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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赏析    把握肖邦作品中的情感
李 ! 敏

(西安音乐学院 ! 陕西西安! 710061 )

∀摘 ! 要#! 解读和把握作品中所蕴含的作者情感是音乐赏析的重要环节。肖邦的作品中不但所含音乐内容广泛,而且体现了其鲜明的

思想,张扬着肖邦的个性、叙述着优美的爱情、迸发着他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民族之情。

∀关键词#! 音乐赏析;肖邦;作品;情感

! ! 一、引言

肖邦,全名:弗雷德里克∃弗朗西斯克∃肖邦,波兰民族杰出的爱

国主义音乐家,是 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作曲家, 民族乐派的奠

基人。

肖邦自幼喜爱波兰民间音乐,在七岁时就写了 波兰舞曲 ,八岁登

台演出,不满二十岁已成为华沙公认的钢琴家和作曲家。肖邦的一生

是音乐创作的一生,他在不同时期所创作的作品抒发了他内心真实的

思想情感,其作品中尤以钢琴曲最多,被舒曼称之为 %钢琴诗人&。对肖

邦的作品进行赏析,关键就是要把握其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情感,作

品中张扬着肖邦的个性、叙述着优美的爱情、迸发着他强烈的爱国之心

和民族之情。他将自己的全部才华、情感与思想都融入到了他的作品

中。

二、对 f小调 第二钢琴协奏曲 的赏析

1830年之前,是肖邦一生音乐创作的起始点,作品中民族音乐风格

凸显。这一时期创作的 第一钢琴协奏曲 与 第二钢琴协奏曲 ,这两

部作品富于浪漫主义气质,音乐具有民族民间风韵,情绪明朗欢快,充

满了对幸福生活的热烈向往。在 f小调 第二钢琴协奏曲 中两个乐章

风格独特,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在第一乐章中,由小提琴奏出一个下行跳进的音调所构成的旋律,

彰显出了一位年轻作曲家的天才想象力。用轻盈的旋律表现溪流,用

大型乐队表现瞬间激荡起热烈震响的山谷,呈现出强烈追求的热情。

接着,小提琴引出了第一乐章中的第二个主题。双簧管奏出柔和的旋

律,时而与弦乐配合,时而与全队共鸣,把肖邦对恋人缠绵不绝的情思

和起伏不安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钢琴正式出场, 华丽的钢琴独

奏,为听众展开了一幅音响世界的画卷,奇幻的色彩,细腻的旋律,钢琴

键盘上不断变换的音符,加上圆号与弦乐的配合,使得回到第一主题时

再现的乐段变得简洁凝练。在钢琴独奏中,更多地融入了年轻作曲家

对爱情的幻想。

第二乐章表现出了肖邦对华沙音乐学院少女康斯坦茨娅的深深眷

恋。弦乐与木管乐相得益彰,就像是在表现肖邦对恋人的喃喃自语;钢

琴键的低音区完美地表现了渐渐燃起的爱情火苗,它在颤音上跳动,这

是肖邦心中的爱情之声,化作八度奏出的旋律,显得这段恋情格外纯洁

真挚。

接着,肖邦又用舒缓柔美的曲调,将自己的浪漫爱情迷离地掩映在

钢琴诚挚的抒情诗行之中。在乐章的中段,肖邦的热情终于可以酣畅

淋漓地宣泄与倾吐。那时强时弱、时而奔放时而收敛的旋律,构筑了在

肖邦的一生中第一次的爱恋。正当你要觉得这段浪漫的爱情乐章就要

结束的时候,钢琴突然以一个强劲的低音,随之而来的三连音攀援到稳

定的降 A主音上。

钢琴灵巧地奏出圆舞曲式的主题,一下把人们从缠绵悱恻的爱情

中带到了更广阔的生活天地。在弦乐同音反复节奏中, 钢琴粗犷地奏

出第二主题。活跃的三连音把人们带到火热的马祖卡舞蹈的行列里。

宏大的管弦乐队戛然而止,圆号用马祖卡音调唤来钢琴的华丽结尾。

肖邦对祖国和民族那火一般炙热的感情在马祖卡舞曲所独有的三连音

节奏中涌动,将自己心中那段恋情融入到了对民间音乐的大爱之中。

三、对 c小调练习曲的赏析

肖邦创作过 27首钢琴练习曲, 其中流传最广的是 1831年创作的

c小调练习曲 ,这首练习曲表现了肖邦对华沙革命失败的内心感受,

因此又被后人称之为 革命练习曲 。

1830年 11月,正当肖邦离开祖国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爆发了震动

波兰的华沙革命。肖邦得知起义的消息之后, 心情非常激动。正如他

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 % ∋∋为什么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 为什么我不能

当一名鼓手! &1831年 9月,坚持了十个月的华沙革命最终惨遭沙俄的

血腥镇压。正赴西欧途中的肖邦闻得此讯,为祖国人民遭受的苦难感

到悲伤,为沙俄的暴行感到愤慨,他在日记中写道: %啊! 上帝, 你还在

么? 你存在,却不给他们以报应! 沙俄的罪行你认为还不够么? 或者

你自己就是一个沙俄鬼子! ∋∋我在这里赤手空拳,丝毫不能出力,只

是唉声叹气,在钢琴上吐露我的痛苦。&

乐曲采用复三部曲式。引子从右手弹奏的属九和弦强奏开始,左

手引出一连串的十六分音符。左手奏出代表着失望与愤怒的上下行音

节,似狂浪波涛般滚动,犹如同仇敌忾的热血在沸腾,来表现作者悲愤

的情绪;右手同时奏出壮烈的八度和音旋律,似号角般铿锵有力,渐强、

渐弱的变化,让人们感受到了作者得知革命失败的噩耗时那种复杂激

愤的内心活动。当乐章进入展开性的中段,呐喊式的主题进行反复、变

化和发展,而且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高昂的旋律,将乐曲推向高潮。接

着,钢琴的高声部弹出一个激情澎湃、带有英雄主义的主题,音响清澈、

明亮,有如波兰人民不屈不饶的战斗呼声。随后,乐章转回原调共四小

节,表现了在感情上激烈动荡之后极度悲愤的气氛。结尾部分则再现

了前面的音调,并加上变奏和装饰音,使音乐更富于冲击的力量,这冲

击力一直冲向乐曲的尾声。

本曲为有魄力的快板, c小调, 4 /4拍, % ABA&三段体式。第一段从

c小调起经各种转调至降 B大调,反映出极度的悲愤与激昂; 第二段的

情绪稍显平和,但仍是洋溢着满腔悲愤的曲调; 第三段为第一段的再

现,从 c小调起又经多种转调,最后回到 c小调而结束。最后,乐曲情绪

重新振奋,音乐在很强的力度下,由高音向低音冲击并在强奏的和弦上

结束,象征了肖邦对胜利的坚定信念。

四、结语

肖邦在其有生之年涉猎了各种音乐体裁,从练习曲、前奏曲、马祖

卡、波洛奈兹、夜曲、圆舞曲、即兴曲,到结构复杂的叙事曲、谐谑曲、奏

鸣曲等,获得极其丰硕的成果。其中 E大调练习曲 、降 d小调钢琴

奏鸣曲 的第三乐章 葬礼进行曲 、 c小调夜曲 、降 A大调波洛奈

兹舞曲 等尤为突出。

肖邦的 %自由速度&,这种弹性节奏的运用,使他的音乐产生了独树

一帜的意境,这也成为了肖邦音乐旋律的重要特性标志。肖邦是一位

伟大的爱国民族音乐家,儿时民间的马祖卡等舞曲使他着迷,农村的生

活也成了他的创作基础。

在具备了深厚的音乐功底之后,肖邦开始注重旋律的调性色彩,墨

守陈规从来不是肖邦的个性, 他最喜欢的转调起点是在未解决的属七

和弦第三转位、特强音上开始, 后面紧接着一串串快速的音阶, 也经常

通过减七和弦进行转调等,这些变化使得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个性的旋

律,让其作品既不同于舒伯特那般诗情画意,不同于贝多芬那英雄史诗

般慷慨激昂,也不同于李斯特那般技惊四座。因此赏析肖邦的作品,首

先必须对作品的背景知识有一定的了解,结合一定的音乐基础知识,方

! (下转第 13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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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凭借听觉,即使存在着确实作用于我们耳朵的物质力量也会什么声

音都听不到。因此,作为被听到的声音, 是人在心理上对声波的感觉,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也是一门听觉艺术, 是为解释乐曲服务的, 它的可

塑性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只是一种感觉。钢琴音乐是通过乐音表达思

想感情并和听众交流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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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乐章旋律的变化中去品味作者内心的情感。

肖邦在黑白键搭载的舞台上展现的是他自己所抒发出的激情澎

湃,一旦与作品产生了共鸣,听众的心灵就会感到震颤, 听众的灵魂将

会被洗礼。后人也将肖邦的作品作为钢琴教学的必备曲目,在钢琴大

师的演奏曲目中也同样不可或缺,一代音乐巨匠的作品始终响彻在世

界的音乐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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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管就需要解决大量的技巧问题,还要学习大量作品。对于学习者

来说,没有时间的投入就不可能取得成绩的。练习时要集中精力,要选

择舒适、安静并且不易被打扰的地方练习。房间内的光线要充足,通风

要好,座椅和谱架要合适。如果没有谱架, 演奏者就会把谱子放在桌

子、椅子上。这样,为了能够看清乐谱,他们的姿势就会非常的不正确。

要注意练习的场合、时间和地点。要培养良好的、固定的练习习惯。集

中精力、全神贯注地练习一个小时比马马虎虎地在乐器上乱吹三个小

时的效果要强的多。声音和技巧练习应占练习时间的三分之一,练习

曲占三分之一,乐曲和视奏练习占三分之一。练习中,既可使用节拍器

练习,也可不使用节拍器练习。在练习难度较大的乐段时, 开始要慢

练,逐步提高速度。要有耐心,这是非常重要的。练习时一定要有一个

可靠的较音装置,如校音器、音叉等,这样可以经常检查音准。要确保

练习时间,保障充足的时间来练习重点和难点部分。

综上所述,只要正确认识到萨克斯管初学阶段的科学规律,合理的

安排训练内容和时间以及进度,就能够稳步提高萨克斯管的演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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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有所提升,让我们对生命和世界有所感悟,这才是电视艺术所应追求

的境界。

要达到这个要求,也决非易事,必须有丰厚的美学底蕴作依托,有渊

博的文化品位做标准。也就是说,电视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必须具有时

代和社会的烟火气息,必须触动人类的心灵深处。它应该具有时代的超

越精神。要把对人精神生活的关照,看得远胜于对感官刺激的垂青。

这就是我们呼唤电视应具有的道德意识和文化内涵的原因所在,

它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殷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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