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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空山
笛子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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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空山”，句出李白长诗《蜀道难》：“……悲

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是为第一乐章的意境。

胡琴极高音的叹息，排箫如梦的飘动，笛子用循环

换气法吹出的超长音，是该乐章最为独特之处。第

二乐章是山中精灵们的舞蹈。此乐章运用了笛子双

吐循环换气技法，使独奏声部充满活力。“剑阁峥

嵘而崔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朝避猛虎，夕

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远道之人“侧身

西望长咨嗟！”这是第三乐章的意境。浓烈沉重的

鼓声，铿锵有力的节奏，是此乐章的特点。大笛淳

厚而感人至深的音色，加强了悲壮的气氛。

创作时间 ：1991 年

首演时间 ：1991 年

首演乐团 ：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民族乐团

作品简介

186-300.indd   188 2014-3-7   11:05:42



笛子独奏：唐俊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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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景　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教授，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理事，中国音协

音乐权益保障委员会委员，是国际著名出版

社 CASA RICORDI—BMG 成立二百年来签

约的首位亚洲作曲家，该出版社将出版他的

作品并向全世界作宣传推展。创作过四部歌

剧，一部芭蕾舞剧，三部京剧配乐，七部协

奏曲，六部交响曲，两首交响诗，两首交响

序曲，两部乐队组曲，一首交响声乐套曲，

三部大型民族器乐曲，三部弦乐四重奏和十

多部室内乐重奏以及若干独奏曲和无伴奏

合唱等。曾为四十多部影视剧作曲，如《千

里走单骑》、《阳光灿烂的日子》、《红粉》等。

2008 年，他受邀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活

字印刷》的表演创作了独具特色的音乐。郭

文景还曾多次在全国作曲比赛中获奖，《蜀

道难》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2012 年获得中国文艺最高奖“艺文奖”。

作曲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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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对写民乐作品有这么高的热情，并非仅仅因为中国的

民族乐器具有非常独特的表现力，还因为乐器本身还有很多的可能

性没有被发掘够，传统的民族器乐曲非常有特色，也非常经典，但

是当代器乐创作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作曲家而言是非常具

有吸引力的。

民族管弦乐队作品同样存在一个巨大的创作空间，最重要的是，

民乐演奏家们对新作品的渴求感动和吸引着我。我从事作曲这么多

年，国内几乎没有人邀请我去写诸如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协奏曲，

因为图书馆里堆满了经典，别说一辈子，就是十辈子也取用不完。

开放的姿态让民乐人
链接传统与现代

郭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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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国内的民乐界，演奏家尤其是顶尖的演奏家几乎是追着作曲家

要作品，你怎么能不感动，怎么能不写呢？而且他们手中的乐器令

人惊叹的表现力和效果，那是丝毫不逊色于甚至是超越西洋乐器的。

拿竹笛来说吧，竹笛的表现力是远远超过长笛的。在乐队里面，长

笛是非常好的合奏乐器，但作为独奏乐器，与竹笛相比，在声音的

张力、变化的幅度、力度的起伏上等各方面都有不小的距离。这恐

怕就是我写民乐的缘起，这也是我和我的同学们这一代人写民乐的

缘起。

说实在的，我们上学时还是崇洋媚外、眼睛只盯着西方的。写

民乐，完全是被民乐界的热情激发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

民乐界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引着国内外作曲家来为中国乐器写

作。民乐人的这种开放姿态不分年龄，今天和八九十年代相比，所

不同的仅仅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音乐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

的民乐演奏家，也就是那种高水平的能把传统和现代连接起来的人

更多了。民乐人通过自己开放的姿态完全打通传统和现代，也因此

获得了与其他中国传统艺术门类相比一种最好的生存状态。学院里

对演奏家的教育融合了西方式的教育，也是很好的。有的人批判音

乐学院对民乐的教育过于“西化”，其实我看并没有问题，这种所

谓过于西化的教育扩展了演奏家的能力，但是又并没有丢掉传统。

这一点我在多次与海外乐团、音乐家的合作经历中感受颇深。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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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邀请我写作的地图乐团，这支乐队混合了中国、伊朗、土耳其、

阿塞拜疆的民族乐器及西洋乐器，但是唯有来自中国的演奏家可以

做到欧洲演奏家那样，可以看懂五线谱和谱面上花里胡哨的符号，

知道配合和服从指挥，无障碍地演奏各种现代技法的音乐。而那些

来自中亚等地的演奏家完全不行，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到音乐

学院里很“西化”的教育，中国的演奏家在知识、技能训练、教育

视野等方面赶上了这个时代的步伐而没有被抛弃。

我喜欢挑战自我，我曾经多次说过，我对中国传统的忘情山水、

具有飘逸气质的文人音乐感到不满足，无论是气质、广度、深度、

厚重都与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不相匹配，也无法表达这个国家和其

政治、文化生活所展现出来的重量与分量。而从我个人角度而言，

也无法满足艺术追求和性格兴趣。因此，我写民乐时，更多地追求

戏剧性、悲剧性、交响性，这也是与《川江叙事》、《蜀道难》、《川

崖悬葬》等系列作品一脉相承的内在气质。

《愁空山》这部作品，在乐队的写作、配器、调式、曲式等方面，

采取了符合中国习惯、不同于西方音乐发展模式的方式。整首乐曲

旋律的陈述绵延不断，不管是陈述还是展开的部分，始终保持旋律

线的完整，尊重了中国音乐的传统和中国人的聆赏习惯。发展时也

用绵延不断的旋律线来呈现，这是这部作品比较独特的地方，尊重

了传统和习惯，同时也找到了一个新的创作路子。《愁空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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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它虽然是按照西方传统协奏曲的形式写的，但

没有使用奏鸣曲这种与中国老百姓欣赏习惯相去甚远的手法，也没

有按照协奏曲传统手法在第三乐章用快板来炫技，而是在第三乐章

用一个沉重的行板和一个沉重的快板来表达乐思。

中国乐器，每一件作为独奏乐器都是很迷人的，中国乐器与乐

队协奏这种形式是一种大家非常喜爱的演奏形式，受到包括中国观

众在内的全世界各国观众的喜爱，是一种非常好的向全世界介绍中

国乐器的方式。《愁空山》是我的第一部民乐协奏曲，有中西两个

乐队版本。民族管弦乐队版本在有中乐团的地区全部演奏过，管弦

乐版本也在欧洲、美洲及亚洲地区常演不衰。这部作品的成功让我

对民乐协奏曲的兴趣更加浓厚。我已经发愿要为每一件中国乐器写

一部协奏曲，让每一件中国的民族乐器都能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郭文景口述　刁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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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子协奏曲《愁空山》是郭文景的第一部大型民乐作品，创

作于 1991 年。问世以来，已先后在北京、上海、香港、台湾、新

加坡等有中国民族乐队的国家和地区上演过，并录制过三版 CD。

为了满足中外交响乐团演奏的需要，1995 年他又写了管弦乐版的

《愁空山》。我的文章，是以郭文景所提供的 1991 年创作手稿复

印件写成。谢谢郭文景给了我这次学习的机会。但愿今后出版的

乐谱不会与 1991 年的手稿有太大的出入，而因此使我的分析误

导读者。

尔才必有用　飘然思不群①

——郭文景的笛子协奏曲《愁空山》析评

李吉提

① 标题的前半，取意于李白《将进酒》的诗句，后半摘自杜甫《春日忆李白》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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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景早在学生时代就喜欢写山。他创作的《峡》、《巴》和《川

江叙事》中有山，《川崖悬葬》中也有山……从 1987 的《蜀道难》

起，到 2002～2003 年的《日月山》这一时段内，他还先后写了《愁

空山》、《滇西土风二首》（1992 年）以及一些反映西藏高原的作品，

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郭文景对“山”这一题材的特别偏爱。我

想，这也许是因为作曲家从小生活在山峦叠嶂的四川，还因为山所

代表的雄浑、厚重和山区人民特有的顽强、坚韧气质，赋予了他特

别的审美视角和力量。郭文景还有相当不错的文学修养，特别是对

唐代大诗人李白，可谓情有独钟。从他的交响合唱《蜀道难》到他

2007 年完成的歌剧《诗人李白》的音乐创作中，都反应出他对诗

人性格、才华的感佩、欣赏和某些秉性、情感上的共鸣。

《愁空山》的标题，也出自李白长诗《蜀道难》中的一个句子。

乐曲共分三个乐章，根据内容需要，其独奏部分先后分别使用了曲

笛、梆笛和低音大笛。这三个乐章的速度布局和基本内容分别为 ：

第一乐章 Lento（广板）

作曲家用李白长诗《蜀道难》中“又闻子规啼夜月 / 愁空山”

这两句来概括这一乐章的内容。

第二乐章 Allegro（快板）

曾见音乐会①说明书写道 ：这一乐章的音乐，带有“非汉族”

① 本文所提到的音乐会说明书，指 2006 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的

《郭文景作品专题音乐会》曲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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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西南山地的色彩。这令人联想到在四川长大的、身上带有强

烈“非汉族”、“非中原”色彩的李白。

第三乐章 Andante（行板）

该乐章的内容，作曲家认为可以用《蜀道难》中“一夫当关 /

万夫莫开，朝避猛虎 / 夕避长蛇 / 磨牙吮血 / 杀人如麻”等句子来

概括和描述。

以下，是我对各乐章音乐的解读。

第一乐章

段落结构划分 ：

第一部分	（第 1～48 小节）

引子	 （第 1～14 小节）

主题 A	 （第 15～23 小节）

A1	 （第 24～34 小节）

A2	 （第 35～48 小节）

第二部分	（第 49～83 小节）

第三部分	（第 84～127 小节）

引子 1	 （第 84～96 小节）

华彩段	 （第 97～108 小节）

主题 A3 再现变尾声（第 109～127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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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

该乐章采用了“慢启动”的音乐陈述方式，气息悠长。引子的

速度标为广板，四五拍，但由于并不强调小节重音的循环，所以实

际呈现为散板。独奏竹笛从上行级进三音列“降 A—降 B—C”“三

音动机”起始，用我国传统吹管乐的“循环换气”技巧，吹出了一

个“不可能的”长音（共 45 拍），让听众因此感受到绵延无尽的群

山（见例 1a 的 solo 声部）。与之相呼应的是，拉弦乐组用极高音区

的音色，演奏一种与“三音动机”动向相反的、尾部带有下滑音的“单

音动机”①（见例 1b 的拉弦乐组）那语气和抽搐的音响，像空山寒

夜中鸟的哀鸣，又像人类仰面望山所感到的惊怵，颇具神秘感。这

动机大体是每隔一个小节出现一次，也形成一种“宽节奏的呼吸”，

实现着对独奏笛子长音和该乐章基本节奏律动的总体控制，并与笛

子共同传递着一种寂静、凄凉和迷朦的情绪。

例 1a.（取自第一乐章第 1～5 小节竹笛的独奏片段。其中最后的小字 2

组 C 长音将一直延续吹到第 11 小节）

① 严格意义上的单音因为缺少动向，所以不能称之为动机。但这个“单音动机”实

际是一个尾部带下滑音势的“腔音”，故可以看成一种动机。这种动机第一次出现，是在《愁

空山》里，其后还分别出现在《狂人日记》、《李白》、《山之祭》、《衲袄青红》里，故它

也带有郭氏个人的音乐语言风格特点和郭氏符号、签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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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b.（仅为第一乐章第 1～5 小节内“拉弦乐组”的乐谱截选）

更有意思的是，该乐章从引子的上行级进“三音动机”（微观

结构）到主题（中级结构）及其两次变奏（A 主题以 C 为中心音，

速度是慢板 ；变奏 A1 以 D 为中心音，速度换行板 ；变奏 A2 以降

E 为中心音，速度标志有“稍快”的字样）使该乐章的“第一部分”

调性布局也呈“C—D—降 E” 的“上行级进”势态 ；连同其速度布

局的“散—慢—中—稍快”等“递进”式的推进，共同造就了第一

乐章这种慢启动和重意境的写法，而与西方古典协奏曲第一、三乐

章用 Allegro，中间乐章用 Adagio 等“快—慢—快”的布局完全不同。

但它从空朦—灵动—厚重的意境表现和乐队配器，对表现《愁空山》

这一特定内容而言，却是非常恰当的。

第一乐章的展开部是在从“中板”到“快板”的速度推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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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完成的。作曲家在该部分的乐谱上方标有“悸动地”提示。所以，

从独奏竹笛用上行级进“三音动机”模进，到大量微微颤动的半音

化竹笛演奏 ；源于主题材料的半音化展开和由此产生的大幅度上下

半音化音流的急速转换等，无一不带着某种恐惧或不安的情绪。此

类音乐语言也当与“三音列动机”及其反向进行、模进 ；与“单音

动机”那带“腔”的半音或微分化的滑动音乐语言有关。作为协奏

方的乐队演奏也出现了包括在四、五度音程和声中加附加音或使用

“音块”等不协和音响的演奏（如，在第 73~83 小节等部位的乐队，

即分别采用了由“降 B、B、C、升 C、D、E、F、G、降 A”等半

音关系在内的纵向音块叠置织体），大大超出了传统和声语言和民

族管弦乐队的演奏表现范围，它们从协奏的方面揭示了作品的戏剧

性内容。当然，这些从独奏竹笛到乐队、从横向到纵向的半音化音

乐语言、音响，对民族乐器的演奏也是一种新的突破。

该乐章的“再现部”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段落从情绪看，还处

于戏剧高潮部位，因而其低音区虽然出现了宽气息的引子材料再现

（指原先由独奏竹笛在高音区演奏的“三音动机”），但却仍然延用

了展开部的快节奏律动和“紧打慢唱”的〔摇板〕陈述方式，属于

“动力再现”。它一方面实现了与原第一部分引子材料从音区到音色

的对比、呼应和调性再现，另一方面，又使这种再现继续处在一种

戏剧性织体音响和节奏动荡的能量储蓄之中，从而为独奏竹笛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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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段”进入做好了准备。在第二段落华彩中，独奏竹笛又回到了自

由的散板，并对引子和主题的素材进行了适合于自己演奏特点的再

展开与技术加工。第三段落的主题再现，使用了完整的结构、吟唱

似的表情、慢板的速度和以 C 为中心音的调性陈述，从而承担起乐

曲结构中最典型的再现功能作用。此时，乐曲开始的“单音动机”

也在主题的背景中再现，只是换以高音拉弦乐器与笙管乐器的音色

呼应……当独奏竹笛最后一次用自由的散节奏演奏上行级进三音列

动机“降 A—降 B—C”时，音乐已进入了尾声。笛声再次回到了

小字 2 组的 C 长音，并以悠远的音响让乐曲逐渐淡出。

第一乐章的结构虽然从“呈示与变奏”、“展开”和“再现”的

宏观结构看，非常接近于西方的复三部曲式，但音乐陈述过程中的

“渐变”原则和“散—慢—中—快—慢—散”的板式等中国传统音

乐的结构力作用也表现的十分突出。因此，我认为它是一种“中西

合璧”和“量身定做”的音乐结构形式，不必简单地纳入任何一种

典型的类型化曲式。

第二乐章

段落结构划分 ：

第一部分	 （第 1～46 小节）快板，四三（八六）拍	

引子	 （第 1～19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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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 20～46 小节）

第二部分 ：	 稍慢，四四拍

B	 （第 47～65 小节）

B1	 （第 66～88 小节）独奏乐器换梆笛

小华彩 ：	 第 88+1～88+7 ①

第三部分	 （乐队从第 88+4 小节处重叠进入）快板，四三拍。

	A 主题再现	（第 89～120 小节）

要点提示 ：

郭文景在《愁空山》中插入这样精巧明快和流畅的中间乐章，

真可谓神来之笔，反映出他对西南地区自然和人文历史环境的独特

认识与体会。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曾受楚文化影响的屈

原相似的情况是，李白的成长，也受到过许多非中原地区的人文环

境影响。所以，当他携巨资出川时，他的血液中，早已注入了许多

中原知识分子所少见的自由、狂放秉性和非凡的想象力。为此，从

小生长在四川的郭文景对于李白个性的生成，自然也会有他自己的

解读。

乐曲第一部分的竹笛欢乐明快，一气呵成。乐队的协奏也很有

① 此处的小华彩在结构中的独立性较差，可以被理解为是基本小节的一种扩充，故

从第 88 小节的华彩从进入式，都只用“+”号标记被扩充的小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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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特别是开始的引子，由象脚鼓、铓锣等少数民族乐器的音色节

奏与拉弦乐、拨弦乐组的节奏组合时，高胡和二胡的连续半音装饰

演奏，更是幽默和风趣，它像一种被夸张了的滑音和重音，都是我

们中国人很熟悉的（见例 2a）。

例 2a.（仅为第二乐章第 1～12 小节内“拉弦组”的乐谱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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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音乐，会使人想象为山野的精灵。独奏竹笛连续的十六

分音符演奏，就像泉水那样连珠喷涌。中国笛子的灵活、机敏和华

丽音色与循环换气技术等，在此都得以充分发挥。

乐曲的第二部分（亦即中部）改由乐队主奏，旋律的歌唱性也

明显增加。但弦乐背景却始终贯穿有十六分音符的三连音，含大七

度或三全音的分解和弦织体，它不仅有利于该段落自身的发展，也

与末乐章的音响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这种特定节奏音型在变奏中，

换由独奏梆笛继续演奏（见例 2b。其 solo 声部也奏十六分音符的

三连音和含大七度或三全音的分解和弦织体），并在展示梆笛伶俐

和明亮音响音色的过程中，将乐曲推向高潮。

例 2b.（为第二乐章第 66～70 小节总谱内的截选声部）

此外，作曲家还给了第二部分末尾小华彩演奏以一定的装饰自

由选择，但要求是“能将隐伏其中的旋律突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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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在第三部分“再现部”的高潮中结束。小钹、铙钹、川钹

等独具地方风格色彩的乐器展示，占据了它们无可顶替的重要地位。

弹拨乐组和笙、管乐器组的音色、节奏在该乐章都相继得以表现。

竹笛“双吐循环换气”的快速音流，描绘出层岭叠翠的山野在阳光

下的斑斓色彩。

                  

第三乐章

段落结构划分 ：

第一部分	 （第 1～77 小节）

引子	 （第 1～7 小节）

A 主题	 （第 8～23 小节）

B 主题	 （第 24～40 小节）

C 主题	 （第 41～64 小节）

D 主题	 （第 65～77 小节）

第二部分	 （第 78～160 小节）

A1	 （第 77～95 小节）

B1	 （第 96～111 小节）

C1	 （第 112～131 小节）

D1、连接、转回（第 132～160 小节）

第三部分	 （第 161～227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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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第 161～163 小节）

A2（第 164～178 小节）

B2（第 179～202 小节）

C2（第 203～213 小节）

尾声（第 214～227 小节）

要点提示 ：

末乐章从散板导入和以行板为主的弹性变速节奏，也与西方协

奏曲体裁的速度布局相去甚远，开篇即气势很大，音乐具有明显的

戏剧性张力。

第一部分完全由乐队演奏，背景是浓重的鼓声。总谱上标记有

“坚毅地”字样。作曲家力图强化民乐队的中、低音声部音响，所以，

在此不仅使用了定音鼓、大军鼓和大锣等低音打击乐，而且管乐

组也在传统的海笛、高音唢呐、管子和高音笙的基础上，增添了

加键高音唢呐、中音唢呐、次中音唢呐和中音笙等。弦乐组则加

用了大提琴、低音提琴。这些中、低音乐器的加入，大大加强了

乐队音响的厚重感和戏剧性宣泄的力度。原来位于超高音部位的

第一乐章“单音动机”（见例 1b）到第三乐章引子再现时，也因换

到了低音区、并有打击乐组和大提琴、低音提琴的支持而变得威严、

坚毅（见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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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仅截选第三乐章第 1～7 小节总谱内“弹弦乐组”和“打击乐组”

的乐谱）

像第一乐章一样，末乐章也回到了以 C 为中心音的调性位置。

其主体部分相继陈述了 A、B、C、D 四个主题段落。各主题之

间都保持有一定联系。主题 A 的第一句即突出了以 C 为羽的“la-

sol-mi-re-do-la”的下行骨干音列，形成一种浓烈的悲剧性语态。而

B 主题起始的三个音（“降 A—降 B—C”），则更明显地源于第一乐

章的“三音动机”（参见例 1a）……但在成套的笙、管、唢呐等管

乐组和弦乐组的一致努力下，致使 B 主题和 C 主题的陈述，竟带

有了某些中国戏曲中的草莽英雄或花脸人物的粗犷豪迈气势，几乎

是每“唱”一句，都会有“伴奏”声部的“小过门”或 “小垫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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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插其间，从而使各种想象中的戏剧音乐形象呼之欲出。

直到 D 主题段落进入时，乐谱上方才出现了“安静”二字，音

乐也转入了散板，这些都暗示着第一部的结束。但同时，若从音色

和形象角度看，该主题使用的却是主要属于第二部分主导音色的独

奏低音大笛，并且也正是从 D 主题的自由散板开始，阴柔、深沉、

悲怆的情绪才渗透进来。因而，我认为它又兼有“第二部分引入”

的“双重结构功能”作用。这种结构功能的重叠与转换，写的很有

新意。

第二部分音乐主要通过变奏手段展开。主导音色是用醇厚的独

奏低音大笛来营造悲剧气氛。上板后，乐谱标有“忧郁如歌”。如

在 A1 段落的第一句中，我们又一次听到了 “la-sol-mi-re-do-la”

的下行骨干音列。所不同的是，这次它换以大笛演奏，并且改用了

D 羽调，即用新的以 D 为中心音的调性领域、新的音乐情态和新

的音色组合，在新的结构层次中进行深加工。同时，在音乐各主题

的变奏织体中也先后出现了独奏大笛与独奏板胡、梆笛的重奏性交

织呼应与展开，并使形象获得巨大改变。如原第一部分结束部位的

散板 D 主题，到第二部分 D1 变奏时，即一改过去阴柔的语态，而

在由管乐组主奏、乐队强力度的全奏和“放宽”的节奏气息中，转

化为强悍的戏剧音乐形象。所以在第二部分，“变奏”是与“展开”

的观念紧扣在一起的。音乐的弹性速度变化、转折以及不协和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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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使用等，也都为这部分戏剧性的变奏发挥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部分从低音区“单音动机”再现开始。在慢板中，A2 换

由独奏低音大笛演奏，乐队也重新回到开始的调性。在隆隆的鼓

声中，音响有力，情绪激动。板式变速结构再次发挥作用。B2 的

主题由独奏中音唢呐领奏，以独奏竹笛为代表的伴奏声部，则以

紧凑的十六分音符节奏律动，与相对从容的主题旋律声部相对应，

这使人联想到第二乐章由独奏梆笛演奏的十六分音符伴奏背景和

华彩（参见例 2b），使末乐章的再现具有了更多的综合性意味。同时，

音乐在连续十六分音符节奏律动的催促下，自 B2 起，音乐开始营

造急板似的演奏气氛，并掀起了又一次戏剧性高潮……直到所有

的戏剧性音乐能量都散尽后，音乐才回到了散板，由独奏低音大

笛在寂静的气氛中，再次回忆“la-sol-mi-re-do-la”的下行旋律，

其声甚是悲凉，呜咽中继续品味着《愁空山》中的那个“愁”字。

乐队则以一声浓烈果断的音响令音乐戛然而止，形成好一个醒目

的惊叹号。 

结　语

长期以来，郭文景认为，中国传统文人音乐虽然有竹子一样清

雅的品格，但也像宣纸一样轻和薄 ；虽有忘情山水的飘逸，但缺少

大的悲悯心。他对此感到不满足，故尔在民族器乐创作中竭力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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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上、气质上挖掘和拓展悲剧性、戏剧性、交响性。

笛子协奏曲《愁空山》借鉴西方古典交响协奏曲体裁，以大型

民族管弦乐队的特有音色和磅礴之气，拓宽了民族管弦乐队的表现

范围和深度。郭氏采用了与西方管弦乐队完全不同的乐队配置观念

和写法，以获得中国民族乐队特有的音色和音乐语言表述方式。并

且，他还特别注重填补以往我国民族乐队作品和音响中比较欠缺的

方面，即对民族乐队朴实、凝重等潜力的挖掘。因此，他的作品，

或粗犷、或苍凉，都不失坚韧的气质和力量。在《愁空山》中，他

改变了中国笛子的传统性格形象，赋予它新的悲剧性和戏剧力量。

也形成了他这一时期沉厚浓重的民乐创作特征。

关于创作经验，郭文景曾这样表示，即“太复杂的和声和调

性对民乐没有效果”，而“四、五度又不够浓”，所以他在一些大

型的、表现厚重内容的民乐作品中（如笛子协奏曲《愁空山》等），

多通过增添不协和的附加音、复杂的持续音以及多调性手法等，

来强化民乐队自身潜在的音响和音色表现力，让它们得以更浓烈

的爆发……

我国民族管弦乐界的老前辈朴东生先生在他的《中国民族管弦

乐实用配器手册》①中，曾两次分析到郭文景《愁空山》的配器经验，

① 该书由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1 年出版。分析《愁空山》的谱例和文字详见其书著

的第 207 和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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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热情地给予肯定。如他在该书的第 215 页写道 ：“……如此缜密、

精巧的构思，其音响效果必然新颖别致。这是严谨认真的艺术创作，

而绝非是随心所欲的‘涂抹’ 。”他还指出 ：“这一写法给演奏处理

上带来了很大难度……这也是作曲家为乐队演奏艺术表现力的变化

与提高创造了挑战性的机遇。”

通过笛子协奏曲《愁空山》的分析，我的主要体会是，学习、

研究和继承传统音乐文化，是开拓创新未来音乐文化的重要一途。

同时，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又不应拘泥于弘扬传统音乐文化之一

端。中国的当代音乐家，应该拥有开阔的胸怀，面向世界，汲取一

切对我有用的知识、技能，这样，才能创作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音乐文化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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