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曲：杜　薇

演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指挥：彭家鹏

天  眼
民族管弦乐



“五千年手无寸铁的太阳　在古代的天空中照样

升起，又落下，五千年的丧钟为谁而鸣……”《天眼》

创作于 2007 年，是应上海民族乐团邀约，特为“纪

念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而作。作品摘选了当代诗

人欧阳江河先生的诗作《重庆大轰炸》为歌词，采

用戏剧女高音与民族管弦乐队的形式为“南京大屠

杀”亡灵而作的安魂曲。

作品简介





杜　薇

出生于 1978 年，从小随父亲杜滨学习钢琴及作曲。

1996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先后跟随施万春、范乃信和

郭文景学习作曲，2005 年获得作曲硕士学位。与众多著

名交响乐团有过合作，包括费城交响乐团、法国国家广播

交响乐团、莱比锡广播乐团、丹麦皇家芭蕾舞团管弦乐队、

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上海民族乐团、

荷兰新音乐室内乐团等。指挥家迪图瓦大师曾称赞说“杜

薇令中国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实现了完美的平衡”。

主要作品有 ：《袅晴丝·惊梦》（荣获 2011 年国家大

剧院首届青年作曲家计划一等奖）、《陨星最后的金色》、

《金瓶梅》，室内乐《呐喊与低语》、《异域的芳香》、《而

我哑然告知……》，民族室内乐《染》（2003 年荣获“TMSK

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三等奖），民族管弦

乐《天眼》，舞剧《情色》等。此外，还创作了大量影视

音乐，包括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影片《唐山大地震》

片尾歌，以及《心经》、《狼灾记》、《左右》、《沂蒙》、《青

春期》等。

作曲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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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音”的可能性

杜　薇

小序 ：《天眼》是我创作的第一部民族管弦乐队作品。能够在

这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青年作曲家民族管弦乐作品评选中

获得评委们的青睐，惊喜之余多有惭愧。唯有在将来，多多虚心请

教，多多写作，才得以报答这份长辈予晚辈默默的爱护与鼓励。剖

析自己的作品，阐述自己的创作观念以及美学观点，在一定程度上

像某种“交代”——希望它是坦白的。

一

2007 年，上海民族乐团的王甫建团长在我的老师郭文景先生

的举荐下，委约我创作一部以“纪念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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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 10 分钟左右的民族管弦乐队作品。擅长声乐写作的我，希望

能加入一个女高音声部，被王团长欣然应允。恰巧当时老师手里

藏有一首当代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先生的诗作《重庆大轰炸》，不仅

内容应景，更为女高音的演唱提供了颇有深度的表现空间，遂慷

慨“转赠”予我。

创作的第一步，先是读诗。例 1 是原诗作的全部。由于乐曲篇

幅有限，我不得不从原诗中摘选几个段落作为歌词。重组诗句的过

程，亦是乐曲结构框架的最初设想。经过从诗歌意象、节奏感到发

音、歌唱性等多方面的考量，我决定摘取第一段与最后两段，并调

换最后两段诗的顺序（见例 1 中下划线的段落）作为女高音的歌词。

这首诗作的第一句既是引入，也是题眼——“五千年的天眼在大地

深处睁开了”。“天眼”“睁开”这个充满亡灵哀嚎的黑色意象，作

为音乐开篇基调的“起”再精彩不过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组“眼睛”

的意象，作为全诗的“动机”，各种“眼睛”在现实与虚幻、抽象

与具象间汩汩地、急速地涌动，一层高过一层的血浪堆积到那一句

“全都一起睁开”。“承”“转”段落在音乐结构中既是主题材料的呈

示，也是展开。正如“眼睛”的层层递进一般，音乐用重复织体积

蓄的巨大能量在这里爆发。“合”，一段安宁的悲歌，“五千年的丧

钟为谁而鸣”被我视作是回应引子的奄奄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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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重庆大轰炸

欧阳江河

〈起〉五千年的天眼在大地深处睁开了

〈承〉逝者的眼睛圆睁在生者身上

　　  盘古的眼睛，夸父的眼睛

　　  词的眼睛，事物的眼睛

〈转〉流泪的泣血的眼睛，雪崩的海啸的眼睛

　　  全都一起睁开

　　  女娲的头发在五千年的狂风中披散着，拖曳着

　　  云的头发，波浪的头发

　　  刺刀的头发，子弹的头发

　　  长的短的头发，黑的白的头发，

　　  一寸一寸变成了灰烬

　　  而孔夫子云游四海的鞋子

　　  穿在一个尚未诞生的婴儿的脚上

　　  他以风的脚步行走在生死之间

　　  从地狱走向天堂，从战争走向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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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样样事物中留下梦的脚印

　　  1943 年，精卫的海像孩子们的皮肤被刺刀尖挑起

　　  1943 年，夸父的天空被成千吨炸弹炸成碎片

〈合〉五千年手无寸铁的太阳

　　  在古代的天空中照样升起，又落下

　　  五千年的丧钟为谁而鸣

　　  五千年，足够用来隔开

　　  生的一分钟，死的一分钟，

　 　 一分钟晨曦，多出一分钟落日

　 　 一分钟今生，欠下一分钟来世

   这首诗还有一个吸引我的重要原因，是它强烈的戏剧性。压

抑、蓄积、爆发、绝望……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一位西洋戏剧女

高音演唱的主要原因。虽然我当时没有任何写作民族管弦乐队的经

验，但凭借对西洋歌剧咏叹调的痴爱以及对谭盾的《火祭》、郭文

景的《日月山》等当代作曲家创作的一批民族管弦乐队新作品的耳

濡目染，我感觉到戏剧女高音华丽的声音会为传统民族管弦乐队镶

上一抹高贵的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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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节提到最初的以诗的内容为中心进行乐曲的结构构思，现在让

我们回到音乐材料上，看看“起—承—转—合”这四个段落是如何“不

均衡”展现的。乐曲伊始，笙音色组的二度下行动机，与“五千年的

天眼在大地深处睁开了”的散板声乐旋律可以视作音乐的“起”。声

乐在乐队 C 的背景之上呈现出“小二 + 纯四”的音高材料，与笙组

合的大二度形成音高材料上的对比。二度与四度作为全曲的基本音高

材料，在这里首次呈现。这一部分很短小，因此它更像是一个引子。

例 2.

（1）笙组的大二度材料

（2）声乐的小二度 + 纯四度材料

第二部分慢板“承”是主题呈示的部分。在声乐旋律进入之前，

器乐材料即弹拨乐组的同音重复动机先行进行呈示，并与拉弦乐器组

构成小二度音程。在这一材料的音色背景上，声乐以小二度动机作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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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并逐渐扩展音程，以相对自由的节拍唱出“逝者的眼睛圆睁在生

者身上”，之后节拍由四四拍变为八三拍，将音乐的动力进一步提升

起来。当声乐旋律唱完“事物的眼睛”后，也就是当“眼睛”的意象

从抽象变为具象，虚幻的“盘古、夸父”破灭而“流泪的泣血的”真

相浮出的时候，音乐的节拍变为四二拍（见例 3），吹管乐组奏出连

续十六分音符的同音重复动机，音高材料仍为纯四度叠加小二度音

程。这个织体的出现，由于吹管乐组特殊的音色动力（尤其是笙组合），

音响在此倏地紧张起来。吹管乐组这一新的音高织体，既是之前“承”

中器乐声部主要材料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标志着“转”部分的到来。

例 3.

在“转”部分中，一方面声乐旋律通过二度加四度音程重复诗

句中核心词汇“眼睛”来催动音乐高潮的到来，另一方面器乐声部在

增四度音程上不断地以重复音型的方式发展壮大，节奏型变得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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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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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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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从而使音乐富有一种顽固的粗暴的动力（见例 4）。在这一

高潮建筑的过程中，声乐的旋律走向与器乐的张力互相平衡，在不

同的音色层次上进行推进。

当女高音奄奄一息地唱完“全都一起睁开”后，音乐进入“合”部，

速度则再次回到慢板。首先是吹管乐组与弹拨组奏出“起”部分的

二度下行动机，然后“二度颜色”在拉弦乐器组高八度重复。分别

与弹拨组、吹管组“点线结合”，形成一个变化了的“再现”（见例 5）。

声乐用散板唱出的“五千年足够用来隔开……”这一句，与“起”

部分的声乐旋律形成呼应，引出一段安宁的悲歌。最后，在“承”

部分乐队同音重复的动机背景之下，女高音缓缓唱出“五千年的丧

钟为谁而鸣”，慢慢将音乐带向结束。

如上所述，这首作品中主要用了两个材料，一个是声乐部分延

绵的长线条旋律，它永远不回头，像原诗作的汩汩动力一般永远处

于变化状态 ；另一个就是乐队中的同音重复动机，除了配合诗句发

展将律动加密之外，它则几乎不改变形态，以执拗的点状律动，重

复着，一直重复着，从而与声乐的长线条衍展形成鲜明的对照关系，

为这首诗的表达形成了一种情绪上的巨大张力。

三

在写作《天眼》之前，我只为民乐创作过一部室内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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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为吹拉弹唱而作。当时，我的老师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受

用终身的话 ：“一定不要忘记每件乐器最擅长的是什么。”不要为了

发明创造而忽略“性格”，同时也不要仅仅为了展现“性格”而遗

忘一些最基本的“规律”。

数年前曾有一次失败的写作经验。当时是为一组“非常规”的

世界民族乐器创作，各种新鲜罕见的吹拉弹拨各就其位，坐在一起

简直就是一幅世界地图——创作之前我做了大量的世界民族民间音

乐的听说读写，绞尽脑汁把每一个声部写得极为复杂绚烂，充分让

他们发挥了各自个性风格的即兴与华彩……结果是音响很“嘈杂”，

作曲家有些尴尬。

在这次失败而有趣的创作实践中，虽然我发扬了他们最擅长的

“性格”，但却忽略了乐器间的“平衡”问题。处理这些完全不同“祖

宗”的乐器，尤其要找到一种有效的平衡音色的手段。我们的传统

民乐队与之有相似的地方。由于乐器之间材质、律制等不同，各自

音律音高音色独善其身，很难具备西洋管弦乐队的融合性。如何令

民族管弦乐队中那些极富个性的相对独立的音色最有效的结合、最

有力的释放，是我在写作《天眼》时主要思考的问题。也正是由于

那次失败的写作经验，我决定“弃繁从简”。

将不同的音色集中在“一个音”上，使这个音变“粗”，令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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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而质感丰富 ；或是用不同的音色演奏“同一个音型”，不断地

执拗地重复再重复，通过“重复”强化音响的戏剧张力——是我在《天

眼》这部作品中运用的最突出的配器手段。例 6 是运用这一手法的

很典型的片段 ：四四拍开始，弹拨乐器组全部只演奏一个 E 音，除

了古筝声部是起到提亮作用的琶音音型，其余所有的弹拨乐器在一

个力度下，同样的低音区，同样的音型不断重复这个 E 音，这种织

体与这种重复共同营造出一种阴霾的、凝重的缓慢向前的力量。

例 6.



202

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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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 是用不同的音色持续演奏“一个音型”的典型段落。横向

围绕在 A、E 两个音上的主要旋律音高（纵向为小二度 + 纯四度）

分配在吹管组与拉弦乐器组，它们粗暴、钝化，近乎完全不变的织

体音型形成这个高潮推动段落的“前景”。弹拨组分为三个层次，

柳琴与扬琴的密集十六分音符是整个音响的“加速器”，形成这一

音响片段的“中景”；琵琶与中阮、大阮组是一组与打击乐声部呼

应的节奏音型，如磐石一般的稳固“背景”；而古筝用琴码左侧刮

弦的粗糙音色，继续发挥富有提亮音头的作用。

经过以上两个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天眼》中最突出的

发展手段正是凭借不同的乐器组在不同的音响层次上，重复演奏着

同一种织体音型，依靠层层重复蓄积的力量将音乐推向高潮。

在这部作品中，一个“音”（这里的“音”可以是某个音高，

也可以是某种音型织体）的可能性是什么？是重复，不断地重复。

四

《天眼》从创作角度显然存在诸多不足与遗憾，但它在一定程

度上已体现出我在音乐创作上的特点以及审美上的诉求。

20 世纪的作曲家对音乐组成元素的探索与挖掘各种现代演奏技

法的空前繁荣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旋律，也从神坛走下，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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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组成元素平起平坐，但旋律在我的创作中始终是第一位的。也许

是秉赋使然，也许是父亲的言传身教，我从三岁起就开始哼唱自己

创作的小曲儿。在天津音乐学院附中求学期间，曾有幸短暂受教于

鲍元恺先生一个月的“大师班”。在我的记忆中，他应该是第一位

大加赞赏我的“小旋律”的师长。我始终记得他听了我自己演唱的

单旋律作业《秋别》后惊喜地问我：“这个旋律从哪儿来的？”我答：

“从心里来的。”在那段对前途很迷惘的岁月中，他对我的鼓励是莫

大的。1995 年，又一位“旋律大师”施万春先生出现在我的生命

中。他在钢琴上即兴演奏的四部和声，每个声部旋律的流畅与完美

令我瞠目结舌。那些游走在四声部间此起彼伏的线性旋律是那么的

吸引我！ 进入大学以后，学院里仍是各路不知所云的“现代噪音”

摩拳擦掌。现在回想，并不是哪位老师要求学生去写那样的所谓的

“实验音乐”，而是所有的学生都被一种看不见的“潮流”怂恿着。

如果你整不出点儿歪门邪道的动静，你就是迂腐的。大二那年，我

对我的老师郭文景说 ：“老师，我想写首好听的曲子。不用任何特

殊演奏法，不在任何极限音区，就写一首有旋律的曲子。”于是在

大三的作品汇报会上，当其他同学的编制日益扩大的时候，我却只

演了一首旋律动听，结构简单明了，让人听了想跳舞的“单簧管与

钢琴”。事后，我的老师对我说 ：“旋律是天赋，你要好好珍惜它。”

正是这些师长的悉心呵护与支持鼓励，令我得以在这些年的创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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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中一直坚持着自己对旋律的情有独钟，从而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

风格。

在我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一个富有动力的音型织体，它就像

诗歌中的“眼睛”一样，我喜欢通过配器不断地叠加并执拗地重复它，

获得一种如层层漩涡涌动直至席卷一切的力量。一个富有动力的织

体，就好比戏曲音乐中的“紧打”，紧凑音乐结构的同时，也令“慢

唱”声部更加从容摇曳。这种手段在创作舞剧、歌剧作品时尤为有效。

传统的民族乐队曲目，如《春江花月夜》一般是令人心旷神怡的。

但如果我们现在创作的新作品仍延续老路，我也不认为还有什么价

值。民族乐队需要的是骨子里的“新”。我的老师郭文景先生就是

这种能改变传统民族乐器“气质”的作曲家。早在他 2001 年创作

的为二十一簧笙、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小号、长号而作

的室内乐《西藏的声音》中，他对笙这件乐器的“气质改造”是惊

人的。实话实说，在听见这部作品之前，我最不喜欢的乐器之一就

是笙。因为它以往的传统曲目令我觉得很世俗，且不具备那种深山

老林人杰地灵接地气的生命力。而它在《西藏的声音》里冒出的第

一声就令我眼前一亮。原来作曲是可以这般伟大地将一件乐器化腐

朽为神奇！ 从此我一改往日对笙的偏见，在 2007 年创作的舞剧《惊

梦——牡丹亭新记》音乐中，成功地将笙、古筝与昆曲小生结合在

一起。笙在某一个音区极弱的力度下，呼出来的那种余音袅袅、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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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真恰恰暗合了昆曲的高贵与颓靡。这种神秘气质也在《天眼》

开篇有所体现，高音笙与中音笙以二度音程下行动机反向游走，留

下几缕欲言又止的孤寂感……

总之，我在创作上追求的就是尽可能地挖掘乐器新的“气质”，

使之符合我的审美口味，然后令它们呈现我以线性旋律构思为主的

音乐语言。审美口味决定一切。我从不顾虑自己的作品是否具备“中

国风格”或“民族风格”，我笃信骨子里的东西不是你挣脱得了的。

我想，对于作曲家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好好说话，说你想说的。

近些年，随着我渐渐回归纯音乐创作领域，创作的题材多为管

弦乐队作品。我越来越发现和声的纵向思考以及音乐结构全局的预

先设置的确是我非常薄弱的一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作曲，是

一条学无止境的道路。我希望自己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边扬长边

补短，令我脑海里的声音呈现得更加丰满、完美。



207

论《天眼》的双重结构力

童　昕

2007 年，为“纪念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应上海民族乐团邀约，

杜薇创作了《天眼》，并于同年 12 月 15 日由上海民族乐团在上海

首演。

作品选用了欧阳江河的诗作《重庆大轰炸》作为歌词，并做了

节选和改动（具体参见下表）。由于选取的歌词重点在于“眼睛”，

这可能也是曲目名不再遵循原作《重庆大轰炸》而更名为《天眼》

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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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轰炸》（原作） 《天眼》歌词

五千年的天眼在大地深处睁开了 

逝者的眼睛圆睁在生者身上

盘古的眼睛，夸父的眼睛

词的眼睛，事物的眼睛

流泪的泣血的眼睛，

雪崩的海啸的眼睛，

全都一起睁开

女娲的头发在五千年的狂风中披散

着，拖曳着

云的头发，波浪的头发

刺刀的头发，子弹的头发

长的短的头发，黑的白的头发，

一寸一寸变成了灰烬

而孔夫子云游四海的鞋子

穿在一个尚未诞生的婴儿的脚上

他以风的脚步行走在生死之间

从地狱走向天堂，从战争走向和平

在样样事物中留下梦的脚印

1943 年，精卫的海像孩子们的

皮肤被刺刀尖挑起

1943 年，夸父的天空被成千吨

炸弹炸成碎片

五千年手无寸铁的太阳

在古代的天空中照样升起，又落下

五千年的丧钟为谁而鸣

五千年，足够用来隔开

生的一分钟，死的一分钟，

一分钟晨曦，多出一分钟落日

一分钟今生，欠下一分钟来世

五千年的天眼在大地深处睁开了 

逝者的眼睛圆睁在生者身上

盘古的眼睛，夸父的眼睛

词的眼睛，事物的眼睛

流泪的泣血的眼睛，

雪崩的海啸的眼睛，

全都一起睁开

五千年，足够用来隔开

生的一分钟，死的一分钟，

一分钟晨曦，多出一分钟落日

一分钟今生，欠下一分钟来世

五千年手无寸铁的太阳

在古代的天空中照样升起，又落下

五千年的丧钟为谁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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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为亡灵而做的安魂曲，形式是戏剧女高音与民族管弦乐队，

演奏时长约 10 分钟，短小精炼。听起来，自然流畅中不乏跌宕起伏；

看上去，谱面相当明快清晰，没有丝毫繁复花哨。声乐作品的结构

一般多少会受到歌词的影响，但这首作品的歌词是摘选且有调整，

结构布局不可能再与原诗一致，那么作曲家是通过何种参数来实现

对音乐整体结构的宏观掌控呢？

一、宏观结构形态

全曲可分为四个部分。

引子，第 1～7 小节，五千年的眼睁开了，那是民族的天眼，

也是全篇的诗眼和乐眼。

第一部分，第 8～34 小节， Lento。在阴霾的气氛里，我们逐一

看见逝者和生者的眼、盘古和夸父的眼、词和事物的眼。我们凝望

它们，它们也回眸注视我们。如此深邃对视中，曲调阴郁却仍不失

优美。乐队奏出的不密集的短小重复的音型以及间或的长音，营造

出稀疏平静的背景。

第二部分，第 35～50 小节。 音乐突然上板，节奏流动并渐

渐急促，音响增厚并越来越密集，那是因为眼睛开始流泪开始泣

血，开始雪崩海啸。虽然谱面速度标记未改变，但由于节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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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拍由四分音符变为八分音符）以及节奏密度加大（涌入大量

十六分音符的音群并不间断地持续），音乐开始加速，推向第一

次高潮。

第三部分，第 51～74 小节，Andante。继续反复诵咏着的“眼睛”，

在乐队的帮衬下冲向第二次高潮，在最高点，全部一起睁开！

随后的第 75～88 小节， Lento。人声暂歇，情绪减缓，音乐向

后过渡。

第四部分，第 89～108 小节， Largo。五千年和一分钟，隔出生

与死、晨曦与落日、今生与来世。隔出与之前迥异的、重新优美起

来的旋律，以及重新平和的背景。

尾声，第 109～121 小节。五千年的丧钟呼应了引子中五千年

的天眼，一片空灵谐和中，问丧钟为谁而鸣？

总结归纳上述分析，可得知速度是影响整体结构的重要参数之

一（表 1）。短短 10 分钟的乐曲有两次高潮。上板后第一个高点紧

接第二次高潮是全曲最高峰，从篇幅上讲是二分之一处，从演奏时

间上，这个高潮大约发生在第 5 分 10 秒左右，也是中心点。高潮

之后回落，至尾声，从情绪到速度到意境无不与引子遥相呼应。作

曲家对原诗做了改动，使得歌词也暗合音乐的结构。由于整首乐曲

的高潮在中点而不是习以为常的黄金分割四分之三处，全曲大体上

呈对称的拱形结构。



211

表 1.

小节数 1～7 8～34 35～50 51～74 75～88 89～108 109～121

速度 ＝ 46 Lento
流动

渐密集
Andante Lento Largo Largo

关键

歌词

五千年

的天眼
眼睛

泣血流泪

海啸雪崩

泣血流泪

海啸雪崩
无

一分钟

隔开

五千年

的丧钟

功能 引子 起
上板—

高潮

复起—

最高潮
过渡 回落 尾声

二、微观音高组织

无论从横向结构（旋律）还是纵向结构（和声与对位）来看，《天

眼》都不算音高组织复杂的作品。但是，洗练并不等于无逻辑。除

了上述的速度对作品全局的掌控外，作曲家使用了两个音程，利用

它们及其变形的各种组合，合纵连横，牢牢控制着音乐的走向。

（一）两个核心音程

四度和小二度是控制全曲的核心音程。它们既是引导音乐的情

绪线索，又是暗暗作用于音乐的结构密码。这两个核心音程在引子

里的首次亮相，隐秘却重要。

乐曲的引子由笙吹出，是全曲最为优美的两个乐句，音色晶莹

剔透、气息迷人。前十六的附点节奏，在技术上是对滑音的摹拟（非

定量音型的定量化），也让人们不禁在心底随之一同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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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

 

构成引子第一乐句的两组音列在第二乐句用复对位手法上下声

部交换。音列 a 保持不变，音列 b 则发生了变化，此变化使得两个

b 音列之间呈纯四度（例 2）点镜像①关系。另一方面，音列 a 强调

了横向小二度收束的终止音调，与 b 结合时又强调了纵向纯四度（转

位后为纯五度）收束的终止音程。这短短的开头 4 小节，已给予纯

四度和小二度足够重要的地位。

例 2.

紧随 4 小节乐句之后的是弹拨乐器齐奏的长音 C，其上飘来女

高音的第一句，“五千年的天眼在大地深处睁开了”。这是诗的序言，

同时也蕴藏了全曲的音高组织密码（例 3）。

乐句听起来仍有较强的五声性，它由 C、 G、 F 和 F、B、 C

两个三音列叠加而成，而每个三音列里最突出的都是一个纯四度音

　　① 非整个音列镜像，而是音列中单个音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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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第一音列为下行纯四度，第二音列为上行纯四度。乐句最后也

以四度结束，只不过由纯四度变成增四度，序言就这样凝固在一个

下行增四度音程上，似乎预示着不详。作为核心音程纯四度的变异，

增四度第一次出现。如果说纯五度是纯四度的平静转位，增四度则

可被视作纯四度的扭曲变形（扩大）。

例 3.

除了四度音程外，乐曲的另一个核心音程小二度也在这个部分

得以重视。以小二度围绕骨干音制造出倚音和滑音的效果，与增四

度一起承担着不协和的任务。从例 3 中可看到，在引子里弹拨长音

C 上出现女高音旋律的第一个音 D 恰恰就是小二度，女高音旋律

的第一个音程还是小二度。 C—D— C 上下环绕小二度，完成乐队

和人声的衔接。

起于小二度，止于增四度，中间突出上下行纯四度。与前面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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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奏的旋律一样，核心音程在两小节的人声部分里也被充分展露。

至此，核心音程已有了两次呈示。这样的引子，好比长篇小说的楔

子，不经意间可能匆匆略过，但其实内里深藏玄机。等后面渐入佳

境，再回头细细品味，越品越能发现其妙处所在。

为了之后对音高组织结构力的分析能有一个客观量化的比较，

这里根据几个核心音程特性将其编号排序（表 2），并依此归纳出

引子的紧张度参数（表 3）。

表 2.

音　程 音响特征 紧张度

纯四度（纯五度） 协和、平静 1

小二度 不协和、紧张 2

增四度 （减五度） 极不协和、尖锐 3

表 3.

引子 紧张度  6

开放终止

横向 ：纯四度  紧张度  1

纵向 ：小二度  紧张度  2

终止 ：增四度  紧张度  3

（二）同构异质的两个和弦

核心音程除了对乐曲横向旋律具有结构意义，同时还纵向构成

了和弦作用于结构。

第一次出现单音色和弦在第 35 小节，它既不是乐队和人声的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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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碰撞，也非不同乐器混合生成，而是由同一种乐器分声部演奏的、

单一纯音色和弦（例 4）。这个和弦由纯四度上叠加小二度形成，低

音和高音形成减五度（增四度）框架，同样为了便于量化分析，将

这个和弦命名为第Ⅰ和弦。根据之前核心音程的紧张度，此和弦紧

张度参数为 1（纯四度）+2（小二度）=3。考虑到即使是相同的音程，

纵向同时叠加的效果要强于横向先后连接，因此紧张度加 1 成为 4。

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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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Ⅰ和弦转位后，音程关系发生了变化，纯四度消失了，和弦

结构变成小二度 + 增四度。这里将其命名为第Ⅱ和弦，紧张度 2（小

二度）+3（增四度）+1=6。

表 4. 

音程构成 紧张度

第Ⅰ和弦 纯四度 + 小二度 4

第Ⅱ和弦 小二度 + 增四度 6

第Ⅰ和弦和第Ⅱ和弦构成的音完全一样，可转位后音程发生质

的变化。这样的一对同构异质和弦所具有的结构意义也是完全不同

的（表 4）。

以上在对核心音程及和弦分别做了解析后，下面将详细讨论它

们是如何作用于全曲结构的。

三、音高组织在整体结构中的作用力

引子过后，乐曲进入第一部分。乐队开始在 D — E 的纵向小

二度上铺陈开，女高音也以下行小二度开展音调（例 5）。向第二

乐句过渡时，乐队闪现出交替的减四度和增四度（ D —A），且延

续下去并终止于两个增四度的叠加和弦上（D、 G 和 D（ E）、A）。

女高音也以一个意外的下行增四度收尾，造成不协和的开放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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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第一部分 紧张度  7

开放终止

横向 ：小二度  紧张度  2

纵向 ：小二度  紧张度  2

终止 ：增四度  紧张度  3

 
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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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小节虽然以极弱的力度开始，然而突然流动的音群、首

次出现的第Ⅰ和弦，将音乐推入到不安的躁动的第二部分。女高音

以上下环绕的小二度进入，吹管乐组层层加强第Ⅰ和弦，并开始出

现少量第Ⅱ和弦。一连串的“眼睛” 反复，女高音以上下小二度继

续前进，最后结束在 A 音上，与第一句开始的 E 形成一个增四度

框架（例 6）。

例 6.

第 47 小节女高音用极强的力度唱出“全都一起睁开”，与全体

乐队一起，终止在一个自下往上重叠出的饱满的第Ⅱ和弦上，千目

怒睁。

表 6.

第二部分 紧张度  12

开放终止

横向 ：小二度为主   紧张度  2

纵向 ：第Ⅰ和弦为主 紧张度   4

终止 ：第Ⅱ和弦     紧张度  6

第三部分进入到 Andante，速度稍快，吹管 + 拉弦奏出一个带

有固定音型意味的节奏，简单而粗暴。简单，体现在主要旋律（曲

笛Ⅰ和高胡）是纯五度音程上下行，可是支撑它们的第Ⅰ和弦和第

Ⅱ和弦之间的交替和声进行，让这个原本单纯的音型变得粗砺，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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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持续不断的反复继而更加粗暴。当此音型由弹拨乐器接替过来后，

女高音加入了，用连续小二度下行反复咏诵那些“流泪的”“泣血

的眼睛”。此过程中，乐队背景一直在两个和弦之间坚持，直至高潮。

补充性的女高音最后一个乐句收于纯净的纯五度。伴奏也由撤掉增

四度后的小二度 D、 E 解决释放到纯五度 C、 G，这样的双重纯

五度结束，是乐曲至此第一个协和的终止 （例 7）。

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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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第三部分 紧张度  13

收拢终止

横向 ：小二度  紧张度 2

纵向 ：第Ⅰ和弦 + 第Ⅱ和弦  紧张度 10

终止 ：纯五度  紧张度 1

过渡段是没有人声的纯乐队段落。前半，横向强调下行纯四度

收束，纵向强调纯四度和纯五度音程。后半是一个特别的 E 大调下

行音阶，从 E 进行到 D，强调的仍然是小二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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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过渡 紧张度 

开放终止

横向 ：纯四度  紧张度 1

纵向 ：纯四度  紧张度 1

终止 ：小二度  紧张度 2

第四部分 Largo，女高音开始的半句 F、 G、A、 G 是引子骨

干音的浓缩再现，后半句小二度下行接大二度下行，紧张度有所释

放。此后大量出现旋律中久违的上下行纯四度，乐队也以内部附加

小二度的纯四度和弦为背景，这个和弦由于缺少了增四度音响，较

之第Ⅰ、第Ⅱ和弦显得柔和许多。旋律以小二度落幕，并与乐队形

成小二度——同度的进一步释放（例 8）。

例 8.

    



222

表 9.

第四部分 紧张度  4

收拢终止

横向 ：纯四度  紧张度  1

纵向 ：纯四度附加小二度  紧张度  3

终止 ：同度 紧张度  0

尾声散出，更加平静，二胡演奏的旋律，纯四度交替（ C— F）

给女高音，同时弹拨组纵向纯四度叠加在女高音之上（例 9）。女

高音最后一句的起始音构成的也是一个纯五度框架 G— C，并最终

和乐队统一到 C 音上纯八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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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

表 10.

尾声 紧张度  2

收拢终止

横向 ：纯四度  紧张度  1

纵向 ：纯四度  紧张度  1

终止 ：纯八度 紧张度  0

四、音高组织的隐形结构力

上述分析说明，核心音程及两个和弦不仅主导、控制了段落的

音高组织，还形成了每段的终止式，并依据各自的紧张度参数赋予

终止式收拢或开放的含义。

将各段落紧张度参数补充到之前的结构图表里，与全曲的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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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结构对照，能看到紧张度曲线和结构曲线基本吻合（表 11）。

因此，影响整体结构布局的除了速度、音型、歌词以外，音高组织

也是重要的结构力之一。只不过它隐藏在其后，这样的隐结构和其

他显结构参数形成双重结构力同时作用全局，使得音乐的起落各方

面都十分契合。如此多重结构力相互影响下的作品，音乐的结构轮

廓也因诸结构力的同步和联合强化得以更加显现。①

表 11.

小节数 1～7 8～34 35～50 51～74 75～88 89～108 109～121

速　度 ＝ 46 Lento
流动

密集
Andante Lento Largo Largo

歌词

关键词
五千年 眼睛 泣血 泣血 无 一分钟 五千年

紧张度 6 7 12 13 4 4 2

功　能 引子 起
上板 -

高潮

复起 -

最高潮
过渡 回落 尾声

一首以朴实自然取胜的作品，其音高组织结构犹如设计精巧的

密码隐在幕后始终掌控全局，这也许是作曲家的有意为之，不过我

更宁愿相信它是潜移默化的理性创作思维和真诚流露的创作激情碰

　　① 李吉提 ：《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年第 1 版 

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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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后的结果。对于艺术创作而言，天赋和技术缺一不可，优秀的作

品总是理性和感性的完美结合，即便显露在外的是光芒四射直击人

心的情感倾诉，其后也一定隐藏着深厚扎实的功底。哪怕这样的功

夫不为外人知甚至也不自知，但仍然会通过作品的各处细节流露出

来。可谓“飞花似水初无意，可奈衷情不自持”①。

　　① 出自朱生豪《鹧鸪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