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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幻觉式的创作
论门德尔松钢琴小品《幻觉》的曲式结构

内容提要: 本文从音乐作品曲式结构入手, 对浪漫派作曲家门德尔松钢琴小品集《无词歌》中的

作品《幻觉》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其曲式结构中所包含的三种不同曲式组合原则,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边缘曲式结构类型,证明在钢琴小品这种小型音乐体裁中同样存

在较为复杂的曲式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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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钢琴小品集《无词歌》是浪漫主义标题性抒情钢琴小品的代表

作。它把声乐中歌曲的体裁 移植!到器乐独奏曲中,并使其达到高度的艺术水平,这在当

时是一种全新的创造。这种短小的钢琴作品,不仅体现了作者创作风格上的重要特点,而

且也体现了丰富的创作技巧。单从曲式结构上来看,就出现了突破传统规范化曲式类别

的情况,例如第三十二首《幻觉》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首,下面通过对它的详细分析来说

明作者在音乐曲式结构上的突破与创新。

《幻觉》,选自门德尔松《无词歌》Op. 67 No2。# f 小调, 12/ 16拍,轻巧地快板。全曲规

模 56小节,包括四个不同的陈述阶段。乐曲的 1- 4小节是全曲的引子,它所使用的十六

分音符断奏音型贯穿全曲始终。5- 16小节是乐曲的第一部分,为 4+ 6两乐句不等长的

平行收拢乐段,其中第二乐句在完满结束后又进行了两小节的补充。这个补充部分的旋

律声部一直是保留主音进行,但左手的和声配置却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乐曲下一陈述阶段

B部的重属导七和弦并为其作准备,使这个补充具有了转调过渡的性质。

17- 28小节是乐曲的第二部分 B,由三个均为四小节的乐句组成,使用了第一部分的音

乐材料来进行发展。虽然中部的结构方整,但是其调性布局却比较复杂。第一乐句从主调

的关系调A 大调出发,在本句的第三小节转向下属方向调 b小调,并结束在 b小调属七和弦

第一转位形成半终止。第二乐句同样为四小节规模,开始在 b小调陈述,最后结束在属方向

调
#

C大调的属五六和弦上。第三乐句在
#

C大调陈述,最后结束在主调
#

f 小调的属五六和

弦上,为再现部作准备。整个中部的调性呈现出A大调- b小调
#

C大调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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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8小节是乐曲的第三部分 A 1,基本上原样再现了第一部分。仅有两点不同,首

先在原来右手单声部旋律的下方增加了一个三度音,加厚了旋律织体,使音乐形象变得更

为丰满。其次,为加快音乐进程, A 1 部的第二乐句省略了原来第一次陈述时的两小节补

充,变为更加简练的 6小节规模。

乐曲的第四部分 39 56小节,由 4+ 12的两乐句组成,在第二乐句结束后还有两小节

的补充。这个部分在曲式结构的功能上相当复杂。从一般的角度来看,在这部分之前,已

经形成了明显的再现三部曲式结构, 这个第四部分根据其所在的位置以及整体音乐材料

使用的情况看来像是全曲的尾声部分 Coda。这个尾声使用了乐曲第二部分 B 的音乐材

料,长度为 18小节,比中部 12小节的规模大了二分之一。那么整个乐曲的曲式结构应该

是带扩大尾声的再现单三部曲式。结构图式如下:

这个尾声部分不仅规模较大,第二部分的音乐材料在这里也几乎得到了完全的体现。

尾声中的两个乐句为平行关系,第一乐句开始在 b 小调上陈述并在第二小节转回主调
#

f

小调,全句结束在主和弦,但是并没有停留在完满的终止性主和弦上。第二乐句将第一乐

句进行了展开,形成了 12小节带两小节补充的规模。12小节的第二乐句除了个别地方向

下属方向离调之外,均在主调上进行。从调性布局上看,这个尾声部分特别强调了主调。

乐曲中使用相同音乐材料的第二部分 B 的调性却要复杂得多, 先后出现了三种调性。把

两部分调性使用的情况相比,强调主调的再现 B 部体现了调性附和的原则。使用同一音

乐材料的两个曲式部分, B部由于调性布局的复杂性与之前的 A 部形成调性冲突; 一般来

说,在 ABA 三部性的曲式结构中, A 部常常完满终止,自身结构的独立性较强并呈封闭性

状态。它之后的 B部强调与 A的并置出现,一般不使用过渡性的连接部分。但这首乐曲

在A 部结束后呈现出转调过渡性质的那两小节补充,就像一个小连接部把 A、B 两个部分

巧妙地连接在了一起,起到了奏鸣曲式呈示部中连接部的作用。在上面图式中被称为尾

声的部分由于强调了主调而与前面的 B 部形成调性附和。单从其所处的位置来看,是在

全曲的最后一个结构部位,但是由于音乐材料的完整使用以及调性布局的规律使它的功

能发生了变化 由尾声功能转变为具有某种再现意义的功能。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整个

乐曲体现出的奏鸣曲式组合原则是有根据的,那么全曲又可以认为是省略展开部的变体

奏鸣曲式。结构图式如下:

乐曲的四个部分,由于后两部分使用的音乐材料与前面两个部分非常相似,那么全曲

又应该是变化反复的并列二部曲式 ABA 1B1 ,但是 B1 部不仅仅重复了前面 B的音乐材料,

其调性又体现出了附和,所以乐曲又不是单纯的变化反复的并列二部曲式,而是它的变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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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 在这首作品中有三种曲式组合原则在起作用:一种是再现组合原则,

一种是奏鸣组合原则,另一种是并列组合原则。这三种原则是从音乐整体上体现的,从乐

曲的开始到结束是一个统一的原则安排,它们体现的是同等地位的结合。再现- 奏明-

并列组合原则同时作用于一首作品即形成了原则三重结合的边缘曲式。在这首作品中,

这种边缘性出现的原因在于:原本属于附属曲式结构部分的尾声由于其自身规模较大、主

题材料较完整以及调性上的附和三种原则的综合体现使之功能发生了变化,体现出某种

程度的再现功能,并且上升到主体曲式结构地位。

标题性钢琴小品边缘曲式结构的使用, 说明一首音乐作品仅仅根据其外在的形式-

如规模来判断是片面的,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其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作品本身所承载的

音乐内容。我们在做音乐分析的时候, 要从作品的具体内容出发,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不能 以貌取人!。我们能经常见到一些规模不是很庞大,音乐展开手法相对简单的作品,

但其曲式结构却不一定是简单的套用典型的模式,而是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形态。这时如

果用典型的曲式结构生搬硬套,势必会 削足适履! ,不得其果。因为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

本身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作曲家在构思一首作品时往往不会局限于某一种原则或手法,

尤其在曲式结构方面。我们只有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用辩证的态度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

分析,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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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Wu shan Yang ge, Zhuan Niang Jia

WANG Xin xue

Abs tr a c t : Zhuan Niang Jia ( Returnin g to M aiden's Home) is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Y ang ge in Wu shan County of G an su Province .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yrics, music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yrics and music in this

Y ang ge, and attempts to discover wh y it is w idely f avor ed by Wu shan

people, and why it becomes an important r eperto ir e in Wu shan Y ang ge.

K e y Wo rd s : Wu shan Y ang ge Zhuan Niang Jia fo lk custom pitch of speech

music morphology mod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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