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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斯特、 肖邦两位浪漫派音乐巨匠具

有不同的个性， 更属于不一样的天才类型， 这对

他们的音乐成就、 音乐观念及其在后世尤其是当

今的影响产生很大的作用， 笔者对以上问题进行

分析和思考， 并指出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 李斯特 肖邦 比较

肖邦和李斯特是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两座高

峰，是浪漫主义音乐里程碑式的音乐大师。他们

将浪漫主义音乐推向极致，对当时和后世乃至当

今的世界音乐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两个浪漫主义

音乐巨匠都属于天才型的人物，自小就显示出非

同寻常的音乐天赋，并且都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

和爱国情怀。更重要的是，二人没有因为在艺术

才华和音乐风格、观念不尽相同而相互嫉妒或者

攻击。相反，他们对彼此的才华和艺术非常欣

赏，惺惺相惜，保持多年的友谊。因此，无论是

当时还是后世，人们都会把这两位巨人联系在一

起。而对他们艺术风格、个性特点、创作手法等

方面的比较更是成了研究的热门。本文的重点不

是从技术上分析二者的差异，而是从二者作为音

乐家的类型特征和音乐观念的差异，及其对后世

造成的不同影响分析入手，解读两位音乐巨匠的

音乐之路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思考他们给当今

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带来的启示。

一、 作为通才的 “钢琴之王”

和作为专才的 “钢琴诗人”

在几乎所有的人才队伍中，都会有两种具有

通才与专才的别样人生

———李斯特与肖邦比较研究

○陈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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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游移的节奏型作为其主要特点， 且在多层 次运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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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性的人才：一种是通才型的全才；一种是专

业型的专才。在西方浪漫主义音乐的众多大师中

间，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李斯特和肖邦了，李斯

特是典型的全才，而肖邦则是纯粹的专才。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印证。首

先，在音乐创作的范围上看，李斯特的创作范围

几乎涉及当时存在的几乎所有音乐体裁。李斯特

首先是作为钢琴演奏家的身份出现的，李斯特超

级的钢琴演奏才华征服了当时的人们。但富于理

性的李斯特并没有在鲜花、掌声和贵妇人们的宠

爱中迷失，而是运用自己的天赋勤奋学习，投身

创作。由于对现代钢琴的热爱和自身对于钢琴艺

术的了解，他的前期创作主要集中在钢琴领域。
随着钢琴创作的不断深入，李斯特逐渐意识到钢

琴在音响上的局限，于是，他开始了通过钢琴表

现管弦乐队效果的尝试。正是因为他在钢琴演奏

上的高深造诣和钢琴音乐创作的突出贡献，人们

才称之为“钢琴之王”，与“钢琴诗人”肖邦并

驾齐驱。而即使是在钢琴音乐方面的创作，李斯

特也涉足几乎所有的钢琴艺术体裁。除了钢琴创

作，李斯特还创作了大量的管弦乐作品和声乐作

品。在晚年，李斯特皈依宗教并创作大量的宗教

音乐作品，如清唱剧《伊丽莎白传奇》、《基督》 ,

以及弥撒、安魂曲等宗教性合唱。而肖邦终其一

生都是在钢琴的艺术王国里精心耕耘，他对钢琴

艺术的巨大贡献和他忧郁的气质和富于诗意的钢

琴作品为他赢得“钢琴诗人”的称号，由此奠定

了他在钢琴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从音乐创作手法上看，李斯特是一个具有理

性和更具革新精神的音乐家，他的钢琴作品创作

手法复杂多变，无论是“变形手法”、“标题音

乐”创作、创造交响诗、将交响乐改编为钢琴

曲，还是初具雏形的无调性手法，都具有开拓

性，并对浪漫主义及其以后的印象派、现代派音

乐创作产生直接影响。而肖邦的钢琴创作手法虽

然也突破了古典主义的音乐创作原则，但他的创

作手法和音乐风格始终保持独有而明显的特点。
我们不妨以他们的钢琴练习曲为例来说明。虽然

二者的练习曲都是在训练和解决钢琴演奏中的技

术难题，但李斯特的每一首钢琴练习曲都包含很

多具有难度的技术，而且有的作品由于技术难度

过高、难点过多而几乎无人能够演奏。肖邦的钢

琴练习曲则不同，他的每首练习曲都只针对某一

个技术难点，而通过音乐主题的不断变形、音乐

的不断变化重复和强化这一技术难点。
从感情上来看，李斯特是典型的大众情人，

他拥有众多的“情妇”而被称为“专业情夫”。
而肖邦的感情则非常专一和热烈，他一生只爱一

个女人，也依赖这个女人，那就是乔治·桑。然

而，李斯特并没有在众多情妇的爱中沉溺，也几

乎没有受到任何感情的伤害。而肖邦却陷入与乔

治·桑的爱情中不能自拔，并由此受到极大的感

情伤害，乃至危及生命。肖邦的英年早逝，与他

的情感热烈而专一不无关系。

二、 两人的共同点与差异

（一） 成才的动因

民族主义是二者成才的根本动因。两人生活

在国破家亡的时代，都有着流离他乡的遭遇，因

此，二人都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他们

从祖国民族音乐文化中汲取养分，并通过作品将

民族音乐发扬光大，使得作品具有很强的民族主

义色彩。另一方面，对民族音乐的自觉发扬，也

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一大特征。李斯特与肖邦无疑

是最典型的代表。在李斯特的音乐作品中的民族

情结，主要体现在他的19首 《匈牙利狂想曲》
中，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有对民歌音调的引用和

民族乐器音响的模仿，更有匈牙利民族音乐的节

奏、和声、音乐结构的运用，处处透露出匈牙利

音乐的味道和气质。肖邦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

则是以民族艺术形式命名，比如他的玛祖卡舞

曲、波兰舞曲等。
沙龙文化也是滋养他们成为伟大音乐家的重

要因素。尽管19世纪上半期处于资本主义与封建

帝国的激烈矛盾之中，但逐渐兴起的沙龙文化却

得到新的发展，音乐家逐渐成为沙龙的主角。一

方面，音乐家在沙龙中沾染上贵族气质和精英审

美情趣，这是18世纪的音乐家不具备的；另一方

面，在沙龙中，音乐家接收到来自文学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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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画家的思想和艺术气息，激发出新的灵感。
李斯特、肖邦正是这种沙龙文化的受益者，而沙

龙对于肖邦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1930年，肖邦

孤身一人来到巴黎，正是在沙龙中结识了李斯

特、舒曼、柏辽兹、门德尔松，同时也结识了歌

剧家罗西尼、画家戴拉克鲁阿、诗人密茨凯维

兹、文学大师雨果、巴尔扎卡，还有仰慕他的贵

族妇女。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认识了对他产生

关键影响的女作家乔治·桑。可以说，没有沙龙

文化，就没有19世纪上半期的浪漫主义的音乐辉

煌，更没有李斯特与肖邦。
除了以上两点，最关键的就是二者对音乐艺

术无比的热爱与执著，以及他们非同寻常的勤

奋。正是这些，造就了这两个浪漫主义时期的音

乐大师。
（二） 音乐观念的差异

一个音乐家的音乐观念主要体现在他的言论

和作品当中。由于肖邦很少关于音乐观念的言

论，所以对他的音乐观念的研究非常少见。相

反，关于李斯特的音乐思想文献却非常丰富，无

论是在他的书信、音乐评论、著作还是言论中都

有体现。仅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二人的

个性以及在音乐观念上的不同：李斯特善于文字

表达和精确描述，他的“标题”音乐和由文学名

著改编的音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而肖邦只是用

自己的音乐诉说，而且，他也拒绝将音乐“标题

化”，而我们俗称的“革命练习曲”的标题也是

后人为其标注的，而非本人所愿。在肖邦的音乐

中，不仅仅有忧伤也有欢愉，不仅有低诉，也有

高呼；不仅仅有美妙的旋律，也有辉煌的交响。
正如李斯特所说：“肖邦的最美妙的、卓绝的作

品都很容易改编成管弦乐……如果他从来不用交

响音乐来体现自己的构思，那只是他不愿意而

已”[1](P.7 )。从个性上讲，李斯特喜欢夸张、炫耀，

他的音乐技巧性很强，结构庞大，音响丰富、响

亮；肖邦更加深沉、稳重，他的音乐性很强，作

品精巧、美妙。
然而，相比而言，肖邦的民族情节和国家意

识更加浓重和强烈，李斯特没有肖邦纯粹，也没

有肖邦彻底。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中的民

族音调很多是匈牙利民族以外的民族音调，尤其

是吉卜赛民间音乐。而肖邦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浓

缩着深沉的民族情结和革命情怀，除了波兰舞曲

和玛祖卡舞曲，前奏曲、谐谑曲、奏鸣曲、协奏

曲、夜曲、叙事曲等每一种钢琴体裁之中都有很

多作品表现他对民族命运和民族革命的深切情

感，其中很多作品中贯穿着典型的波兰民族音乐

的音调和节奏。这一切都说明肖邦是一个更加彻

底的民族主义者，他将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革

命现实主义有机结合，谱写了那个时代直至当今

最华丽、最动人的篇章，就像他的那句发人振奋

的名言：“我愿意高唱出一切为愤怒的、奔放的

感情所激发的声音，使我的作品———至少我的作

品的一部分———能够成为约翰的部队所唱的战

歌，虽已成绝响，但它的回声仍荡漾在多瑙河的

两岸”[2](P.8)。

三、 二人在当代的影响

以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尽管李斯特创作很多伟大的作品，也提携和

培养一大批音乐家，同时也组织很多有益的音乐

活动。然而，由于李斯特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炫技

色彩和难度，后世经常演奏的作品较少。广泛的

创作体裁和参与过多的社会活动、教学活动分散

了他的精力，也消耗了他的天才和艺术灵感。另

外，李斯特在年轻时期并影响一生的炫技演奏风

格让人们误以为他哗众取宠，而他游走于众多情

妇之间的作风也为他伟大的身躯后面留下一些阴

影，而为当时以至后世人们所诟病。尽管他具有

很强的民族意识，但由于他在 《匈牙利狂想曲》
中过多采用“半民族音乐”风格的音乐元素而遭

人非议。如果从作品本身来看的话，尽管李斯特

宣称音乐就是感情的艺术，声称“音乐却不歪曲

我们的情感———它从不欺骗我们的情感”，但由

于他的夸张、炫耀的个性掩盖了他内在的“音乐

性”，也掩盖了他的感情和思想，被人们称之为

哗众取宠，进而歪曲了他的音乐。而他多重的身

份和参与各种艺术、社会活动也“妨碍了他的艺

术达到成熟所需要的平静。因此，他的作品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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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伟大的作品很容易被许多应景之作所掩

盖”[3](P.166)。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应当正确看待李斯特在

浪漫主义时期乃至整个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对

其进行全面而客观的评价。李斯特是西方在音乐

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浪漫主义音乐的集大成

者，同时也是印象派音乐和现代无调性音乐的重

要导师。正如萧韶先生所说：“在李斯特的花园

里，我们看到很多高贵的植物，尽管残酷的环境

阻碍了他们未能百花怒放，但没有一株不是深深

扎下根的。”[3](P.166)

在这方面，肖邦显然比李斯特幸运得多。尽

管肖邦生前没有像李斯特那样获得广泛的声誉和

众多贵妇人的狂热，而且非常清贫，但他在死后

的声誉却比李斯特高得多。如同那个时代提到钢

琴就会想到李斯特，那个时代之后直至当今，提

起钢琴就会想到肖邦。肖邦的钢琴作品是当今世

界影响最广的，而他的作品也是当代钢琴家演奏

最多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钢琴艺术上的巨大

成就，一方面源于肖邦对祖国的热诚和对民族的

深切情怀。肖邦的音乐显现出的热烈、柔美、忧

伤、宁静的旋律，极具张力的节奏和富于诗意的

意境让人容易接受，又让人百听不厌。而肖邦对

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情感，也

超越了国家，而成为人类崇高情感的一种象征，

难怪李斯特在谈论肖邦的天才时说“崇高是天才

的尺度”。人们没有从李斯特的宗教音乐中体会

到崇高，而李斯特却在肖邦的钢琴曲中体会到崇

高。肖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
不管人们对二人有怎样的理解和评价，都无

法淹没他们伟大的作品及其对于世界音乐的巨大

意义。二人在艺术上和为人上的成功都为我们树

立良好的榜样，也为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
首先，勤奋是天才成功的基础。无论是李斯

特还是肖邦，他们虽然具有很好的天赋，但他们

都出身平民家庭，正是他们的勤奋和刻苦钻研才

使得他们成为真正的天才。
其次，要善于学习和交流，尤其是汲取各种

文化营养和新思想。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告诫远

在海外学习钢琴的儿子傅聪要先做艺术家，再做

音乐家，最后再做钢琴家，就是希望他打好扎实

的文化功底和艺术修养。然而，我们目前的专业

音乐教育已经远远脱离了培养艺术家的宗旨，音

乐的圈子越来越小，和文学、哲学的距离越来越

远，音乐家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也越来越少。这对

音乐的发展非常不利。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音

乐院校、表演团体，都需要加强文化学习和思想

交流，为艺术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营养。
再次，在音乐实践尤其是音乐创作中，要具

有民族意识，汲取民族民间音乐和民族文化的营

养，创立具有民族风格或民族精神的现代艺术。
无论是李斯特还是肖邦，都是由于建立在民族民

间音乐的营养基础之上在浪漫主义乐坛立足的。
尤其是肖邦，没有波兰的民族民间音乐，就没有

肖邦那些美妙的音乐，也就没有我们热爱和怀念

的肖邦。正如巴托克评价李斯特时所说的那样：

“就形式而言，虽然李斯特没有完全打破传统，

可是他创作许多新颖的作品。……我们可以说由

慢速和快速并置产生的音乐形式是李斯特的发

明，虽然他实际上是匈牙利民间和半民间舞蹈的

一般原则。”[4](P.209-210)

最后，要对音乐艺术具有专一、真挚、热烈

的情感。音乐是最能直接表达感情的艺术，只有

付诸真挚而热烈的感情，才能创造出感人的音乐

作品。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有将有限的精力集

中到音乐中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使自己

的艺术不断成熟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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