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曲：秦文琛

演　奏：中央民族乐团指　挥：许知俊琵琶独奏：石海彬
 

唤 凤
唢呐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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唢呐协奏曲《唤凤》以古

老传说中美丽的“凤凰”为象

征，召唤一种民族的精神和气

质。作者在几年前，观看一组

油画《火中的凤凰》后有感而作。

凤凰在黑暗中诞生、成长，经

过烈火的洗礼走向成熟，最终

飞向太阳。画中所体现出来的

那种生命的活力和精神，让作

者非常感动。此曲象征生命亘

古的向往和追求。

创作时间 ：1996 年

首演时间 ：1997 年

首演乐团 ：中央音乐学院

青年民族乐团

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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唢呐独奏：石海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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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琛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

系教授、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

曾接受过包括柏林交响乐

团、德国巴伐利亚广播电台、波

恩贝多芬国际音乐节等大量国

际音乐机构的委托创作。已有数

十个国内外知名乐团在世界范围

广泛上演过他的作品，其中包括

德国 Recherche 现代乐团、法国

L'Ensemble Itineraire、柏林交响

乐团、意大利 Antidogma 欧洲现

代乐团、日本东京都交响乐团、

荷兰新乐团、斯图加特室内交响

乐团、赫尔辛基爱乐乐团、瑞士

凤凰室内乐团等。秦文琛的全部

作品由国际著名的音乐出版公司

Sikorski Musik Verlag 出版。

作曲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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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唢呐协奏曲《唤凤》是 1996 年完成的，已经是十七年前的事了。

这是我迄今唯一的一部大型民乐作品，之后又有多人向我约请大型民

乐作品的创作，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再也没有接受这类作品的创作

任务。当然，我对民乐创作的思考从未停止过。也许是出于我曾经学

习民乐的经历而对民乐有着特殊的情感，也许是出于中国作曲家的一

种本能和责任，2010 年至 2011 年期间，我完成了一项巨大的民乐创

作计划 ：《向远方——为中国民乐而作的三十首室内乐曲集》，其中涉

及了多种编制和各类乐器，乐曲的总长度超过了 150 分钟，相当于七

对民乐创作的思考和实践

秦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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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协奏曲的长度。作品中，实践了我多年以来对民乐创作的思考，同

时，让我的创作再一次回到了民乐上，带着一份情感和执着。

让我们先回到《唤凤》的创作。当年王甫建老师约我创作这部

协奏曲的时候，我心怀顾虑。首先，唢呐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红白喜

事中都离不开它，它的气质早已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何以让它

承载一部协奏曲的重任？  

 说来也巧，在思考的过程中，突然想到了在大学时曾看到过

的一组油画《火中的凤凰》，画中丰富的意象让我自然和唢呐金灿

灿的声音联系在了一起，于是，便有了这部作品。当然，我给自己

的任务还绝不仅仅是要完成一首作品，而是要在作品中体现我对民

乐的理解，实现我对民乐音响品质的构建并力图通过这个作品来提

升唢呐的表现力，改变人们对它的印象。

这部作品在音乐的构思上想尽量脱离西方作曲技术的框架，让

民乐回到自身的语言上来。因此，对作品的创作有以下的设想 ： 第

一，《唤凤》不预设协奏曲的主题。第二 ，音乐要避开西方的和声，

尤其是功能和声的技术。第三，为了表达该作品的意象，全曲避开

一般意义上旋律的写法，只是用了一个十分古朴的旋律片段，贯穿

在乐曲中。下面分别来谈谈这三点设想的理由。

第一，不预设主题意味着这部作品的展开不可能用一种传统意

义上主题的展开来推进音乐的发展，而是要靠音乐的色彩变化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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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音乐。因此这部作品从打击乐音色的选择到乐队唢呐群的应用，

以及对有关各种音响色彩变化的可能性都做了很多的设想。比如，

吹管乐器在编制上使用了唢呐群，这一群唢呐与独奏唢呐形成对抗

和呼应的局面，从而生成了大片的色彩感并以此作为了整首作品的

主导音色。不预设主题的一个重要理由还在于，中国传统音乐的陈

述过程自古就不是先设主题，然后围绕着这个主题来展开的，中国

传统音乐采用了和西方音乐完全不同的结构方式 ：如变奏式的循环

曲式、多段联体结构等等。这种多段联体的结构方式如同中国诗歌

一样，是由多种意象直接组合或对峙后形成了一种整体意象的表达。

《唤凤》在结构上借鉴了这种手法。

第二，抛弃西方功能和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民乐在音响上的某

种尴尬境地。一方面，民乐因为乐器声音的特殊性，在演奏精准的

西方和声效果时，有些勉为其难。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西方功能和

声用于民乐创作的时候显得其声响缺乏灵性。中国传统音乐中那些

行云流水般的音乐变化，以及民间吹打乐中非常富有灵性的装饰音

和演奏法在《唤凤》中有大量的借鉴。中国的传统音乐非常强调音

和音之间的运动关系，强调一个音表达，在《唤凤》中，持续出现

的“re”音便是这种理念的贯彻。

第三，唢呐作为一件民间的吹管乐，它最显著的特点是极具夸

张的音响和那些带有丰富装饰性的、具有幻想性的表述，所以，《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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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根据作品意象的需要更多地强调了它这方面的表现，避免了大

段旋律的写法。而那段古朴的旋律应用，则更多地表达出一种永恒、

朴素的感情，被孤零零地“搁置”在了乐曲中，这是有意的安排。

以上是关于这部作品简单的介绍， 有关作品具体的创作手法和

结构等方面已有多位专家写过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二）

我学习民乐的时间很长，而且学习了多种乐器，即便是现在，

我仍旧愿意购买多种民族乐器放在家里来研习。应该说，每一种乐

器的背后都蕴藏着一种文化。比如二胡，它的弦较长，但是没有指板，

没有了指板很显然可以产生大幅度的揉弦，表达强烈的情感。而二

胡垂直于演奏者的身体，则让左手的滑奏变得十分方便，因此，更

方便来阐释中国作品中那些音与音之间运动的关系和力量的传递。

古筝的弦更长，尤其琴码左边的弦。古筝可以通过右手的弹奏后在

弦码左边按弦的方式，让音高发生改变，从而产生出一种能量来。

这种强调在音的运动中产生空间感和能量的手法非常符合中国的音

乐美学，以少胜多，言近旨远。我要说的是，民乐的创作首先应该

回到乐器本身，要对所有的乐器进行研习，要研究这些乐器所具有

的音色和韵味以及表现的可能性，要更多地强调乐器自身的特点，

而不应该将西方音乐的思维简单地移植或挪用到民乐上。我们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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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过太多这样的作品 : 笛子的写法几乎等同于长笛，而古筝的写

法也近乎于钢琴…… 

寻找新的作曲手法是丰富中国民乐创作的重要途径，而新的手

法也似乎不应该是西方现代音乐的移植和翻版，一种更有价值的做

法，也许是从中国的传统艺术中，用今天的眼光去发现非常有意义

的东西，然后由此发展出具有新意的、有趣味的音乐来。在我上面

所提到的那套民乐曲集中，我曾尝试完全脱离西方音乐对我的影响，

从中国的传统音乐艺术中寻找到新的作曲手法，包括音乐结构的形

成、声音的观念，以及更广泛的创作理念和音乐趣味。在这套作品

中，还有一些作品的写作手法是直接受到了大自然的启发而产生的，

这也是我近些年来非常注意的一个方面。 

民乐创作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艺术趣味的拓展。中国民乐创

作的美学方向和趣味多年以来过于单一，这也许和民乐创作过多地

参照西方音乐的手法有一定的关系。艺术趣味的拓宽也许可以从民

间音乐中、从某件乐器中或者中国的其他艺术中得到启发。我曾经

在西藏听过一群西藏的汉子跳弦子舞，一个有趣的节奏一直重复达

十分钟，非常有气势，那粗糙的弦子声音伴随着微分音的效果远远

超出了我的想象，给我很大的震撼。还有一次，我们还在一个大山

中听到了一群藏民合唱，因为人多唱不齐、唱不准，加上在山中的

回音，让我听到了一种从未听过的音响，那是一种神秘地延绵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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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裹挟着含有微分音的音响群弥漫在一个巨大的空间中，这种类

似的音响效果后来我在内蒙古也听到过。我从这种奇特的音响效果

中寻找到了一种写作技术曾应用在我的多部作品中，我称为“宽线

条”的音响技术。当然，像古琴这样伟大的乐器，我们能够从中解

读出的音乐的含义会更多，琴曲中对音乐中时间和空间的独特的理

解，表达出中国人的艺术智慧和独特的美学，也是对世间音乐的贡

献……我们能看到有趣的例子很多很多，所有的这一切都让我们看

到了别样的艺术趣味，它们也许会启发我们的创作。 

我的父亲是一位民间的三弦演奏高手，我从小就和他一起合奏。

在他去世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看了他演奏的录像以及我们合奏时

的一些影像，非常震惊。和我那种带着几分外在“表演式”的演奏

相比，他的音乐非常质朴，演奏的时侯眼睛里是空空的，没有表达，

更没有表现。我为此非常感动，是一种质朴的力量、一种纯粹的力

量打动了我。尽管我的音乐修养可能还不算太差，但是，在那一晚

上，我为我的无知感到羞愧。而这种差异，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意

识到。这也表明，当艺术没有更高的标准作为参照时，我们对艺术

价值的判断很可能会出现偏差。

我以为，民族乐器的表现力、音响的丰富性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可以拓展，这些富有表现力的乐器甚至会成就更多的中国作曲家走

向国际。我们应该热爱民乐并对民乐的发展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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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生　相偕　相合
——由秦文琛唢呐协奏曲《唤凤》所想到的

郭树荟

新音乐创作前沿地段的作品，似乎难以逃脱“一次性”演出的

共性现象，回应这个局面的有效途径，是不断演出优秀的作品。近

几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变，尤其在协奏曲形式的中国民族器乐作

品类别中就有着不同的境遇。从早期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

妹》、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到近十几年来的笛子协奏曲《愁空

山》、唢呐协奏曲《唤凤》，较之于其他形式的新作，协奏曲的上演

率已大大提升。中国民族器乐需要大量的作品，集聚向前的动力，

以缓解人们对于民族器乐新作品的渴望，同时，也为理论研究者提

供更多可以分析、论证、研究的叙事天地。

秦文琛的唢呐协奏曲《唤凤》自 1997 年首演以来，受到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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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关注，是演出率最多的一首当代民族器乐协奏曲作品。历经近

十七年的中国音乐生活变迁，期间，这首作品在北京、上海、香港、

台湾、新加坡等重要的音乐节及音乐会上演出颇受好评。同时，对

唢呐协奏曲《唤凤》的关注和研究也有多篇，其中有两篇颇具学术

意义的文章，一是中央音乐学院李吉提教授撰写的《雏凤清声——

唢呐协奏曲〈唤凤〉赏析》 ，发表于《人民音乐》1997 年第 8 期。

二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孙慧的本科毕业论文《析秦文琛唢呐协奏曲

〈唤凤〉——并及单音技法与“整体结构节奏”研究》，发表于《中

国音乐》2009 年第 4 期。在此，我尝试将她们两人的细致分析与

理论见解做一点摘录和再解读，以此探讨《唤凤》带来的一些思考。

这部作品创作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作曲家孩提时期的记忆，草

原的景象生成他的声音景观，视觉与听觉的交汇成为作品声音构成

的原点。李吉提教授在文中的清晰解读给了这部作品精彩的导赏 ： 

他不仅充分发挥了唢呐热情豪放和泼辣的音响特点，还借助于乐

队协奏的力量，更赋予了它许多光彩夺目的色彩、生机勃勃的人格力

量和颇具浪漫主义风格、情绪的特质。不仅如此，该协奏曲有几处抒

情的段落，宛如风吹草木，又像是作者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意境

深远，那辽阔而又略带寂寞、苍凉的鄂尔多斯草原，那些依稀可见的

牛羊，牧童背着一把胡琴，伴着他的只有孤独的太阳，和那偶尔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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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线上冒出来的云朵——这些，都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特定的生活

经历和文化沉积，促使作者采用了与他人不同的音乐语言、气质与审

美视角，这就是为什么在秦文琛的唢呐协奏曲中，竟会想到让唢呐奏

出这些抒情的、同时又是音色异常新鲜的、类似箫笛声或马头琴才擅

长陈述的那些音乐色调、意境、风格或偏重于内心独白。

草原意象、传统的文化取向构筑了秦文琛作品宽广深沉的音

乐时空，而选择唢呐这件乐器自身就充满着民间音乐的深厚情怀，

它的声响标识、它的存在场域、它的民间功用极其显著和带有符

号性，较之于其他中国民族乐器的个性更为别样。唢呐围绕着核

心“re”音润饰、贯穿，乐曲的音色、速度、润饰的整体布局在

“核心音响”中交织展开，具有民间朴素般的声响特质承载着复杂

的演奏技巧与乐队叠加的声部织体交错行进，在秦文琛这首作品

中，这些民间的标识依然存在并放射出更具有当代性的演绎。李

吉提教授分析的乐曲五个部分中，既从唢呐作为独奏乐器声部的

炫目吹奏技巧开始，无论是民间的“破工音”①、“循环换气”、“放

轮”等技术，还是“通过独奏唢呐采用新的双音技术（演奏时，

① “破工”是唢呐演奏的一种技巧，唯东北唢呐独有。它声音嘶裂、音色燥炸，音

量顿时增大，产生急迫，不安之感。“破工”是筒音（假定筒音为 ）通过——超吹，

得到高出筒音三度（即 ）的和音 、 。它产生于唢呐碗及吹奏者气息。《中国音乐》 

1990 年 03 期 ：《东北的唢呐“破工”音》，李润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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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哼唱上方声部），形成一种瑟瑟草木之声和风动之感。随着箫

声的引入以及低声部的起伏滑奏吟揉，我们听到了类似蒙古草原

潮尔艺人演唱的呼麦”。独奏唢呐的声音指向十分清晰，原有的传

统奏法和作曲家与演奏家新创的奏法，合二而一。《唤凤》吹奏技

巧的设置与创造，秉持着作曲家对传统乐器声音个性和器乐演奏

特色的深层理解，并与首演的郭雅志先生发明的“活芯唢呐”有

极大的关联，有了这样的乐器，就应该有相应的作品，来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乐器改良。《唤凤》中传统的滑音、颤音、气拱音、花

舌、吼音，大量变化音的快速双吐，极高音区的快速双吐，喉音

与唢呐同时运用形成两个声部、飞指的运用等这些缤纷的技术演

绎，无疑对演奏家是一个挑战，并大大提升了乐器自身的吹奏技术，

使唢呐演奏技术上升到一个宽泛的表现层、一个新的艺术语境之

中。当传统演奏技巧做复杂或变异性的尝试，从一个高度契合了

艺术发展的需要，那么作曲家的艺术创作宣示着中国器乐文化创

新实践的飞跃。

唢呐的主导协作与民族乐队，以往的惯例，主奏乐器和协奏

的关系，尤其在民间甚至是早期创作的协奏曲基本语汇中，大多

呈现两块平行的音色音响对比，各个乐器之间的音响音色映衬着

齐奏线条或递增、或递减的相互对话，这在中国吹打合奏乐中有

突出的语法特征，而《唤凤》不是简单的对比、对话，而是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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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富有策略地对应当代性。例如，李吉提老师运用民间吹打合

奏乐的数列节奏构型与《唤凤》乐队织体进行对位研究，在关注

传统音乐的手法如何在乐曲中展开的同时，揭示了主奏与乐队吹

管乐器组、拉弦乐器组、弹拨乐器组、打击乐器组相互之间各个

不同音响音色的交汇式运用，用民间的节奏组合方法推动乐曲的

戏剧性变化，主奏乐器与乐队高度糅合、渗透，相偕为一个强大

的共同体。如果说可以从学理上称之为“当代中国民族协奏曲”①，

那么《唤凤》的创作理念赋予了人们多重的认知。在孙慧的文章

中这样写道 ： 

整部作品中独奏唢呐的音色变化十分丰富，且与乐队结合甚

密，如同浮雕艺术中凸起画面与背景墙体的关系，用秦文琛自己

的话说，“只有将主奏乐器置于整体之中，其音色才存在意义”。

打击乐地位显要，以金属类为甚，作曲家取其铿锵的音质效果，

生成灿灿、“噪声”感。在吹管乐器编制上使用了多达五只唢呐，

① 乔建中在 1997 年 1 月的《人民音乐》中写到：“由民族乐队演奏的协奏曲、交响乐、

交响诗、音诗、音画、幻想曲等习惯上称做‘大型合奏’。”“大约从 70 年代末开始，从

体裁上来说，‘协奏曲’最多。”但他们并没有对民族协奏曲做具体的定义。“民族协奏曲”，

顾名思义，就是中国的“民族乐器”与西方的“协奏曲”形式相结合的一种器乐体裁。

这种体裁的作品在独奏乐器上，都是以一件或多件民族乐器为主奏的。从协奏乐队上来

看，它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由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伴奏的协奏曲，另一种是由西方管弦

乐队伴奏的。从近年来大部分作曲家常见的称谓为 ：为某种民族乐器与乐队而作，如二

胡与乐队、琵琶与乐队、竹笛与乐队等，这在民族协奏曲的创作中占据了比较多的作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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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乐队音响的分配上丝毫不曾回避主奏乐器音色，而是采取“反

向选择”的手法，利用独奏唢呐与乐队唢呐群同质音色的大幅度呼

唤比照，使之形成对应关系。上述种种纵向形态构成皆以横向时间

为铺陈、变化与展开的节点，多维空间的立体性使得作曲家对音色

节奏的诠释更加逼真。大而观之，独奏与协奏呈块状布局，有间隔

出现之趋向，即单、多线条浓淡对峙，层次高低分明，常以速度变

化或段落转换为界，这就使音色紧张度与结构变化严密而自然地结

合在一起。小处，音色改变细致微妙，运用音响持续时因颤抖而产

生的瞬息恍惚，以水墨痕迹般的润饰，于渐进中渗透散化的灵动。

细致化的技术处理，显现在唢呐主奏与乐队协奏的细节上，

同质音色群的“反向选择”的逻辑性，这种选择首先是作曲家对

已有的传统持有独到的美学观做出个体的解构。秦文琛说 ：“面对

唢呐这样一件以大土大俗为鲜明标志的乐器，如何淡化在其艺术

发展历程中已有的功能标签，打破由于角色定位局限而造成的习

惯性听觉导向，成为我在创作这部作品时首先考虑的因素。”他所

提出的“功能标签”、“角色定位”、“习惯性听觉导向”具有非常

显著地反思！在乐曲结构上，有意识选用传统器乐乐种、戏曲音

乐中常用的“多段式结构”的手法、每一个段落并非由一个主题

或一种情绪链接，完全抛开主题，以“多重意象”的思维组合，

以音色牵引、铺陈、展开，整体结构的“单音贯穿”在独奏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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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的不同情绪、不同力度、不同线条、不同声部中分布流动。

情感的宣泄和富有戏剧性的动力，以中国特有的宣叙方式而不是

惯用的功能性和声支撑，紧张的、动力性幅度在“同音控制”、“紧

拉慢唱”式的有效控制中释放，音色音响的点状、块状、网状平行、

交织，以独奏唢呐与乐队中五个人的唢呐群同质音色的大幅度呼

应、比对，独奏与乐队通过大层次的音色对比和速度、力度变化

来实现音乐的整体组织、结构与立意，所形成的富有戏剧性的对

抗和表现能量，释放了乐曲情感的大跨度的写意与想象。这一系

列的要素充满了东方的、中国的音乐表达方式，也体现了作曲家

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当代美学理念。

长久以来，中国民族器乐整体发展似乎都有一个“场域”，带

有共性的写作方式缺失个性的创新。我们是否可以想到“民族乐器

创作的纵深，很大程度上还需作曲家与演奏者的沟通，通过作曲家

的创作与思考，并且在充分了解熟悉中国器乐乐器法、技巧与表现

力的关系中，跳出一些约定俗成的创作藩篱，选择自己需要的声音

并将他们置入中国乐器发音体系中，在这些声音元素的建构中，在

乐器自身的语法、规则、品质、意义下显现新的意义”。① 这些“具

体化语言”上升到“抽象化的乐音”携带着情感、精神与艺术特质，

① 《当代语境下的中国民族器乐独奏音乐——传承与创作双向路径与解读》，笔者发

表于《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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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性的功能转换，在当代是否有着更大的存在空间？《唤凤》的

出现是对民族乐器及乐队发出怎样的声音，又以怎样的观念重解这

些声音，有极大的思考和参照。 

此外，协奏的民族管弦乐队显示出一定的包容力，也从未回避

与西方对接的追求。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民族协奏曲作品的创作

表明，早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协奏曲①，更多地保留人们易于

理解的叙事题材选择。以民歌、戏曲歌腔为主题引导音乐的展开，

注重乐队的音响平衡与稳定，旋律化的音乐语言以及“程式化”写

作手法，成为共性写作方式。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民族乐坛呈现

出一个协奏曲创作的热潮。这一时期的二胡协奏曲②出现了多种旨

意的创作特征。1989 年，朱践耳先生创作的唢呐协奏曲《天乐》③，

用三支不同调高的唢呐演奏，它要求演奏者在不加键的传统唢呐上

自如、准确地吹奏十二音律中的各个音，自由而频繁地离调、转调，

① 早期阶段作品较少。如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刘守义、杨继武，1956），板

胡协奏曲《古树开花》（孙尔敏，1959）和中胡协奏曲《苏武》（刘洙，1961），琵琶协

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吴祖强、刘德海、王燕樵，1972），板胡协奏曲《盐工颂》（黄

宗坛，1973）等。

② 《长城随想》，二胡协奏曲，刘文金。《新婚别》，二胡协奏曲，顾冠仁。《别亦难》，

二胡协奏曲，何占豪。《花木兰》，琵琶协奏曲，顾冠仁。《汨罗江幻想曲》，筝协奏曲，

李焕之。《云南回忆》，中阮协奏曲，刘星。《阿诗玛叙事曲》，笛子协奏曲，易柯、易加义、

张宝庆等。

③ 1989 年创作，同年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中首演，由著名唢呐演奏家刘英独奏，

上海交响乐团协奏，陈燮阳指挥。其后在“全国第八届交响乐比赛”中获作品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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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创作及唢呐多种传统技巧的深度挖掘有着积极的意义。作曲

家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关注与研究，往往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真实力

量的推进。日后，当代多部唢呐音乐协奏曲的出现，如黄安伦《中

国畅想》（1996）、温德清《痕迹》（2004）、朱世瑞《凤凰涅槃》（2007）

等等，都共同映射着当代作曲家的精彩，伴随着这种推进激发着后

续的力量。显示出的共识，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忠诚和热爱，

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或者说并不放弃的当代艺术之心，是这些作品

最令人尊敬的品质。

如今，各种当代性的艺术元素都在变换中迅速游弋，中国音乐

的创作者直面传统的精髓和西方技法的理性认识中，逐渐循着中国

艺术的意蕴，自觉寻找本土的语汇和个体表达的方式，这种美学观

创作的意蕴不再是痕迹浓重的西方文化的借用，也不是隔靴搔痒的

传统表层挪用。秦文琛的《唤凤》及其他的许多作品实践着他这一

代作曲家所持有的文化自觉。艺术创作的个体独立情怀需要观察、

需要研究，感性的始发经验在理性的深层思索中轮回，在“传统性”

与“当代性”的相争中，相合于具有中国乐器的音色心灵、作曲家

精神世界的心灵。当技术用于作品内容、情感的表达，最终指向作

曲家的艺术追求、对文化的认知与反思时，或许中国作曲家的艺术

角色和社会担当有了更高层面的存在意义。

许多时代过去了，许多作品或许被人们遗忘了，但被储存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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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中的、被演奏者不断表演的、被理论者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都还

在。作为结语，想说，西方音乐学研究方式之一 ：追随作曲家和他

们的作品，追随演奏家和他们的演奏是学术理论研究的重要土壤，

我想，对中国当代民族器乐研究也应如此，这是一种相合于“当代

性”的学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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