。一方面, 三重奏需要在三件乐器中平等地分配

主题;另一方面,在不同乐器、不同声音特性及力度

中获得既独立又融合的平衡音响效果,这往往非常

困难。正是上面的两点原因,造成了三重奏的姗姗

来迟。但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得益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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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音乐体裁的高度发展, 钢琴三重奏也得到了更加

充分的发展。

在钢琴三重奏的早期创作中, 有两位重要的作

曲家活跃在这一领域,他们是海顿和莫扎特。海顿

在创作中把钢琴作为钢琴三重奏中的核心乐器,使

钢琴部分的音乐更加明亮、巧妙; 而弦乐器部分则

仅仅限制在色彩方面的功能, 它们的运用通常使旋

律更温暖, 大提琴则成为强调低音线条的一种手

段。尽管在海顿晚期的三重奏中, 小提琴已出现了

一些独立的经过句及一些精美的模仿对位,但是大

提琴依然主要起勾勒低音线条的作用, 不具备独立

功能性。虽说海顿的作品在对各乐器中平衡的分

布主题的写法还比较欠缺,但他丰富的音乐创造性

给这些室内乐作品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在音乐史上对海顿的钢琴三重奏作品的数量

说法不一, 但在许多权威版本中一般收录了 31

首[ 2] ,其中 29首已被确定是他所作。通常的钢琴

三重奏作品共有三个乐章,而他的作品在乐章数量

上富于变化。在他的三重奏作品中,除了常规的用

三个乐章进行创作外,还有许多作品是两个乐章的

结构。这种两个乐章的作品,其结构要么是慢板乐

章 快板乐章,要么两个乐章都是快板乐章。当第

一乐章为慢板乐章时, 有时具有一种引子的风格,

但有时整个乐章就是一个变奏的形式。例如

Hobxv. 25, 23, 31等都是具有变奏形式的慢板乐章。

许多他晚期创作的终曲乐章运用了回旋曲式或是

奏鸣曲式,并且有着清晰的舞蹈节奏及结构。我们

可以赏析一下: Hobxv26, # f小调的终曲乐章, 尽管

主题略有严肃和冷静的气氛,但附点八分音符及休

止符的运用使得曲子具有舞蹈性特征。另外,作曲

家在主题的布置上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窥探出他在

钢琴三重奏创作中运用弦乐组的一些具体写作手

法。

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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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开始部分, 小提琴以和声奏出,同时在

钢琴的左手声部上奏出反向进行加倒影,这使得开

始的声音变得更为温暖。与此同时,大提琴奏出比

键盘的低音还低一个八度的声音, 使得上方声部旋

律更为明亮。紧接着,又在第二、三、四小节的小提

琴部分同时加入键盘右手的旋律, 此时大提琴则重

叠钢琴的低声部, 造成浑厚的声响, 使声音更为平

衡。而在第二句重复时, 与第一句不同的是后半句

低音部分没有在较高的音区, 而大提琴与钢琴依然

一致保持在低音区, 用低音区黯哑的效果勾画出阴

暗的色彩。

在海顿后期的创作中,虽增加了小提琴的独立

性,但其结构性功用还是有限,更多的还是依附于

钢琴部分, 大提琴的独立性较小提琴来说就更少

了。在海顿的钢琴三重奏创作中, 还大量地运用不

同乐器纵向的同度或八度写法,这样的写法在当时

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能够增强小乐队整体的响亮

度,在较为柔和的段落里出现的八度线条能够增加

温暖的感觉,大提琴的有效支持, 强调了某些低音

线条。所有的这一切使得他的作品极具吸引力。

在演奏海顿的钢琴三重奏作品时需要更好地协调

三方的关系,在演奏轻的声响时, 要注意倾听键盘

与弦乐音响的平衡及协调,使得三种乐器的声音更

加融合、协调,不能因为乐谱弱奏的标记而使某些

声部失去其音乐表现力; 在齐奏或是表现强有力的

音型时,各乐器声部应该不遗余力地做出鲜明的对

比,从而形成巨大的反差来增强音乐的表现力。但

也应该注意不能因为某些乐器声部的强奏而掩盖

了其他乐器的声响。

莫扎特既继承了前人钢琴三重奏创作的传统,

又走出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天才的莫扎特通过

个人努力及实践, 把歌剧、弦乐四重奏和协奏曲的

某些创作手法及写作经验融入在他的钢琴三重奏

创作中。具体体现在:第一,吸收了歌剧创作中很

好地处理乐队与独唱者之间关系的办法,为三重奏

创作中的对话方式提供了范本; 第二, 从弦乐四重

奏的创作上汲取了运用主题动机的手法与对位写

法的一些基本规律, 从而更好地在三重奏创作中运

用;第三,从协奏曲的创作中发掘了主题与伴奏材

料在键盘与弦乐中的合理分布的有效办法,并将这

种办法运用到小型乐队作品的创作中。这些都对

钢琴三重奏创作的发展及成熟起到重要的作用。

与海顿的钢琴三重奏创作手法相比,莫扎特的三重

奏创作体系更多地被贝多芬所传承和发展,最后成

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理想的钢琴三重奏创作模式。

莫扎特创作的钢琴三重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主要在于他的作品较好地处理了主题在各乐器声

部中的平衡分配, 由键盘与弦乐器交替演奏, 互相

模仿并且达到了混合平衡音响效果。这样能更好

地表现出各乐器的性格差异,使得每种乐器都在作

品中充分地发挥其表现力,它们之间的存在能相互

平衡、相互渗透。他一生中有 5部伟大的钢琴三重

奏作品,分别创作于 1786~ 1788 年间: Kv496 G 大

调、Kv498 b E大调 Clarinet trio、Kv502 bB大调,三部

作品创作于1786年; Kv542 E大调 和Kv548 C大调

创作于 1788年。其中 Kv502, 542, 548都是较大规

模的三重奏作品,都有三个乐章。所有这些作品在

一定程度上都受到钢琴协奏曲的影响。钢琴写作

在作品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弦乐器较早先的钢琴

三重奏更具独立性, 能更好地与钢琴协调起来, 特

别是大提琴在乐曲中出现了独立意义的旋律片断,

从而达到了丰富音乐织体以及在音响上平衡整个

小乐队的目的。

莫扎特创作这些伟大的作品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他在写这些真正意义的钢琴三重奏作品前就

在进行弦乐四重奏及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并且尝试

进行了一个或多个弦乐器与钢琴重奏的实践。

1778年期间, 他受到 saxon kapellmeister joseph schus

ter 的新的创作理念的影响, 开始热衷于小提琴奏

鸣曲的创作。莫扎特曾在 1777年 10 月 6 日从慕

尼黑给父亲的信中说道:  schuster 的奏鸣曲非常

好, 如果我还会继续留在这里,我将会写 6首这样

的作品, 因为它们在这儿十分流行。! [ 3]
这种新的创

作方式反映在莫扎特的作品中,是通过在小提琴和

钢琴中插入相互转换主题旋律材料,并且以两种乐

器相互模仿、主题对位等方法, 把小提琴那种传统

的伴奏作用提升至和钢琴、键盘乐器几乎等同的地

位, 在他的三重奏室内乐写作中也深受这种创作因

素的影响。

作品 Kv502 b B大调钢琴三重奏, 是莫扎特三

重奏作品中经常被演奏的经典之作。第一乐章开

始部分, 在钢琴上出现了一个占据一个半小节的主

题,大提琴在低音区持续主音, 小提琴以简短的动

机对位来应答钢琴,形成一个紧密结构的乐句。这

个小提琴对位的动机开始时像是填充钢琴主题乐

句中的间隙一样, 发展到后来, 这一动机便对过渡

段及发展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开头的主题

与这个短小的对位动机在第 117小节巧妙地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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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这种写法使得弦乐器与钢琴音响高度融 合并突出了弦乐组自身的功用。

例2.

本曲第二、三乐章受到了协奏曲风格的影响,

在曲式上用的是回旋曲式的写法。在第二乐章中,

主题先由钢琴独奏呈现, 再由乐队的全奏重复主

题。在本乐章中由于用了回旋曲式,所以需要不断

地回到主题,这样便在写法上增强了旋律细节与伴

奏织体的精美性。特别在第二次再现( 84小节) ,

钢琴在主题上作加花变奏再现,而弦乐组则跟钢琴

对答, 大提琴在较高的音区演奏对位旋律, 从而使

得音乐更加温暖、丰富。在终曲乐章中, 受到协奏

曲的影响还体现在钢琴不断跑动的音型,但弦乐组

有效的对位处理使得他们丝毫没有被忽视,反而增

强了织体的力量及造成了很好的音响效果。演奏

莫扎特作品与海顿作品的不一样在于, 既要讲求各

乐器协作中的融合, 还要讲求各乐器在曲中的不同

地位和不同性格, 并塑造出一种三件乐器相互对

比、竞争及相互模仿的一种姿态。每件乐器都是独

立表现的个体, 在曲中都有独立的意义, 当主题或

重要的音型在某件乐器中出现时, 要突出这件乐器

的声响及音型特点, 而其他的乐器也应该相应地让

位, 使得这出剧目既有主角, 也有配角,还有背景,

形成一个有声有色的场面。

钢琴三重奏作为一种音乐艺术体裁,是一个不

断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演奏者不应只局限于演

奏曲目,而应该站在一定的高度,从更宽的视野去

认识它。如对各时期的曲式结构、各声部音色配

合、主题在各声部乐器的分配以及个性效果等各方

面进行研究,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作曲家的意图, 才

能在演奏中表现这些风格特点,从而使演奏更具有

说服力, 能更好地表现不同时期不同作曲家乃至相

同作曲家不同作品音乐风格上的差异,诠释音乐作

品的精神内涵。

参考文献:

[ 1]田力.漫话钢琴三重奏[ J] .视听技术, 2000, ( 6) : 73 74.

[ 2]但功浦. 莫扎特钢琴三重奏形式的确立者 [ J] . 视听技

术, 1999, ( 4) : 61 62.

[ 3] Basil Smallman. The piano history[M ] . Great Britain : Claren

don Press. 1990. 16.

[责任编辑: 彭莉佳]

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