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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曲《茉莉芬芳》的创作特点及演奏提示

盛 霞
(铜陵学院支学与艺未传媒系。安徽铜陵244000)

摘 要：在古筝独奏由<茉莉芬芳>的曲式结构及其艺术表现的基础上，从乐曲出处、主题与主题发展、

和声色彩与旋律进行等方面论证了“现代作曲技法”在乐曲中的运用，管窥出作曲大师何占豪先生独特的创

作思维、风格以及他对民族音乐创作发展方向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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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乐曲及作者简介

何占豪，中国杰出的音乐家，世界著名作曲家。

他于1959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期间与陈钢创作

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妇孺皆

知”的著名小提琴作品。是全世界演出和录音版本

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

在民族器乐作品创作上也颇有建树。范围涉及二

胡、琵琶、竹笛和古筝等，尤其在古筝作品的创作上

成就很高，作品也很多，如古筝协奏曲<孔雀东南

飞>、《：临安遗恨>、《：西楚霸王>，筝、乐、诗融合的《陆

游与唐婉》和古筝独奏曲《茉莉芬芳>、<姐妹歌>等，

对传统乐曲<月儿高>、<春江花月夜>等也成功进行

了改编。古筝曲<茉莉芬芳>是何占豪1991年根据

江苏民歌《茉莉花>的素材改编创作而成的。古筝乐

器特有的清丽、淡雅及透亮、圆润的音色在乐曲中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乐曲旋律委婉优美、清新

流畅，感情细腻温柔，将茉莉花开时各种娇美的姿

态和沁人心脾的芬芳美丽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曲

作者通过赞美茉莉花，含蓄地表现了男女间淳朴柔

美的感情，意境耐入寻味。创作上，作曲家以严谨的

逻辑思维，运用西方的现代创作手法和作曲技巧。

采用和声复调的形式表现，打破了传统古筝作品的

创作方式，为古筝作品的创作增添了亮丽色彩，使

作品呈现出鲜明的音乐形象和丰富的音乐语汇．令

人耳目一新。堪称现代古筝曲目的典型代表。

二、曲式结构分析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它

⋯⋯。”这首源于江苏里下河田边的秧号子<茉莉

花>，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其平白优美的歌

词．悠扬亲切的旋律受到人们的喜爱。三百年来，

<茉莉花>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辽阔的苏北大地衍

生。传扬扩展，全国唱响。而主旋律在普契尼歌剧

<图兰朵>中的运用，更使之音调传遍世界。恬淡清

新的音乐．再融人作曲家的创作思维、创作技法，这

首充满田园诗意、具有浓郁江南地方色彩的古筝独

奏曲就这样诞生。乐曲散板开头，2，4拍，演奏时间

大约5分钟。曲式结构为A、B、A’三部曲式，如下

图：
^ B ^’(不完全再现)引子f钾f—■1 f1

徽扳o’20x2萎釜’乳卯’‘，．。刀x72嘶餐：们x1引以67刈醴-19茗孑引．’

乐曲的引子是一个散板，右手的摇指由弱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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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音乐引人．再通过左、右手的琶音由馒渐快再渐

慢进入主题。短短几句，抒情流畅，别具一格。

乐曲的A部分是较慢的柔板，a段富有歌唱性。

5、6两小节旋律与前一乐旬形成对答。“．4”音的运

用，增加了旋律的活力，使人耳目一新。表现了茉莉

花独具魅力、与众不同的特点。接下来。大量的单音

奏出主旋律。脍炙人口的《茉莉花》从这时被作曲家

用最简单的创作技法引用进来，娓娓地道出了这个

清丽的主题。就像刚刚开放的茉莉花瓣，小巧隽永，

芳香扑鼻。单声部旋律的应用体现了作曲家朴实无

华，音简意赅的创作特点。音乐发展至此，作曲家对

该部分的进行仿佛意犹未尽。又通过低音区将主题

重新展现。不同的音区。相同的旋律，恰到好处地将

主题得以巩固。

A部分的华彩段是从第39小节开始。明亮清新

的旋律将主题稍加发展．左手低音的衬托增加了音

乐的和声色彩。音乐进行力度加强．乐曲由此进入

一个小高潮。从而为B部分快板的出现做了铺垫。

乐曲的B部分是整首作品的高潮部分。音乐一

开始就以每分钟152拍的速度向前推进。2／4拍的

强弱节奏对比，使音乐激扬明快。左手的大量运用，

突破了传统音乐的单旋律性。给作品赋予很强的现

代气息。音响效果也随之丰满起来。这种作曲技法

的运用。体现了作曲家何占豪“民族音乐现代化”的

创作理念。所谓的“民族音乐现代化”就是将西洋的

作曲技法运用到民族音乐的创作中。从而拓宽民族

音乐创作发展的道路。

B部分音乐继续进行，在左手的配合下，音乐快

速向前发展．第58小节通过右手的小撮奏出了一

个清亮短小的乐句．紧接后面音乐又给予卡侬模

仿。直到66小节下行旋律的进行将b段音乐带人

终点。这时，同样的音乐在低音区重复奏响，更加明

亮的下行音将旋律移至左手声部。小二度音程和切

分节奏的贯穿。推进了音乐发展的速度。作曲家新

颖现代的作曲技法再一次被运用。

从第96小节开始，音乐处于游离不定的状态，

主要体现在音乐发展的无旋律性。大量分解和弦的

出现使每个小乐旬都是昙花一现，无法形成稳定的

旋律线。特别是第129小节开始的一小段下行旋

律，当旋律下行落在羽调主音“6”音上时。又向上作

了一次八度跳跃。重新扬起，再做下行发展。如此同

样的手法在该段音乐中多次被运用。多次的重复发

展却又不能作稳定的停留，似乎在不断地寻找一个

适合它们停泊的港湾。直到B部分乐曲华彩段的出

现。才使这段音乐的发展有了归宿。

乐曲的141小节至167小节是B部分音乐的

高潮段。音乐经过一段游离不定的徘徊发展后，开

始进入最华彩的部分：右手明亮的摇指奏出《茉莉

花》的主旋律，或许是汲取了前面音乐素材的精髓。

悠扬婉转的音调抒情清新，亲切自然，行云流水般

的旋律如诗如歌．令人陶醉。完美地将乐曲的主题

得以充分变奏拓展。

乐曲的再现部分从重复b段开始。作曲家用同

样的创作手法将音乐导人，明亮的小快板与前面激

扬流畅的主题发展紧密相连，毫无间隙地为音乐的

发展作了缓冲。接下来。音乐趋于平静，进人舒缓的

柔板，a段音乐重新再现。轻柔优美的旋律仿佛绽放

过后的茉莉花．在向世人展现她洁白无瑕的玉体。

又似一杯淡淡的茉莉花茶。悠悠地散发出沁人心脾

的清香。令人神怡心旷，回味无穷。

三、弹奏要点解析

古筝曲《茉莉芬芳》是何占豪利用现代作曲技

术对民歌进行改编的成果。在传统筝曲中。大多以

右手演奏为主，左手起按滑或辅助装饰作用。演奏

技法简单，乐思发展狭窄，音响效果孤立、单调。现

代作曲技法的融人。让左手的功能得以发挥。使演

奏技巧难度加大。和声织体的形成，拓宽了乐思发

展，丰满了音乐的音响效果，使音乐色彩变得浓郁

厚美。

乐曲引子的演奏注意摇指的线条一定要清晰

而细腻。左手的琶音伴奏稍弱，以衬托出右手，快速

指序的指法在此处得到运用，慢起渐快。第3小节

主旋律演奏时要掌握音色的清亮特点，刮奏不可过

重，犹如流水般亮丽。第21小节起始，左手的按滑

音必须准确而柔美，紧接后面双手配合的部分，当

左手的切分出现后，右手的高音伴奏明亮突出，尤

其是音色的颗粒性干净利落．强调跳跃性。从第39

小节开始，摇指弹出一段旋律，此处的左手与右手

要协调规范，节奏配合紧密，因为左手都是以十六

分休止符开始，轻快而短促。第54小节，音乐进入

快板部分，和弦与小撮指法得以发挥，手指和手臂

动作一定要有所控制．以最小的动作弹出清晰干净

的和声音效，其间注意双托弹奏升4音与5音，7音

与高音l音小二度音程的精准度。第96小节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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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进入复调演奏，此段落是该曲的难点之一，严格

整密的双手映衬，和声交织中主旋律的自然突出，

现代曲式特点的完美演绎是演奏者所追求的终极

目标。141小节，摇指奏出茉莉花的主旋律，自然放

松、行云流水的摇指是此段音乐中的最高技术境

界。同时还要左手规整地密切配合。168小节至结束

是A段音乐的再现，在技术运用上基本与前面雷

同，最后一小节的泛音演奏要不紧不慢。准确而清

亮．以轻弱的音色结束全曲。

整首乐曲的演奏，除了在技术上要注意以上的

要点之外，对于音乐的感情处理一定要精确合理，

乐曲弹奏的最终归宿是表现音乐的内容和表达出

曲作者的创作意图，弹奏者是乐曲情感传递的媒

介，但又不是简单刻板地声音传送，而是在曲作者

情感认同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并通过声音、

体态、表情等要素把这种情感提升和再艺术化地展

现出来。使得受众客体产生发自内心的情感共鸣。

通过该曲的弹奏，把茉莉花芬芳隽永、清香扑鼻的

自然本质表现出来。把乐思素材中民歌特点的歌唱

性和优美旋律的艺术性完美结合，更要把曲作者中

西合璧的独特创作思维与动机准确演绎。

四、结语

伺占豪在音乐创作上的座右铭是：“外来形式

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他作曲40余年，前20

年主要以“外来形式民族化”为主。如《梁祝》、弦乐

四重奏《烈士日记》、交响诗《龙华塔》等。戏剧性、抒

情性、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是他这时期作品的最大

特点。在近几十年里，他几乎每年创作的作品，在民

族音乐语言的创新、民族器乐演奏技巧的提高和民

族器乐表现幅度的拓展等诸方面。都进行了十分有

益的探索。时刻在为“民族音乐现代化”作出不懈努

力，也时刻在印证着他“学贯中西，推陈出新，奖学

后进”的创作人生。因此，利用现代作曲技法来拓宽

民族音乐创作的道路，对我国民族音乐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促进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来说，具有积极

的时代意义。吉筝曲《茉莉芬芳)可以说是民族音乐

现代化的成功体现，也是以何占豪大师为核心的作

曲家们呕心沥血、勇于创新地引领民族音乐与世界

音乐接轨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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