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弦上秧歌

作曲：王丹红

演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指挥：彭家鹏

民族管弦乐



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土地上孕育出了秧歌这

种火热、粗犷的民间艺术形式。生活在那里的

人们，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就要扭起那让他们魂

牵梦绕、难以割舍的秧歌。只有在这片土地上

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才能领会秧歌，理解秧歌。

秧歌是他们生活的缩影，是他们苦中作乐的寄

作品简介



托。只有在那一时刻，一切苦难都已化解，每一

个舞姿都使人颤栗在浓烈的艺术享受中。人们用

激情的舞蹈表达着对人生的豁达和超越。就这样，

秧歌跳出了感动，舞出了生活。



王丹红

　　中国当代最为活跃的年轻作曲家之一，中央民族乐团

驻团作曲家，博士。

　　作为新生代作曲家，其创作涉猎各类音乐体裁。主

要作品有 ：管弦乐作品《蕊香漩馥》，舞剧《1935 之舞》，

交响合唱《魂系山河之硝烟如虹》，民族管弦乐《云山雁

邈》、《弦上秧歌》，二胡协奏曲《百年随想》，扬琴协奏曲《狂

想曲》，古筝协奏曲《如是》，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 》，

室内乐《梅边四梦》、《翡翠》、《动感弹拨》，电影音乐《柳

如是》等。

　　近些年来，她曾多次获得国家交响乐比赛最高奖、“文

华奖”以及国内外众多作曲比赛不同级别的奖项。她的作

品深受中国传统音乐以及民间音乐的影响，又不失当代人

的审美取向，被誉为“具有油画色彩的东方语言”。

作曲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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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上秧歌　心灵感悟
——关于《弦上秧歌》创作的思考及感言

王丹红

从 2005 年民族管弦乐曲《云山雁邈》的创作至今，我在民族

器乐的写作上已有九个年头了。在这九年里，我由对民族音乐模糊

的认识和单纯的喜爱，逐渐成长为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深入学

习、探索、挖掘、创新的职业音乐创作者。从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

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赋予作品新的时代感，完成了不少获得认

可、经常上演的民乐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弦上秧歌》无疑是

我最为钟爱的作品之一，因为它是目前为止我所创作的唯一一部不

受委约、发自内心、表达自我的音乐作品。它来自于我内心强大的

人生感悟和对音乐执著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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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 2010 年，在面临博士毕业论文写作，同时又面临巨大就

业压力的艰难时刻，《弦上秧歌》的创作曾几度陷入停滞。由于对

这个题材多年来的创作冲动，以及真正为自己创作一部表达心声的

作品，不再受任何委约的束缚，这些心中强烈的愿望转化成我面对

诸多困境的动力，最终在历时一个多月的艰苦创作后，完成了这首

作品。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弦上秧歌》问世以来的演出场次已经

说明了大家对它的认可和喜爱程度。今天有幸借此机会在这里梳理、

总结四年前的这段创作经历与大家分享。

一、我对于“秧歌”的读解

记得在乐曲的解说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北方广袤

的土地上孕育出了秧歌这种火热、粗犷的民间艺术形式。生活在那

里的人们，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就要扭起那让他们魂牵梦绕、难以割

舍的秧歌。只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才能领会秧歌，理

解秧歌。秧歌是他们生活的缩影，是他们苦中作乐的寄托。只有在

那一时刻，一切苦难都已化解，每一个舞姿都使人颤栗在浓烈的艺

术享受中。人们用激情的舞蹈表达着对人生的豁达和超越。就这样，

秧歌跳出了感动，舞出了生活。

对于从小生长在东北的我，虽然没有机会真正走入乡间去体会

这一极具北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但是从小在街头广场上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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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活动中，也耳濡目染了被“城市化”了的秧歌艺术形式。我曾想，

既然不能去感受原汁原味的秧歌，那就写我心中向往的秧歌吧。所

以《弦上秧歌》的构思是从一个非常个人的角度出发，来抒写一个

民族的生命，感悟一个民族的精神。对于秧歌这一体裁形式，大家

首先想到的是火热、激情、欢快、浓烈的舞曲形式。而对于这一形

式表象后深层次的情感挖掘甚少。在这一欢愉的民间活动背后，隐

藏了多少心灵的苦难、生活的艰辛。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能听到

活泼欢快、思念哀伤、诙谐幽默、奋起呐喊，它将生活中的喜怒哀

乐表现的淋漓尽致。也许正是作品中蕴含的人性中最直接、最感官

的话语表达，使得《弦上秧歌》超越民间舞蹈音乐的形式之上，成

为一部表现力丰富、感染力极强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将舞曲体裁形

式最大的心灵化、情感化，就是我对这部作品的美学立意和审美追求。

二、我对于“弦上”的运用

北方的秧歌通常采用唢呐及锣鼓等伴奏形式。但在《弦上秧歌》

这首作品中，我并没有突出吹打乐器的显性地位，而恰恰夸大了最

擅长演奏歌唱性旋律的弦乐声部。对于弦乐组的运用，突出体现在

音乐形象的角色化、音响的集团化、形态的炫技化等方面。在弦乐

器上的滑奏，成为这首作品极富个性化的音乐语言。其中第 124 小

节处的这段音乐，采用弦乐组的整体滑奏音响来模仿人的言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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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音响空间的想象彰显了音乐诙谐幽默的形象感，巧妙地将作曲技

术与民族音乐风格有机地结合，使音乐脱离了惯性的俗气写法。同

时，弦乐通常以整体集团化的块状音响形式出现，增强了弦乐组的

融合性和表现力量。这种音响色彩的展示，弥补了民乐队音色音响

融合性差，分离感强的不足，反而强调了音色分组的个性化展示，

增强了各声部的音色清晰度，使乐队的音响空间凹凸有致，韵味十

足。所以，我以为，写民族管弦乐作品就要熟知民族乐器的特性，

深晓民族音乐的精髓所在，把握好音乐的“韵”，在作品中将“韵化”、

“个人化”以及“器乐化”完美地结合。

三、唢呐吹奏的乡音乡情

在民族管弦乐写作当中，唢呐的运用经常会使年轻的作曲家感

到纠结和没有把握。到底应该如何运用唢呐的音色音响，以及唢呐出

现后乐队整体的音响平衡等问题，都是我们在书本中很难找到准确答

案的。此时，大量的乐队实践经验会使我们将唢呐的运用完全依附于

个人的喜好及审美取向。在北方的秧歌音乐当中，唢呐是最为重要的

主奏乐器。因此在《弦上秧歌》这首作品中，唢呐的运用也体现了不

可替代的显性地位。它多次以独奏的形式出现，使得音乐形象和意境

的塑造更加“形似”和“神似”，拉近了观众的听觉亲和力，同时又

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慢板部分唢呐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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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奏的主题，材料来自于东北著名的民歌小调《柳青娘》，配合东北

大 G 调唢呐的吹奏，让人们在感受到了浓浓的乡土气息的同时，不

由得被这种婉约的心灵独白所打动。这种对中国传统旋律语言的继

承、发展和创新，虽然使听众感受更多的是创作的成分，但仍能感受

到浓烈的地方特色。与唢呐这种纯美的歌唱性旋律相比，第 305 小节

处，所有唢呐声部的齐奏则是人类发自心底里的朝天呐喊。这种接

近于狂野的剧烈动态，是生存力与自信力的融合，是对苦难的豁达

与超越。它如同野生天成，带着荒野的神秘和泥土的力量，充分显

示了野性的挚爱给人以心灵的颤动！略感遗憾的是，关于慢板旋律

风格的把握，对唢呐演奏家有很高的要求。演奏家不光要完成谱面

提供的音高，更重要的是对旋律韵味的把握和演绎上。如果唢呐的演

奏不尽如人意，那么整首作品的演出效果和艺术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因此，我希望在今后的演出中，唢呐演奏家们更多地关注到这一点。

四、对于我以后作品的创作影响

《弦上秧歌》的创作正值我人生的转折点——即将走出校门，

迈向社会的过渡时期。因此创作时思想极为纠结。从本科到博士历

时十一年的学习经历，使得我们对现代作曲技法及先锋的美学理念

深信不疑并急于想展示所学。但内心又常常自问，先锋的技术手段

和曲高和寡的艺术追求是自己内心想表达的完美吗？那么，如何将自



10

己所学的技术理论与心中所追求的美好音乐相结合，如何在体现理性

逻辑思维、高超的技术手段的基础上，追求感性的最大化、听觉的最

优化呢？经过《弦上秧歌》这首作品的创作，我最深的体会是 ：要

通过学习和探索传统民族音乐和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点，寻找个性

化的音乐语言，追求音乐的思想深度和情感依托。《弦上秧歌》试图

去寻找一种抽象但却生动、深邃但却浪漫、古朴但却唯美的音乐语

言，并试图用这样独特的表现手法去表达标题所体现的那样一种文化

内涵和精神力量。经历了 20 世纪音乐的发展，作曲家们更多关注创

作观念、技法的发展和探索，希望用新的手段创作。这种对艺术负责

的艺术家风范固然可贵，但是在忠实艺术自身或者为艺术而艺术的

同时，艺术家如何面对社会对于艺术家的需求？我认为，当代音乐

创作应当超越并解脱现代音乐技术发展带来的创作压力和负担，从

容面对学术和情感的取舍，直面人生，宣泄情感，提纯音乐的境界。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举办的这次活动，在这样一

个平台上给予我们这些年轻人如此大的肯定和包容，信任和鼓励。

也要感谢我的老师们和前辈的作曲家们，他们在作曲技术领域的破

冰和探索，为我们开辟了道路，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让我们后

来者沿着此路走下去。我们认同他们的价值，他们的理念！让民族

音乐的创作在新一代的作曲家们的实践中，不断写出更加多元化、

个性化、民族化的创新佳作，让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走得更远！



11

温婉入心　气势如虹
——由《弦上秧歌》的创作引起的思考

刘　沙

作为在民族乐队工作的音乐工作者，优秀的作曲家像“神明”

一样，而优秀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如同我们的“福音”。当今这个时代，

虽然众多作曲家对民族管弦乐团的认同感和认知未能赶超当今民族

音乐自身演奏方面的发展，但不乏一批批青年作曲家怀着巨大的热

情和探索精神为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写出了很多优秀的篇章。

中央民族乐团驻团作曲家王丹红就是其中一位，她用自身的才

华、成熟的创作手法、严谨的音响和结构布局、丰富的内心情感、

五彩斑斓且新颖的音色为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创作带来了新的尝

试、探索，为我们的民族乐队开创了更加多姿多彩的可能性和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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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生时代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齐天乐》始，从作品架构和织

体布局上以及对整体创作的控制中，已经看出她的音乐功底之深厚。

而毕业后受广东民族乐团委约创作的《云山雁邈》 ，更能够看出一

位青年作曲家对民族音乐的深入研究和对民族管弦乐队新音响的不

断探索。前些年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弦上秧歌》 ，则完全体现出了

一位对民族乐队音响的把握具有相当经验、创作思路成熟的优秀作

曲家风范。

作为指挥过她作品最多场次的指挥之一，同时也是同事，笔者

试图通过对此作品的浅显认识，从指挥对作品处理的角度，来解读

作曲家王丹红的创作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一、对中国民族音乐语言的运用和表现

很多中国作曲家在写民族管弦乐队作品时，比较常用的手法是

借用民间音乐、戏曲或是民歌主题为素材来发展自己的音乐构想。

王丹红在她的很多作品里几乎很少借用已知的主题，她在写作时只

是借用地方风格，而主题是深入研究之后经过自己的提炼，结合着

自己的情感和创作特点谱写的新主题，而她很多作品的主题总是会

令人难忘。在《弦上秧歌》中，大家熟知的秧歌主题只是作为了简

短的动机“暗藏”在整部作品里若隐若现，而与之相对的一个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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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陕北风格的抒情主题，经过一系列的手法发展，巧妙地用独奏

唢呐这件极富陕北特色的吹管乐器第一次呈现给观众，加之弦乐柔

和的和声和键盘打击乐富有色彩的点线结合，衬托出温婉入心的意

境。同样，在稍后的主题重复中，作曲家巧妙地运用了笛子和弦乐这

两个最富歌唱的声部来表现，而笙和弹拨乐声部这些相对固定音高

的声部在支声声部中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和补充作用，使人感到民

族音乐的语言或是某个主题在乐器表现中确实存在其固定表现手法。

当然，很多优秀的当代作曲家也为很多乐器写出了优秀的篇章，

并为该乐器开创了新的演奏技法和表现语言。但这也让我们想到了

一些作曲家在对乐器最优异的性能还未了解，或是不通晓演奏者最

习惯的演奏方式时，强加给某个声部一个完全不能充分表现的主题。

说明了在当今民族乐队创作中，真正以乐器本身所富有的传统表现

形式为考量的乐队作品还是甚少，所以音乐语言的表现和乐器的贴

切使用，同样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二、对中国民族管弦乐队音响的不断探索

对于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很多青年作曲家特别喜欢用交响乐队

中没有的，而在民族乐队中有特别表现方式的音响和技法来“尝试”

自己的创新与实验。虽然很多实验是极其失败的，但我们身为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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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工作者应当鼓励他们去大胆实践和创新。在《弦上秧歌》中，

作曲家在开始时运用了所有中国弦乐声部齐奏的滑音和装饰音来表

现的主题，以及后面第 124～140 小节各声部的对位，极具诙谐感

和表现力。在整部作品中我们很难听到民族管弦乐队的弱项——和

声织体的写法，取而代之的是利用不同的声部组合和特色乐器的音

色运用自由的复调手法来发展作品。这样，一方面充分调动了民族

管弦乐队的无限色彩，有机地结合了最富表现力的乐队音色，另一

方面此写作技法成为了作品展开的强大推动力。第 67 小节当乐队第

一次全奏秧歌主题时，虽然在总谱中只有简单的三个大声部并行（即

管乐、弹拨乐和打击乐、低音声部），但音响宏大而丰满，气势如虹。

作曲家充分利用了民族管乐在四度、五度并行演奏时声音最光彩的

特点，随之弹拨乐的齐奏和打击乐相同节奏的叠置下，为我们又一

次展现了点与线在一起交织的美。这种看似最简单的、最基础的也

是最有效的配器方式，恰恰在当代很多青年作曲家的创作中还未被

发现，甚至是弃用。之所以在整篇作品中我们能够听到清晰的音响

和干净的配器，这也是作曲家多年在创作中不断探索出的经验 ：对

于混合音色的使用，作曲家会运用得非常谨慎，这也是《弦上秧歌》

在专业听众中被普遍认为音色纯净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我们能看

出写作织体与民族乐队四大声部的布局，在配器的方式中起到了很

重要的作用。 在第 197 小节，笛子、扬琴、琵琶声部以及整体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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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音区四度演奏加之三角铁的巧妙运用，使此段落的新颖音响在

音乐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是混合音色巧妙使用的

范本之一。我们的作曲家，特别是青年作曲学生能否在为民族乐队

写作品时，首先掌握每件乐器最富表现力的音区和演奏技法，然后

再逐步去探索新音响呢？这是一个很实在、很重要的问题。

三、中国人的情感和思维与作品结构的结合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意向性，

强调的是情感因素的参与和影响。这也就造就了我们普遍的思维模

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与逻辑。而在西方艺术

经历的几百年中，让我们感受到的是表象的形式和结构大于一切，

特别是古典音乐历经沧桑巨变，终于在 20 世纪初，才打破了一种

固有的、所谓传统的表达方式。同样，作品的结构使很多青年作曲

家在创作中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甚至是或多或少忽略了中国人的线

性思维和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作曲家王丹红的多数作品中，您无

法像西方的古典交响乐一样找到单一的、呆板的、固定套用的曲式

结构，而她的写作恰恰是基于把情感放在了首位，同时她的音乐发

展也是情感和智慧高度结合的产物。在《弦上秧歌》中，作曲家没

有简单套用西方传统的曲式结构来写，恰恰运用了一种独特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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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表达”方式来“叙述”整部作品。

整部作品可以分为六段 ：

A. 引子部分（第 1～31 小节），诙谐的情绪制造出神秘的气氛，

引人入胜。

 B.（第 32～88 小节），通过 A 段的动机引入后，出现欢腾的

秧歌气氛，令听众精神一振。

 C.（第 89～121 小节），整部作品的中心主题，温婉入心的主

题腔调与前面的段落形成音响反差，使听众的情感和心里空间产生

强烈的反差。

 D.（第 122～313 小节）， 通过直接插入的方式，以及六个阶段

的展开直至高潮。其中六个阶段的叙述和转换同样基于情感的不断

升级，这也是通过高超的写作技法得以实现。使听众强烈地感受到

其张力、气氛越来越紧张。

 E.（第 314～330 小节），再现中心主题（高潮段落），经过 D

段六个阶段不停转换的酝酿，使听众的情绪和心理期待直到 E 段中

得到强有力的满足，音响气势如虹。

 F.（第 332～347 小节），尾声，唢呐简单的主题回顾和依稀渐

远的秧歌节奏，使听众的情绪慢慢沉下，并带有无穷的回味和遐想。

特别之处在于 E 段与 F 段的突然转换中，持续的低音（降 B）

使段落的中转得到完美的过渡，然后再下行小二度到达 A，这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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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终止和弦的低音上，非常自然。这也是作曲家王丹红重要的创

作特点之一。

笔者与作曲家在这部作品多次排练、演出间隙的对话中，更能

感受到作曲家对《弦上秧歌》的演绎在情感上的要求。我们的青年

作曲家是否考虑过，情感也是作品最重要的创作和发展线索之一呢？

四、对中国当代民族音乐受众群体的考量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曾经历了一场关于要不要现代音乐的

重大讨论，时至今日还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同样在 21 世纪，在

当今高速发展的中国，在有更多、更便捷、更加高科技媒体介入的

今天，我们的民族音乐如何继承、发展，让更多的大众接受并喜爱，

甚至是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是我们民族音乐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实

际问题。当然，在今天还有众多非议民族管弦乐队这种艺术形式的

言词与观点，但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其受众群体和接受能力。

以王丹红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作曲家们自小接受了良好、健全的

音乐基础教育，利用了现今琳琅满目的 CD、DVD 和当代便利的互

联网，快捷地了解了当今世界的音乐生活，拉近了与世界联系的距

离。同样，他们中不少作曲家也发现了民族管弦乐队的魅力，以及

自身发展、创作滞后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他们在创作之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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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突破了以往一些只为自己主观愿望为写作基础的创作理念，摒弃

了生涩的语言和光怪陆离的音响，开始把受众群体考虑其中。《弦

上秧歌》便是一部很好的实例，无论在作品的趣味上，格调上，以

及渗透在专业创作领域里的创作手段、音响组合、作品基调和情绪

的把握上，都考虑到了普通大众的接受能力。特别是在音乐语汇中

并没有简单落入俗套，或是运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相对传统

的表达方式，而是吸收更多旁类艺术中的表现手法，加之自己的出

色才华创作出了具有时代感且雅俗共赏的作品。当然，我们同样欢

迎极具专业创作手法和具有学术价值的作品，但为了我们整个事业

的普及、发展和今后真正的繁荣，我们呼吁，当今更需要有相当的

受众面，且极具专业的原创作品来丰富我们的事业。

五、中国民族音乐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通过《弦上秧歌》的演绎和聆听使笔者强烈地感受到 ：中国的

作曲家应当基于对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才能写出自

己的“心声”。

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当代很多专业音乐界的朋友，在各种场合

不加修饰地表现出了对西洋古典音乐的酷爱，对中国民族音乐的不

屑一顾。有一些西乐指挥在排练场上，为了指责乐手演奏得难听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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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把它形容为民乐器。还有专业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配器老师对中

国民族乐器一窍不通的。更有从事民族音乐很多年的音乐家，只因

听过一两场世界二流乐团的音乐会而大为感叹 ：交响乐还是比民乐

好听。

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我们的音乐家在一味地追求、学习西方几

百年前的古典音乐技法时，忽略了且没有建立他们自身对自己民族

文化的自信心，忘却了或是丢失了自己作为专业音乐家对本国、本

民族音乐的认同感。在我们多年的工作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

位精通西洋交响乐写作而完全不通晓中国乐器的中国作曲家，他的

作品在全体乐队乐师使出浑身解数排练后，大家异口同声说这不是

为民族乐队写的作品，拿到交响乐队上一定很好听，此人一定不懂

民乐。这能说我们民族乐队的表现力就真的那么差吗？而作为中国

的作曲家，如果对自己民族音乐有真正的认同感，就会自己去深入

研究民族音乐，深入研究民族乐器，深入研究民族乐队，真正写出

为中国民族乐队演奏的作品。

最后，笔者相信有越来越多的作曲家会加入到我们的事业中，

我们民族音乐工作者会用最热情的双手和心来迎接、拥抱各位有志

之士，我们也需要诸位作曲家从以往到当今再到将来，对我们民族

音乐事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由于本人文学水平有限，在文章中有

不妥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音乐家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