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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响曲是门德尔松的主要创作领域。其中 第三苏格兰交响曲!是较为著名的一部, 这部作品不仅生动地表

现了苏格兰美妙的自然风光,同时也体现了作曲家对生活的深刻感受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全曲洋溢着浓厚的浪漫色

彩和梦幻般的诗情画意,是一部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 ∀风景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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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德尔松是德国伟大的音乐家,被称为天才式音乐家,

在年仅 38岁的生命历程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音

乐遗产。门德尔松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创作交响曲, 除去正

式发表的 5部之外, 未发表的还有 12部。他的交响曲旋律

优美流畅、明朗清新, 感情细腻真挚, 配器华丽新颖独特。

本文着重讨论他的 a小调 第三 (苏格兰 )交响曲!。

一、创作背景

1829年, 门德尔松年仅 20岁,受英国伦敦爱乐协会之

邀前往伦敦指挥和演奏自己的作品,音乐活动结束后,就转

赴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参观名叫霍里路德的古城堡旅行。美

妙的异域风光给他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 并且找到了  苏

格兰交响曲!的创作灵感。就是从那时起门德尔松开始构

思创作这部作品, 中途历经波折, 相隔十三年以后终于在

1842年正式完成, 并于同年 3月 3日由门德尔松亲自指挥,

在莱比锡音乐厅首次演出获得成功。

门德尔松很早就读过爱丁堡霍里路德古堡的故事。霍

里路德古堡是十六世纪时苏格兰女王的居所。从他写给家

中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门德尔松当时的心情及古堡的情

况, ∀暮色苍茫中, 我们来到玛丽皇后居住、恋爱过的皇宫,

循着蜿蜒的阶梯通到一个小房间, 他们就是在此处发现黎

奇欧, 然后把他揪出去,在三个房间之遥的阴暗角落里杀了

他。附近的小礼拜堂现在已失去屋顶,埋没于荒烟蔓草间,

玛丽在那个破败的祭坛前被加冕为苏格兰皇后, 周围的东

西都已腐朽不堪, 而我相信今天在小礼拜堂里, 我已寻获了

 苏格兰!交响曲的开端。#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门德尔

松漫游了残垣断壁, 荒木枯草的霍里路德古堡, 凄凉景象令

他感慨万千, 浮想联翩。门德尔松开始了  苏格兰交响曲!

的创作, 但由于种种原因此曲于十三年后才完成。

二、音乐学分析

 苏格兰交响曲!是一部按照传统的古典奏鸣曲写成

的四个乐章的交响曲。

1 第一乐章: 奏鸣曲式, a小调, 3 /4拍子

开始的引子是稍快的行板 ,音调温存而忧郁, 带有淡淡

的回忆色彩。这一忧郁主题奠定了全曲感情色彩的基调。

接下力的主部主题是 a小调, 兴奋的快板, 6 /8拍子,

具有苏格兰民间舞曲风格的特征,是从引子主题衍生而来,

先由弦乐器弱奏,然后逐渐加强力度。这一主题音调郁抑、

深沉,使作品具有梦幻色彩, 效果也更加迷人。

副部主题转为 e小调, 色彩清新明丽,由单簧管轻柔地

奏出优雅流畅的旋律。随着长笛和单簧管的加入, 乐队进

入全曲的一个小高潮。短促的音型、强烈的节奏、起伏大的

乐句,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 也似乎是作曲家对异国风光的

强烈感受。音乐的美感也因此得到体现。

在发展部中, 这两个主题变化、模仿交替出现, 向前

发展。

再现部中,弦乐奏出的旋律把音乐推向结尾。弦乐在

半音阶上快速飞驰, 使音乐的情绪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

最后,引子温存悲凉的音调再次出现, 构成了首尾呼应的框

架,又突出了悲壮的情绪基调。这种情绪仿佛是弥漫在人

们心头挥之不去。

2 第二乐章: F大调, 中庸的、活泼的快板,奏鸣曲式

第二乐章并不是传统的慢乐章, 而是一首活跃的诙谐

曲。在这一乐章,门德尔松用独特的音乐语言描绘了一幅

苏格兰的民族风俗画。全曲热情洋溢, 体现了苏格兰民族

乐观豪放的精神气概。乐曲在弦乐快速跳音的伴奏下, 单

簧管模仿苏格兰风笛, 奏出主部主题。这个主题具有典型

的苏格兰民间音乐特点:五声音阶, 切分节奏。管乐和弦乐

轮流奏出这个主题,音乐朴实清新, 亲切感人, 作曲家用音

乐的笔调勾勒出了苏格兰人风笛比赛的生动场面。

副部主题简朴自然, 跳跃的下行音型, 风趣的装饰音,

表现出苏格兰民族幽默、朴实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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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一乐章暗淡的色彩相比, 这一乐章始终保持着苏

格兰民族的舞蹈特性,情绪热烈高昂, 热情奔放, 鲜明的体

现了苏格兰民族的特点。

3 第三乐章: d小调,慢板, 2 /4拍子, 简洁的奏鸣曲式

第三乐章是一首缅怀历史的抒情诗。开始的序奏是 d

小调, 在弦乐拨奏分解和弦的伴奏下, 音调忧伤而抑郁。

接着, 由小提琴奏出抒情、忧郁的第一主题。抑郁幽怨

的主部主题气息悠长 ,似痛苦的追忆、感伤的情思:

副部主题峰回力转,作曲家用刚劲有力的管乐表现沉

重的附点音符、凝重庄严的和声色彩, 它像一首葬礼进行

曲, 深蕴对古代英雄的哀悼之情:

接下来的发展部短小精悍, 很快进入再现部。在再现

部中, 作曲家的视线似乎已从对历史的缅怀转向宽广美丽

的苏格兰自然风光。大提琴奏出第一主题, 乐队奏出第二

主题, 更具坚韧的英雄气概。在情绪上为宏伟的第四乐章

做好准备。

4 第四乐章: a小调, 急板, 2 /2拍子,奏鸣曲式

这个乐章苍劲有力, 热情活跃,充分展示了苏格兰人民

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乐曲从热情奔放的主部主题开

始, 进入壮丽豪迈的副部主题。尾奏为 A大调, 6 /8拍子,

庄严的快板。乐曲在豪放华丽的篇章中结束。

主部主题:

副部主题:

在发展部中, 两个主题依次在各个声部交替出现,变化

手法多端, 气氛热烈。到再现部中,由独奏单簧管和大提琴

奏出的赋格段, 忧郁伤感进入尾奏, 全曲在声势浩大、壮观

豪迈中辉煌地结束。

三、风格特征

 苏格兰交响曲!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全曲虽按古典奏鸣曲的四乐章形式写成, 但在安

排上却别具一格。第一乐章头尾都是行板, 第二乐章一改

以往的慢乐章以诙谐曲形成对比, 然后第三乐章又是抒情

的慢板,第四乐章再用壮丽的急板结束。这种交叉变化的

形式早已超越古典的形式 , 而体现了浪漫主义音乐特性。

因此, ∀  苏格兰交响曲!四个乐章既各具特色又有内在的

联系。一、三乐章在情调上的呼应, 二、四乐章由外及里的

递进,使四个乐章构成均衡统一的整体。#

(二 )全曲流畅连贯, 一气呵成。为确保乐曲的一贯

性,门德尔松特地标明各个乐章之间不得休息, 必须从头至

尾一气呵成地演奏,这在当时可算交响乐创作的一大创新。

(三 )  苏格兰交响曲!是作曲家用音乐的语言勾勒出

的一幅具有大自然色彩的交响风景画式的典范之作。作曲

家在旅途中触景生情激发创作灵感, 乐曲中主题的发掘常

由外在感受激发而成, 然后再以音符画上轮廓、涂上色彩,

因此, 整首乐曲色彩浓厚, 诗意盎然。所以瓦格纳称门德尔

松是 ∀音乐的风景画家#。

总之,  苏格兰交响曲!是门德尔松积极的人生态度、

乐观洒脱的性格以及创作大型乐曲的高超技巧的集中体

现,从中我们也可感受到门德尔松对人生和社会现实的一

些思考。让我们满怀感恩的心来聆听门德尔松的呕心

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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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the Th ird ( Scotland) Symphony ofM endelssohn

DANG Dong- m ei
( Co llag e o fM us ic, N o rthwest N orm a lU n iversity, L anzhou, G ansu 730070)

Abstrac t: Sym phonies are the m a in creation ofM ende lssohn, among wh ich ∀ T he Th ird ( Scotland) Symphony# is a very fa

m ous one. It no t on ly d isp lays the beautifu l natura l scenery o f Scotland, but also re flects the compose r% s deep fee lings for life and

positive and optim istic a ttitude towa rds life. It% s a rom antic and poetic dream - like m e lody, as we ll as a ∀ sym phony o f scenery#

w ith perfect un ity of conten t and form.

K eyW ords: M ende lssohn; The T hird ( Scotland) Sym phony; m usic analysis; artistic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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