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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德尔松钢琴小品 无词歌 中的抒情性因素

吴 磊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 无词歌 ( songs w ithout words) 是按照歌曲体裁和形式特点写作的小型器乐曲, 常有一个歌唱性的

旋律, 配以抒情歌曲常用的伴奏音型。门德尔松的钢琴小品 无词歌 集, 在浪漫派抒情钢琴作品中占有

特殊的地位。本文旨在通过对作品的旋律、曲式结构及和声表现特征等方面的分析, 探究门德尔松 无词

歌 的抒情性因素。

关键词: 门德尔松; 无词歌 ; 抒情性

中图分类号: J652 文献标识码: A

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 ( Felix Mendelssohn, 1809- 1847) 是浪漫乐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以简

洁精练的和声、章法严谨的曲式和流利生动的旋律取胜; 音乐语言淳朴典雅, 清晰自然。在钢琴音乐方

面, 门德尔松首创了无词歌, 把歌唱性旋律和钢琴织体结合成统一的整体, 成为 19世纪特性曲的重要

体裁, 在浪漫派抒情钢琴作品中占有特殊地位。将声乐体裁的歌曲 移植 到器乐独奏上来 , 并使其达

到高度的艺术水平, 这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创造。门德尔松对创作 无词歌 情有独钟, 为其倾注了巨

大的激情和心血。一生中共创作了48 首 无词歌 , 先后编成八集陆续出版。在这些短小的钢琴作品中,

不仅体现了作者创作风格上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特点, 而且也体现了作者丰富的创作技巧。这些作品音乐

形象既鲜明又具体, 表达了作者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与赞美。他使钢琴用甜美淳朴的曲调 唱 出了

令人耳目一新的抒情风格, 并为之注入了永恒的活力。

1 旋律是门德尔松 无词歌 的灵魂, 无词歌 的抒情性首先表现在其如歌的旋律中。门德尔松以自

己对旋律的特殊敏感和创作天赋, 借用钢琴的独特性能, 使在歌曲中难以表达的深刻心理变化得以淋漓

尽致的展现, 作曲家意欲阐发的情感从中亦得到抒发。这种在钢琴中自然流露的真挚感情与歌曲中抒发

的思想内涵是一脉相通的。虽然 无词歌 没有歌词, 然而抒情的钢琴旋律则提供给人们更广阔的遐想

空间, 揭示的是更为宽泛、深邃的思想内涵。门德尔松认为, 他的 无词歌 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比歌词

还要明确。他在一封向友人的信里写道: 如果你问我, 当我写作 无词歌 时有什么想法, 我说: 就

像无词歌所表现的那样 。虽然写作某几首无词歌时, 在我心中有明确的词句, 但我还是不想把它告诉

任何人, 因为文字对于每个人的意义并不是相同的, 只有 无词歌 本身可以对于每个人说出同样的

话, 唤起同样的感觉。

无词歌 中钢琴的功用主要是营造抒情的氛围和意境, 直接参与音乐形象的塑造。欣赏门德尔松

的 无词歌 , 抒情如歌的旋律富于特色的衬托音型总是清晰可辨, 如同歌曲中独唱与钢琴的契合共鸣

一样, 令人生出种种遐想, 这又源于何处呢? 我的发现: 在 无词歌 创作中, 门德尔松在旋律的写作

上总能信手拈来, 且音乐形象鲜明、性格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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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春之歌 ( Op 62 No 6) 是门德尔松无词歌中最为著名的一首, 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乐曲

的第一段为两个乐句, 抒情性的歌唱主题圆润而洒脱, 富于弹性。它以小行板的速度起伏于高声部, 其

它声部在清澈的和声中作琶音式的装饰伴奏, 加上踏板的运用, 使音乐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 , 充满了春

天的气息。

例一:

又如人们非常熟悉的 威尼斯船歌 ( Op 30 No 6)。这首委婉宁静的钢琴小曲采用 6/ 8 拍, 小快板。

左手以摇桨一般的节奏伴奏, 右手奏出如歌般的抒情旋律, 洋溢着诗情画意。

例二:

作曲家的旋律天赋从这些栩栩如生的音乐形象中可窥一斑。值得注意的是, 门德尔松的钢琴小品在

刻画音乐形象的复杂性、多样性方面不论发展得有多么邃远, 德意志民间曲调所特有的抒情性和淳朴风

格始终依稀可辨。

2 有些人认为, 门德尔松的 无词歌 只采取了 A+ B+ C 式的简单小型曲式, 因此都不再对曲式做更

深入的研究。一般认为 无词歌 这一特定体裁和内容的小品不必动用诸如戏剧性很强的大型奏鸣曲,

或篇幅较长的复三部曲式与回旋曲式等。然而, 即使 无词歌 的曲式规模不大, 但其表现形式却不简

单, 甚至有些已是真正的奏鸣曲式或奏鸣原则体现十分强烈的曲目, 也有一些是由两种曲式结构原则相

结合创作的边缘曲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门德尔松在音乐创作上的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 总是根据内容

需要在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表现形式, 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乐曲的抒情性, 丰富了小型器乐作品的艺术表

现力。门德尔松 无词歌 的曲式结构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 1) 乐曲主要采用了再现原则、循环原则、奏鸣原则和两种原则相结合的曲式。而没有变奏曲式、

复三部曲式及典型的 A+ B+ A + C+ A 式的回旋曲式。

( 2) 采用再现原则的简单三部以及双三部曲式最多 但在再现部的写法上以非静态的再现成为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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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特点。在 合 的功能意义之下, 再现部产生了诸多新变化, 不再给人任何的停滞感, 而是不间断地

向前发展。近80%的乐曲在再现部中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扩充和减缩。例如, 门德尔松在第 26 首 ( Op 62

No 2) 的再现部处理中是很有创造性的。再现部开始于原 A 部的第二乐句, 之后便引入对比的新材料。

这一转折发展是从第 37小节连续的三连音式的八分音符开始的, 致使结构扩大形成戏剧性的高潮。这

种扩充和减缩的再现体现了曲式上的贯穿发展和结构上的平衡美感。

(3) 无词歌 中的奏鸣曲式只有三首, 第 5 首 ( Op 19 No 5) , 第 10 首 ( Op 30 No 4) 和第 39 首

( Op 19 No 3)。还有许多曲目是用奏鸣原则与其他曲式原则结合创作的。将奏鸣曲式用于小型抒情钢琴

作品中, 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它不同于古典的小奏鸣曲, 只是奏鸣曲式的微型化处理。 无

词歌 中奏鸣曲式的运用是在简单三部曲式基础上的一个复杂化的纵横发展。作曲家完全是从音乐内容

出发, 在奏鸣原则逻辑的支配下, 利用调性思维的复杂关系使乐曲表现了更加深刻的艺术内涵。

( 4) 两种原则相结合的曲式在 无词歌 中为数也很多。例如, 第 30 首著名的 春之歌 , 其曲式

既有再现三部曲式的框架, 又有无展开奏鸣曲式的性质。这两种曲式在这首乐曲中也都有同样突出的表

现。这反映出门德尔松在乐曲创造上力求运用不同趋势原则的互相渗透, 使创作更加新颖独特, 从而以

丰富的艺术手段表达出更加深刻的思想内容。

以上几个特点是 无词歌 在曲式结构运用上的独特表现, 也是门德尔松在小型乐曲上的精心创

造, 他运用钢琴的独特性能, 十分巧妙地将抒情性和戏剧性的情绪安排在一个紧密的结构空间里, 创造

性地将浓郁的个人情感和崇高的社会精神水乳交融为一体, 既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又突出了富有个

人特质的抒情风格, 这确是门德尔松 无词歌 的与众不同之处。

3 除了富于歌唱性的旋律和独特的曲式结构在作品中的贯彻, 和声与织体的设计对突出门德尔松 无

词歌 的抒情性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体现门德尔松 无词歌 之抒情性的重要表现因素。

作为早期的浪漫派作曲家, 门德尔松的钢琴创作对于和声语汇的应用既受到古典主义的影响, 又体

现着浪漫主义的精神。古典主义时期美学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唯理主义, 这种崇高理性的美学哲学原则要

求创作的规范化和程式化, 追求作品形式上的完美统一。在这种美学思想的指导下, 古典时期的音乐摒

弃华丽与复杂的技巧, 和声上以严格的功能逻辑为组织, 这种音乐也可归纳为以大小调自然音体系为主

体, 以严格、简单、质朴的功能逻辑为基础的主调音乐。这一和声特征在门德尔松的 无词歌 中都有

所反映。

社会条件的改变、表现要求的扩大、听觉感受的变化等因素决定着音乐思维的发展与和声语言的演

变。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浪漫主义思潮随之席卷了整个欧洲。它的实质是理想主义, 音乐

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抒发具有个性的作曲家本人的思想感情, 这种感情是复杂多样的: 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对大自然的赞美、找不到出路的困惑及逃避现实的自我陶醉等等。为了表达如此丰富、复杂的思想

感情, 古典时期朴素的功能和声语言显然是唯以胜任了。正是由于这样的表现要求, 在浪漫主义初期的

作品中, 半音化和声、远关系转调, 各种半音及不协和和弦的使用开始频繁起来。在门德尔松的 无词

歌 中出现了大量的浪漫派和声语言, 其中, 副三和弦的连续进行及副属等离调和弦的广泛采用是一个

重要标志。

从对门德尔松 无词歌 的分析中, 我们不难看出表现在和声上的基本特点。在 无词歌 第 15首

( Op 38 No 3) 的开始部分 , 副属和弦、导七和弦的连续进行, 强化了音乐的不稳定感。

又如在 威尼斯船歌 ( Op 30 No 6) 的第 34、35 小节的强拍处接连使用了 7/ 和 7/ 两个向下

属方向离调的半音化和弦, 恰到好处地渲染了旋律那悠远、宽广的意境。无庸置疑, 这些不稳定和弦的

使用, 正是作曲家刻画心理变化的手段, 和声 这一重要的音乐表情手段, 在此已显然不象古典时期

仅为加强和声动力而用, 它已作为一种纯粹的表现因素, 恰当地烘托出门德尔松意欲倾吐的复杂情绪,

极大地丰富了乐曲的抒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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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和弦结构与和声布局以外, 和声织体的设计对塑造音乐形象同样作用巨大。它与和弦结构及和声

布局相辅相成, 共同表现音乐形象、性格, 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门德尔松的 无词歌 中, 我们常能见到只有一种节奏音型自始至终地贯穿全曲。的确, 小型的

钢琴抒情曲因为需求某种同意的情绪, 而以连贯的节奏音型及和声织体来表现是很适宜的。如第 14 首

( Op 38 No 2) , 左手舞蹈性的切分节奏音型始终贯穿全曲, 右手奏出明快的旋律, 整首乐曲抒发着热情

奔放的情绪。这种手法在门德尔松的 无词歌 中都为更好地抒发丰富多彩的内在情感而用, 都以 抒

情 为最终的主旨和目的。

门德尔松热爱生活, 对生活充满憧憬和希望。从他的 无词歌 中我们能够体味出他对大自然的爱

和对生活的崇敬。舒曼称他为 当代最有修养的艺术家 。的确, 他的清新、明快的抒情风格给新型的

浪漫主义带来了理想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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