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简史

第一章

古代

一、古希腊音乐
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渊源。与古希腊的哲学、文学、科学、建筑、
美术和戏剧一样，音乐也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古希腊流
传下来的音乐作品很少，但是丰富的文字记述和雕刻向人们描绘了古希腊音
乐文化的风貌。在漫长的西方音乐历史中，古希腊音乐文化精神不断地影响
和启发着后世的人们。
神话是古希腊艺术的丰富土壤，在古希腊神话中音乐是极富魅力的。阿
波罗不仅是太阳神，也主管音乐。半神半人的底比斯国王安菲翁用琴声的魔
力修筑了底比斯城堡。色雷斯的歌手奥尔菲斯以音乐的魅力拯救出地狱中的
妻子尤丽狄茜，后又得而复失。这个故事体现出古希腊神话的人性特征，它
被近百次地谱写成歌剧。缪斯（Ｍｕｓｅｓ）是分别掌管文艺和科学的九位女神的
统称，而“音乐”（ｍｕｓｉｃ）一词还是由缪斯演化来的，足见在古希腊人眼中，
音乐是与人类追求真和美的活动密切相关的。
西方最早的弦乐器是里拉琴（Ｌｙｒｅ），又称诗琴。神话中的众神的使者
赫耳墨斯在龟壳上蒙上牛皮，支起两只羚羊角，架横木拉起琴弦便发明了里
拉琴。从文艺复兴开始，在西方的文学艺术中，里拉琴一直成为音乐的象征。
里拉琴后来演变成形状较大的基萨拉琴（Ｋｉｔｈａｒｓ）。古希腊的管乐器是阿夫
洛斯管（Ａｕｌｏｓ），一种芦管制成的单管或双管的竖笛。里拉琴多用于独唱伴
奏，史诗弹唱，它是祭祀阿波罗仪式中的主要乐器。而在崇拜酒神的仪式中，
及后来的酒神合唱和雅典悲剧合唱中，阿夫洛斯都是重要乐器。在西方现代
文化观念中，里拉琴和崇拜阿波罗的音乐与阿夫洛斯和崇拜酒神的音乐，已
成为相互对立性格的两大类音乐的象征。前者平静而节制，后者狂喜、放纵。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对音乐的论述，对于西方音乐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和启
发。毕达哥拉斯把音乐的音程与节奏的和谐与宇宙星际的和谐和秩序相联
系，因而把音乐纳入他以抽象的数为万物之源的理论中。然而他对弦长比例
与音乐和谐关系的探讨已经带有科学的萌芽。另外两位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
斯多德则以论述音乐的社会、道德作用而著称。
二、古罗马音乐
随着古罗马帝国的扩张，古罗马的版图囊括了欧、亚、非的大片领土，
先后征服了古希腊及小亚细亚的一些古国。罗马征服者将征服的大量塑像、
浮雕和作为奴隶的舞蹈音乐艺人输入罗马。罗马人吸收同化于古希腊及希腊
化东方的音乐文化。公元一、二世纪形成了古希腊——古罗马音乐盛期。
在古罗马的宗教仪式中音乐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在崇拜古罗马战神、军
神——玛尔斯（Ｍａｒｓ）的仪式中，
１２ 名贵族组成的塞利（Ｓａｌｉｉ）祭司
团跳武士的舞蹈并歌唱。在小亚细亚传入的母神（Ｃｙｂｅｌｅ）、女神（Ｉｓｉｓ）
的崇拜仪式中音乐都是不可缺少的。
古罗马骨制的蒂比管（Ｔｉｂｉａ）是古希腊阿夫洛斯管的变体，它在宗教仪
式和戏剧音乐中广泛使用。古罗马人认为，它可以驱除邪恶唤起慈善的神性。
蒂比管演奏者在社会上颇有地位。古罗马人尚武，军乐得到发展，出现了一
些较大型的铜管乐器，如：直筒喇叭口的大号（Ｔｕｂａ）和 Ｇ 字型的库努

（Ｃｏｒｎｕ）。
古罗马盛期，有许多关于音乐节日、比赛等的记述。音乐具有娱乐倾向，
许多皇帝是音乐保护人，其中尼禄甚至希望自己有一个音乐家的名声。

第二章中世纪
西亚迁至北欧的日耳曼人向罗马帝国的“民族流动”最终导致公元 ４、５
世纪的入侵。公元 ３７８ 年西哥特人憎恨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压迫，举起了反抗
的旗帜。几经战乱后，公元 ４７６ 年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被废除，标志欧州封
建社会的开始。
日耳曼人文化落后，知识浅陋，不懂任何艺术。公元 ６、７ 世纪，西欧大
部分地区倒退至落后时代，异族的国王们完全没有能力管理他们篡取的权
力。然而当西欧社会一派凋敝的时候，基督教却在向着它的巅峰发展。自从
公元 ３１３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基督教的活动由地下转为公
开，它很快战胜了其他竞争的宗教，于 ３８０——３９２ 年间被认为是罗马帝国唯
一的合法信仰。灭亡了西罗马的日耳曼人已皈依了基督教。西欧封建社会初
期王权分散而弱小的时候，基督教却由于教皇统治的兴起权力日益集中强
大。
一、基督教与中世纪音乐
在西方文明史上，“中世纪”一词意指欧州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之间，
公元 ５ 世纪以后的近一千年的漫长时间。尽管人类处于蒙昧状态，科学文化
发展缓慢，但是中世纪也并非一片黑暗。伴随着 ９ 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欧
洲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文化复兴，１１、１２、１３ 三个世纪，精神文化出现了新的
发展。
基督教的统治深深地影响着中世纪艺术的发展。中世纪早期（约至 １０００
年）病态的禁欲主义和对现世的蔑视，扼杀了艺术的人文精神，绘画和雕塑
对人的描绘是虚拟的，音乐追求客观彼岸的风格。然而从西方音乐的历史的
角度看，教会对于音乐的一贯重视，对于教仪音乐的统一作出的努力，对音
乐发展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这些都明显促进了中世纪欧洲音乐的发展，也
使音乐资料能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
二、格里高利圣咏
早期教会音乐受到古希腊、希伯莱特别是叙利亚音乐的影响。公元 ３３０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又名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３９５
年建立东罗马帝国。１０５４ 年它的教会与罗马基督教分裂，更名东正教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ｕｒｃｈ）罗马教会称为天主教（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ｓ）。直到 １４５３ 年被土
耳其人占领，拜占庭一直是欧洲幸存的古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发展的中
心地。叙利亚赞美诗（Ｐｓａｌｍ）的歌唱方法和赞美歌（ｈｙｍｎ）的运用，都是从
拜占庭，经过米兰传入西欧。拜占庭还对完善教会调式体系起了重要作用。
在西方，米兰的圣·安布罗斯（ｓｔ·Ａｍｂｒｏｓｅ ３７４—３９７ 的米兰主教）最早将
叙利亚应答赞美诗（ｒｅ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ａｌ ｐｓａｌｍｏｄｙ）的歌唱介绍到西方。安布罗斯
编定的圣歌对法国、西班牙和罗马产生影响。
宗教音乐的发展与统治有赖于教仪音乐的统一，几代人的努力之后罗马
教皇格里高利一世（５９０—６０４ 在位）统一了宗教教仪圣咏，编定了教仪歌集，
称为格里高利圣咏（Ｇｒｅｇｏｒｉ－ ａｎ Ｃｈａｎｔ）。格里高利圣咏是单声音乐，拉

丁文词，节奏自由，男声歌唱。它成为唯一能在教堂每日祈祷的日课和弥撒
仪式中使用的音乐。
公元 ８ 世纪末法兰克王国开始强盛起来，国王加洛林斯马格努斯通过征
服战争成为西、中欧的统治者。公元 ８００ 年圣诞节，他访问罗马，被教皇加
冕为查里曼大帝，成为中世纪罗马帝国的领袖。他把当时最卓越的学者请入
宫中，整理、抄写古集，形成中世纪一个短暂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查里曼热
心宗教事务，他推行标准的罗马弥撒仪式和音乐，促进了格里高利圣咏在欧
洲的传播。现存的最早的圣咏有约 １１ 至 １３ 世纪的旧罗马本（Ｏｌｄ Ｒｏｍａ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和查里曼时代整理与编辑的大量抄本。
作为中世纪的主体音乐，格里高利圣咏在欧洲得到广泛的传播。公元 １１
世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宗教音乐基本统一。公元 １６ 世纪以前欧洲大
量音乐作品都与圣咏相联系。尽管中世纪后期格里高利圣咏宗教功能的影
响，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减弱，然而它所形成的音乐文化传统影响是深远的。
格里高利圣咏的词有取自圣经的，也有不是圣经的；有散文体的，也有
诗歌体的。演唱方式有对唱式的（ａｎｔｉｐｈｏｎａｌ，两组合唱互相交替演唱）、
应答式的（ｒｅ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ａｌ，领唱与合唱交替）和独唱或者齐唱的。在音乐与
词的关系上有三种类型：（１）音节风格（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Ｓｔｙｌｅ）。一个拉丁语音
节对一个音，多为宣叙性音调。（２）花唱风格（ｍｅｌｉｓｍａｔｉｃ ｓｔｙｌｅ）。在一
个音节上有长拖腔的。如弥撒中的垂怜经和阿莱路亚（Ａｌ－ｌｅｌｕｉａ），后者为
宗教欢呼歌，在歌中仅有的阿莱路亚一词的最后一个音节往往有很长的拖
腔。它是圣咏中音乐最富创造性的一种类型。（３）介于前两种之间的音组风
格。
格里高利圣咏的调式有八种类型，多里亚、弗里基亚、利地亚、混合利
地亚四种正格调式，以及它们分别派生出的四种变格调式，名称借用了古希
腊调式，但与古希腊调式根本不同。
三、中世纪音乐教育和记谱法
中世纪主要的教育机构是寺院。中世纪大部分书籍是僧侣们写的。他们
抄录古代的手稿，维持着中世纪早期就有的绝大多数学校与图书馆，和几乎
所有的医院。僧侣们需要学习的七门课程被称为七艺。前三艺文法、修辞和
逻辑被认为是知识的钥匙，后四艺包括的内容更实际——算术、几何、天文
和音乐。圣托玛、达坎（１２２５—１２７４）甚至把音乐称为“七艺之冠”、“最
高尚的现代科学”。中世纪把音乐看作是一种理性的学科，更甚于想象或感
性的产物。中世纪著名音乐理论家伯伊修斯（Ｂｏｅｔｈｉｕｓ，４７５—５２５）把音乐
分为三类：（１）宇宙的音乐。研究音乐与星座，季节相互的对应关系。（２）
人类的音乐。与前者相对，是存在于人体的微观的秩序，它研究人体的比例
及身心和谐与音乐的关系。（３）乐器的音乐。指实践的音乐，包括如以张力
发出音响的弦乐器，吹奏发声的管乐器和水风琴，以及敲击发声的打击乐器
三类。
格里高利圣咏初期采用纽姆谱（Ｎｅｕｍ），将一些指示规律运动方向的标
记写于拉丁文的上方，如··丿表示上行，丿··表示下行··■表示先上
行再下行，这样标示出音调的大致走向。后来纽姆谱上相继出现了一根代表
ｆ 的红线和代表 ｃ＇的黄线，纽姆音符围绕着线记录下来。公元 １１ 世纪阿莱

佐的僧侣规多（Ｇｕｄｏ ｏｆ Ａｒｅｚｚｏ ９９０—１０５０）第一个发明采用了四线谱，四
条线分别代表 ｄ、ｆ、ａ、ｃ＇，谱上的纽姆符号便能比较准确地记录下音高了。
尽管 １３ 世纪出现了五线谱，直至今日教会中的格里高利圣咏仍然保持着四线
谱。规多发现人们熟悉的圣·约翰赞美歌每句开始的音排列起来是一个由低
而高的音阶，Ｃ、Ｄ、Ｅ、Ｆ、Ｇ、Ａ，为了教授学生视唱辨别全音、半音的关系，
他用赞美歌韵开始的拉丁文音节 ｕｔ、ｒｅ、ｍｉ、ｆａ、ｓｏｌ、ｌａ 来教唱这六个音，
于是唱名就出现了。后人只是把 ｕｔ 改唱 ｄｏ，在 ｌａ 上方加入 ｓｉ。
四、哥特时代
从 １０５０ 年始，西欧缓慢地摆脱了以前的落后状态。封建社会的政治、经
济结构基本形成，政治稳定，贸易得到恢复，城市获得发展。寺院、大教堂
的学校得到发展，大学产生。拉丁基督教国家的人民已经部分地摆脱裹在身
上的忏悔和渡生来世的寒冬的长袍，而转向关心现世的世界。１２、１３ 世纪西
欧形成了与中世纪初期不同的新的文明时期。
罗马式的建筑是中世纪早期寺院建筑的主要风格。穹形的拱顶、结实的
墙壁、巨大的支柱、窄小的窗户、阴暗的内部，和大量的水平线条。这种建
筑孕含着强烈的宗教精神，而不是为了感官享受。１２ 世纪后期和 １３ 世纪，
哥特式的建筑取代前者。哥特式大教堂，不像寺院位于渺无人迹的悬崖峭壁，
而处于城镇中人们的生活中心，与学校、图书馆并立。哥特式建筑带有市民
化倾向。一反罗马式厚重阴暗的式样，它广泛运用线条轻快的尖拱、挺秀的
小尖塔、轻盈通透的飞拱壁、修长的立柱和簇柱，以及彩色玻璃花窗，造成
一种向上升华的神秘的幻觉。它是天主教的观念与城市物质文化的结晶。
五、复调音乐的兴起
与哥特式的建筑以及绘画中透视科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是在听觉上有立
体空间感的音乐风格——复调音乐。
西方最早的有记载的复调音乐出现于 ９ 世纪末，称为奥尔加农
（Ｏｒｇａｎｕｍ），它是在格里高利圣咏下方一音对一音地加上一个平行四或五度
的声部。１２ 世纪又出现的一种华丽的奥尔加农（ｆｌｏｒｉｄ ｏｒｇａｎｕｍ），圣咏
的音符被拖得很长，在每一个圣咏音符的上方可以对许多音符，形成一个花
唱的装饰性的歌调。其中被称为固定旋律（ｔｅｎｏｒ）的圣咏旋律已很难辨认，
而吸引人的是上方的花唱的歌调。
１２ 世纪后半叶至 １３ 世纪，以巴黎为中心的一些大教堂，兴起了一个复
调音乐流派——巴黎圣母院乐派（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Ｓｃｈｏｏｌ）在一个多世纪里影响
了西欧音乐的发展。其中两位有记载的著名音乐家是雷翁南（Ｌéｅｏｎｉｎ， １１５９
—１２０１）和佩罗坦（Ｐｅｒｏｔｉｎｕｓ，１１７０—１２３６）。这一时期出现的一种有重要
意义的复调音乐风格类型是狄斯康特（ｄｉｓｃａｎｔｕｓ），花圣咏的上方加一个有
反行的曲调，两个声部注意音对音的节奏对应关系。它不仅具有复调创作思
维，而且促进节拍记谱的出现。雷翁南创作大量二声部的奥尔加农，其中华
丽奥尔加农与有清晰节奏记谱狄斯康特的段落交替出现。佩罗坦的奥尔加农
发展至三或四个声部，狄斯康特写法更为成熟。
这一时期另外两种复调音乐形式是孔杜克图斯（ｃｏｎｄｕｃ－ ｔｕｓ）和经文歌

（ｍｏｔｅｔ）孔杜克图斯为三个声部，是在一个自由创作的旋律上方加两个对位
声部，它已是一种完全创作的复调音乐。经文歌原是一种用于天主教祈祷仪
式的拉丁语词的复调音乐，低声采用圣咏固定旋律。然而后来演变出的法国
经文歌，上两个声部是用风俗性法语歌词，与圣咏的拉丁语宗教歌词风马牛
不相及地并置在一起。
１２、１３ 世纪欧洲的复调音乐发展虽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它已对欧
洲音乐风格发展形成奠定了基础。巴黎圣母院乐派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复调
音乐一直得到延续，致使复调思维获得高度发展。复调音乐必须把几条旋律
线协调统一在一起，这也导致了节拍的出现。
六、游吟诗人
中世纪后期除拉丁文学外，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等
方言文学日渐普遍。１２ 世纪以前方言文学都以英雄史诗形式出现，如法国的
《罗兰之歌》，日耳曼的《尼伯龙根之歌》和西班牙的《熙德》。这些史诗
的主题是英雄主义、荣誉和忠诚。骑士的最高理想是为封建领主在战场上建
立功勋。１２、１３ 世纪由于文化的进步以及撒拉逊文明的影响，骑士文学出现
了新的思想、行为准则。发源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游吟诗人
（ｔｒｏｕｂａｄｏｕｒ）的歌曲是这时期骑士文学和音乐的主要代表。游吟诗人的艺
术是封建贵族阶层的一种世俗艺术，他们既是诗人又是作曲者，有的还自己
演唱。游吟诗人歌曲除了战争内容、日常风格生活内容以外，大多的是爱情
歌曲。一度被僧侣和教会著作家视为罪恶化身的妇女成为骑士制度颂扬的对
象。游吟诗人对封建宫廷中妇女的爱情带有崇高、神秘感，以致成为一种崇
拜。法国南部留存下的 ２６００ 首游吟诗和 ２６０ 多首游吟诗人歌曲，法国北部的
游吟诗人称为（ｔｒｏｎｖｅｒｅ），留存下 ２１３０ 首诗和 １４２０ 首游吟诗人歌曲。
七、新艺术
西方音乐史“新艺术”（Ａｒｓ ｎｏｖａ）一词一般指“１４ 世纪的复调音乐，
与意指 １３ 世纪的复调音乐的“古艺术”（Ａｒｓ Ａｎ－ｔｉｑｕａ）相对而言。法国音
乐理论家、作曲家维特里（１２９１－１３６１）在一篇题为《新艺术》的论文中，虽
然主要阐明的是一种新的记谱法，然而这种记谱法与新的音乐表现有直接的
关系。
教会一直把音乐视为它的附属物，使它为教仪所用；从早期教父们开始，
音乐也被看作是一种科学。然而在游吟诗人艺术的冲击下，宗教音乐的思想
观念产生了动摇。音乐作为艺术的观念在萌动着。法国新艺术时期的主要代
表玛受（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ｄｅ Ｍａｃｈａｕｔ， １２９０—１３７７）先后担任神职和廷臣。他创
作了宗教音乐作品，也创作了大量的世俗的音乐作品。他不仅是有才能的作
曲家也是出色的诗人。他把音乐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指出：真正的歌和诗只
能出自于心灵。玛受的经文歌更加世俗化。他把宗教的复调技巧，用于世俗
体裁的维勒莱（ｖｉｒｅｌａｉ）、回旋曲（ｒｏｎｄｅａｕｘ）和叙事曲（ｂａｌｌａｄｅ）。他
的音乐探索了偶数节拍的新的音乐表现方法。他还是人们所知的第一个写了
完整的弥撒曲——《圣母弥撒曲》的作曲家。
１４ 世纪的意大利（ｔｒｅｃｅｎｔｏ）与法国不同。意大利没有经历法国那种复

调发展时期，记谱的方法也落后于法国。意大利文化中心地弗罗伦萨的三种
世俗音乐体裁反映出 １４ 世纪意大利音乐少学究刻板，多世俗生活情趣的面
貌。
牧歌（ｍａｄｒｉｇａｌ）是以抒情、田园、爱情或讽刺诗谱写的二声部歌曲。
猎歌（ｃａｃｃｉａ）词受猎诗的影响，生动描绘狩猎生活。三个声部中，上两声
部为卡农式模仿，下声部是较自由、节奏缓慢的乐器声部。叙事曲（ｂａｌｌａｔａ）
是由民间单声舞蹈歌曲演变而来的二或三声部的声乐曲。兰第尼（ｌａｎｄｉｎｉ，
１３２５—９７）虽然因患天花而双目失明，但他在音乐和诗歌创作、音乐理论和
演奏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才能，使他成为这一时期意大利重要的音乐家。

第三章

文艺复兴

从 １４ 世纪开始，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社会政治制度，骑士制度，教皇统治
的权威都逐渐地衰落，哥特艺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一个新的文明的时代
被称为文艺复兴（西方音乐史上的文艺复兴约指 １４３０ 年——１６００ 年的时
期）。
文艺复兴一词原意为再生，通常是指 １４ 世纪人们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化
重新发生兴趣，或是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的文化繁荣运动。１３９３ 年君士坦丁
堡的一位著名学者曼纽尔·克莱索洛拉斯出使威尼斯，请求西方支援拜占庭
帝国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作为希腊古代文化的使者，他立即受到意大利人的
称颂，被挽留在佛罗伦萨大学教授古典文化，１４５３ 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
攻占后，大批希腊学者逃往意大利。然而文艺复兴人的对古典文化的热情并
非突然产生，早在中世纪后期，西塞罗、维吉尔、塞内加和亚里士多德就已
是文学家，甚至大教堂寺院学校中的崇敬的对象。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对
古典文化长期向往而达到的高潮。
古典著作中对人的重视，古典雕塑对人各部分比例和面貌的忠实表现，
古典悲剧中人与命运的斗争，这些都启发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
义者不接受专门研究神学和逻辑学的经院哲学，他们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
在艺术中以优美流畅的风格表现人性中的美感。
然而宗教的统治并不是很快消退的，文艺复兴的大量艺术作品仍然是宗
教题材。但是艺术家们在宗教作品中融入了世俗的形象和情感。他们同时也
创作出许多世俗内容的作品。在他们看来，人生与来世同样是吸引人的，表
达情感享受欢乐不再被认为是邪恶。他们力图使作品为人所理解，也为上帝
所接受。
文艺复兴精神在音乐中的表现，与直接受到古典作品启发的文学、绘画
和雕塑相比，要来得迟缓。音乐家仍然要在教堂中受到训练，并服务于教会
或宫廷。但是世俗音乐的价值已为人们所认识。音乐不再仅仅作为宗教仪式
的附属品，它同时也是一门独立的艺术。
一、勃艮弟乐派和法国——佛兰芒乐派
从 １５ 世纪早期到 １６ 世纪中叶，欧洲大陆北部的低地区形成了一个对欧
洲文艺复兴音乐风格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音乐流派。他们由勃艮第乐派和两代
法国——佛兰芒乐派延续发展而成。
勃艮弟乐派在包括比利时、荷兰和法国东北部的勃艮第公爵领地内兴
起，位于第戍的宫廷是当时西欧的文化中心，这一乐派的主要音乐家是杜费
（Ｇｕｉｌｌａｎｍｅ Ｄｕｆａｙ，１４００—１４７４）和班舒瓦（Ｇｉｌｌｅｓ Ｂｉｎｃｈｏｉｓ， １４００—
１４６０）。
勃艮第乐派抛弃了中世纪后期巴黎音乐家刻板僵硬的复调音乐风格。他
们吸取了英国邓斯泰伯尔和意大利音乐的因素，与法国复调传统结合起来，
创作出一种自然、柔和、明亮的音乐。三度音程成为主要的旋律音程，作品
有明确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而不是过去那种漫无中心的状态。弥撒曲是文艺
复兴时期最大型的复调声乐套曲，它既具有宗教仪式的功能，又体现了作曲
家的创作智慧。玛受是对弥撒曲早期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作曲家。他有的弥

撒曲以世俗歌曲为主旋律，并以世俗歌名命名。杜费的经文歌各声部不再是
各唱各的词，而是上两声部统一的拉丁语词，下声部为乐器而不再用定旋律。
班舒瓦创作的世俗歌谣曲旋律优美清晰、色彩明亮。
继勃艮第乐派之后，１５ 世纪下半叶活跃于欧洲的是法国佛兰芒乐派。他
们活动的地区是当时尼德兰南部的省份佛兰芒和法国北部。
奥克冈（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Ｏｃｋｅｇｈｅｍ， １４３０—１４９５）是男低音歌唱家、作曲家
和著名音乐教师。他的弥撒曲和经文歌重视低音声部，音响丰满而各声部连
绵不断，使音乐气质更接近格里高利圣咏。同一代人的奥布雷赫特（Ｊａｃｏｂ
Ｏｂｒｅｃｈｔ， １４５２—１５０５）的音乐却是不同的另一种风格。他的创作明显受到
意大利和西班牙世俗音乐的影响，音乐主题较鲜明，乐曲结构较清晰。
奥克冈的学生若斯坎（Ｊｏｓｑｕｉｎ ｄｅｓ Ｐｒｅｓ，１４５０—１５２１）是第二代佛兰
芒乐派的代表。他的音乐中明显地表现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创作有
１８ 首弥撒曲、８７ 首经文歌、７２ 首世俗歌曲。马丁·路德称“他是音符的主
人。他能随心所欲地运用音符；而别的作曲家只能听凭音符指使”。他的前
辈们多关注解决对位法的技巧问题，而若斯埃则在歌词内容表现的更高层次
上运用技巧。以一种自由的连续不断的主题模仿的手法，使乐思得到富于想
象力的发展。他被认为是“在迷蒙的历史中显现出来的第一位个性完满的作
曲家”。
二、宗教改革与音乐
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后期发生的一场宗教运动。１５１７ 年发生的新教革
命，结果使欧洲北部大多数国家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与前者相对应的是大
约于 １５６０ 年达到高峰的天主教改革。由于新旧双方对于教仪音乐的重视，改
革推动了欧洲宗教音乐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天主教会腐败的日益严重，教皇利奥十世竟出售两千
多个教会职务，教会还出售宗教特许和赦罪券，因而激起人民的不满。此外
欧洲民族精神的增长和对中世纪后期形成的神学体系的反叛都促成这场改革
运动。１５１７ 年德国维腾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１４８３
—１５４６）起草的 ９５ 条论纲，张贴在城堡教堂的大门上，并印送其他城市，攻
击贩卖赦罪券的行为，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路德 １５２０ 年被罗马教廷逐出教
会。但是他被日耳曼人拥戴为领袖，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日耳曼教会。
路德是一个十分有修养的音乐爱好者，能歌唱，懂得些作曲技巧。他还
是若斯坎音乐的崇拜者。他深信音乐的教育和道德作用。他把《圣经》译成
德文，认为人人有权阅读和理解《圣经》。同样，他认为教仪音乐应感染信
徒，或由信徒直接参与。他在新教音乐中部分地保留了天主教的音乐和其中
的拉丁词，同时他又主持创造出有时代特点和民族气息的德语词的众赞歌（又
译新教圣咏），新教众赞歌最初只是单声部的，被作曲家按文艺复兴的流行
方式写成复调音乐。１６ 世纪下半叶，演变旋律置于高声部的四部和声的众赞
歌，它符合了路德的音乐要易于被人们理解的原则。路德打破音乐在宗教与
世俗之间的绝对界限，将大量优秀的世俗曲调融入宗教音乐，使新教音乐在
以后很长时间的发展中，保持着与民众的联系，因而具有生命力。他的所提
倡的普遍音乐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为德意志后几个世纪音乐文化的繁荣打下了
牢固的基石。

新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为了纯洁教会，遏止新教的发展，也进行了改革，
这一运动也称为“反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会整顿教廷，铲除弊端，恢复
早已废弃的宗教裁判所，制定“禁书索引”，检查书籍，防止异端思想侵蚀。
１５４５ 年至 １５６３ 年间教皇保罗三世于特兰托城召开过几次会议，重申天主教
信仰的教义。会上批评了许多音乐家对宗教音乐采取不虔诚的态度，过多采
用了世俗音乐，破坏了教堂音乐的纯洁性。复杂的复调对位使歌词难以听清，
弥撒曲达不到真正的宗教目的。极端的意见甚至要废除复调，恢复格里高利
圣咏式的单声音乐。
三、帕莱斯特里纳和拉絮斯
帕莱斯特里纳（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Ｐｉｅｒｌｕｉｇｉ ｄａ Ｐａｌｅｓｔｒｉｎａ，１５２５—１５９４）是
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位重要的音乐家。他在罗马天主教音乐原则的限制下，继
承吸收佛兰德乐派的复调技巧，创作出一种具有独特美学意义的复调合唱风
格。作为一位宗教音乐作曲家，他一生服务于教堂，写了大量弥撒曲和经文
歌，其中的《马赛路斯弥撒》等作品得到教会的承认，成为罗马天主教音乐
的典范。作品多为四至六个声部的无伴奏合唱。其中清晰的声部缓缓而动，
主调与复调相结合。听来和谐、庄重、虔诚，成为宗教无伴奏合唱音乐的典
范。帕莱斯特里纳的学生和他的音乐风格的追随者，后来形成了盛极一时的
罗马乐派。
拉絮斯（Ｏｒｌａｎｄｅ ｄｅ Ｌａｓｓｕｓ，１５３２—１５９４）是 １６ 世纪后半叶与帕勒斯
特里纳齐名的另一位重要作曲家，法国——佛兰芒乐派的传统在他的音乐中
达到了顶峰。他生于佛兰芒的蒙斯城，足迹遍及意大利、法国、英国，１５５６
年后的大部分生涯服务于慕尼黑巴伐利亚公爵的宫廷。他的两千多首作品广
泛包容了欧洲各国、各地区的音乐体裁风格。宗教体裁的作品中，大量的经
文歌内容丰富，《忏悔诗篇》也是名作。世俗作品中，法国歌谣、德国歌曲
和意大利的维拉内拉为各国音乐家所叹服。与帕莱斯特里纳音乐的静穆和超
脱相比，拉絮斯的音乐更为生动和富于情感，更带有动态的气质。
四、法国歌谣和意大利牧歌
１６ 世纪法国——佛兰芒作曲家遍布欧洲各地的教堂和宫廷，他们的音乐
风格在欧洲广泛流行。与此同时，各国独具民族风格的音乐也获得了发展。
法国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歌谣曲（Ｆｒａｎｃｅ Ｃｈａｎｓｏｎ）。这是一种四或五
个声部的无伴奏世俗合唱，音乐轻快、节奏鲜明。它不仅受到新兴市民的喜
爱，在贵族中也很流行。雅内坎（Ｃｌｅｍｅｎｔ Ｊａｎｅｑｕｉｎ，１４８５—１５６０）以创作
描绘性的歌谣闻名。模仿鸟鸣的，如《云雀》、《鸟之歌》；描绘街头景象
的，如：《巴黎的闹市》；《马里尼战役》则是战争题材作品的先驱。
意大利牧歌（ｍａｄｒｉｇａｌ）是 １６ 世纪欧洲最有影响的世俗音乐形式。无论
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作曲家，无论是佛兰芒、意大利还是法国的作曲家几乎
都要涉猎这一体裁。１６ 世纪的意大利牧歌与 １４ 世纪牧歌没有直接的联系。
它的歌词多是感伤或爱情内容的田园诗，室内复调音乐的风格。意大利牧歌
早期发展受意大利民间抒情歌弗罗托拉的影响，１６ 世纪中叶以后，音乐与诗
歌贴近，描绘性和情感表达有所发展，半音化的风格在杰苏阿尔多（Ｃａｒｌｏ

Ｇｅｓｕａｌｄｏ，１５６１— １６１３）的牧歌中达到顶点。 １６ 世纪后期蒙泰韦尔迪
（Ｃｌａｕｄｉｏ Ｍｏｎｔｅｖｅｒｄｉ，１５６７—１６４３）的创作使牧歌从多声部模仿转为独唱、
重唱加伴奏的形式，运用宣叙性的旋律，追求戏剧性的表现，为 １７ 世纪歌剧
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五、威尼斯乐派
威尼斯是意大利半岛上仅次于罗马的一个重要城市，是西欧与东方贸易
的主要口岸。威尼斯在 １６ 世纪初以音乐出版著名，１６ 世纪中叶，以圣·马
可大教堂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威尼斯乐派，给欧洲音乐发展注入了活力。
威尼斯优美的水城景色，色彩鲜艳的宫殿，五光十色的仪式和威尼斯人
较少禁欲主义的宗教观念，使威尼斯的绘画和音乐艺术充满着丰富的色彩
性。
佛兰德音乐家维拉尔特（Ａ．Ｗｉｌｌａｅｒｔ，１４９０—１５６２）担任圣马可教堂乐
长后，采用了两组合唱分立教堂两侧的复合唱形式，配以两架管风琴产生出
宏大的立体音响，场面也十分堂皇。意大利音乐家安德烈亚·加布里埃利
（ＡｎｄｒｅａＧａｂｒｉｅｌｉ，１５１０—１５８６）和乔瓦尼·加布里埃利（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Ｇａｂｒｉｅｌｉ，
１５５３—１６１２）进一步探索了合唱高低声部之间，声乐与器乐之间的音响对比
和色彩变化。并将复合唱的原则用于器乐合奏的创作。乔瓦尼·加布里埃利
的《弱—强奏鸣曲》是西方音乐史上第一个使用力度标记的音乐作品。
六、器乐的发展
文艺复兴的 １６ 世纪器乐音乐开始获得了独立的发展。器乐逐渐从单纯为
声乐伴奏的从属地位中摆脱出来。当然，早期的器乐曲多数是从声乐曲移植
过来的，然而它们逐渐培养起人们不依附任何歌词的纯音乐的想象。文艺复
兴时期许多器乐音乐仍然是即兴的，也开始有一些器乐音乐被记录成乐谱保
存下来。
文艺复兴，一些乐器已形成由低音至高音的乐器族，管乐器的种类已比
较丰富。主要乐器如：竖笛（ｒｅｃｏｒｄｅｒ）、肖姆双簧管（ｓｈａｗｍ）、克鲁姆双
簧管（Ｄｒｕｍｈｏｒｎ）、横笛、木管号（ｃｏｒｎｅｔｔ）、维奥尔琴（Ｖｉｏｌ），小号（ｔｒｕｍｐｅｔ）
和古长号（ｓａｃｋｂｕｔ）等。运用最广泛的乐器是琉特琴（ｌｕｔｅ），它已形成较
丰富的演奏技法，采用品位记谱的方法。
欧洲键盘乐器的前身是中世纪的拨弦扬琴（ｐｓａｌｔｅｒｙ）。产生于 １４ 世纪
的两种古钢琴，在文世复兴时期已发展成熟。一种是以金属槌击弦的击弦古
钢琴（ｃｌａｖｉｃｈｏｒｄ），虽声音纤细，但演奏可用触键的力度控制音量。另一
种是以羽管拨弦的拨弦古钢琴（Ｈａｒｐｓｉｃｈｏｒｄ），声音比前者大但指触无法控
制声音的变化。
当时主要的器乐体裁有从经文歌和歌谣曲改编过来的“利切卡尔”
（ｒｉｃｅｒｃａｒ，意大利语寻求或探索之意），采用连续模仿手法的复调乐曲，
后发展成为赋曲 （Ｆｕｇｕｅ）。另一种是受法国歌谣曲风格影响的坎佐纳
（ｃａｎｚｏｎａ），合奏的坎佐纳后来发展为教堂奏鸣曲。
１６ 世纪社交的舞蹈已很流行，出现了一些成对的舞曲。帕凡舞曲
（ｐａｖａｎｅ，２／２ 拍）与加亚尔德舞曲（ｇａｌｌｉａｒｄ，３／４），它们在德国被称为

舞曲（Ｔａｎｚ）和后续舞曲（Ｎａｃｈｔａｎｚ），在意大利称为帕萨梅佐（ｐａｓｓａｍｅｚｚｏ）
和萨尔塔雷洛（ｓａｌｔａｒｅｌｌｏ）。后来又出现了与此相似的一对舞曲，阿勒芒
德舞曲（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ｅ）和库朗舞曲（ｃｏｕｒａｎｔｅ）。这些成对的舞曲之间一般有
节拍和速度的对比，前者为慢速，后者快而跳跃。
变奏曲（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是另一种重要器乐体裁。１６ 世纪末，英国的维吉
那古钢琴乐派（Ｖｉｒｇｉ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的伯德（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ｙｒｄ，１５４３—１６２３）、
布尔（Ｊｏｈｎ Ｂｕｌｌ， １５６２—１６２８）和吉本斯（Ｏｒｌａｎｄｏ Ｇｉｂｂｏｎｓ，１５８３—１６２５）
写了大量这种体裁的作品。

第四章 巴洛克时期
西方音乐史上，１６００ 年—１７５０ 年称为巴洛克时期。巴洛克（Ｂａｒｏｑｕｅ）
一词是法语，来源于葡萄牙语（Ｂａｒｒｏｃｏ），意为“不规则的、鳞茎状的珍珠”。
巴洛克一词最早用于建筑艺术中，批评建筑师把更适用于金盒子和餐具等小
物品的装饰用到大型的建筑装饰中。１７ 世纪流行的建筑风格叫作巴洛克式。
特点是规模宏大，大量采用圆柱、圆顶和大量精细甚至奢侈的装饰。在艺术
批评史上巴洛克一词一直带有某种贬意。表示变形、奇异、夸张、怪诞的风
格。可是这一词在音乐史中并没有明显的贬意。
１７ 世纪欧洲已跨入近代的历史，几个世纪的商业革命已摧毁了停滞的中
世纪行会经济。国家规模扩展，国王权力的增大，欧洲政治专制主义时代正
向着鼎盛发展。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运动，使欧洲的教会处于分裂的复杂
对立状态，导致了宗教派别间及专制君主间的大规模战争。
这也是科学振兴的时代，培根、笛卡尔、伽利略和牛顿等科学之父们为
人类翻开了科学思维的新篇页。
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与其他艺术交相辉映，呈现出比往昔更加繁荣的艺术
景象。当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已达到最后巅峰，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流派勃勃
兴起的时候，意大利的音乐家显示出令人瞩目的音乐戏剧才能，蒙特威尔第
１６０７ 年写出了杰出的歌剧《奥菲欧》。英国文学家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
综合了新时代宗教信仰观念，被称为新教信仰的庄严诗篇。而亨德尔宏伟、
蓬勃的清唱剧《弥赛亚》和巴赫深刻、压抑的《圣·马太受难乐》则以他们
对宗教的新的解释而震撼人心。当贝尼尼雕刻艺术和卢本斯的绘画以动态和
起伏表现出巴洛克新风格的时候，巴洛克的音乐家们则在古代修辞学的启发
下，探寻着音乐对激情的表现。
一、意大利歌剧
歌剧虽然产生于 １６、１７ 世纪之交，可是这种综合的音乐戏剧形式可以追
溯到古希腊的悲剧、中世纪的宗教剧，对歌剧有更直接影响的是文艺复兴的
意大利牧歌、幕间剧（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和牧歌喜剧。
第一部歌剧的诞生
１６ 世纪末意大利佛罗伦萨艺术赞助人巴尔弟（Ｂａｒｄｉ）和柯尔西（Ｃｏｒｓｉ）
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学者、诗人和音乐家，他们在古希腊悲剧艺术的启发下，
力图创作出把诗歌、戏剧和音乐融为一体的音乐戏剧。他们深信古代的单音
音乐比文艺复兴的复调音乐更有表现力，更能打动人。
１５９４ 年里努契尼（Ｒｉｎｕｃｃｉｎｉ）写脚本，１５９７ 年由培里（Ｐｅｒｉ）和卡契
尼（Ｃａｃｃｉｎｉ）谱写音乐的《达芙妮》可称是第一部歌剧，狂欢节时在柯尔西
的剧院里演出，获得成功，可是脚本、乐谱均已失传。１６００ 年里努契尼为佛
罗伦萨亲王的盛大婚礼又写了一部《优丽狄茜》的脚本，主要由培里（少部
分由卡契尼）谱写音乐，成为第一部留存下来的歌剧。这两部歌剧都是田园
剧，以独唱的宣叙音调为主，古钢琴和弦乐器组成的小乐队伴奏。由于对古
希腊音乐风格的模仿，音乐过于依赖剧词，音乐在旋律、节奏和形式上均缺
乏特性。

蒙泰韦尔迪
早 期 意 大 利 歌 剧 的 第 一 位 伟 大 作 曲 家 是 蒙 泰 韦 尔 迪 （ Ｃｌａｕｄｉｏ
Ｍｏｎｔｅｖｅｒｄｉ １５７６—１６４３）。这位跨世纪的音乐家，把意大利牧歌和经文歌的
创作经验，运用于歌剧之中。他 １６０７ 年在曼图阿谱写的《奥尔菲斯》是第一
部真正意义的歌剧。他创作的宣叙性音调既充满戏剧性，又有旋律性，并把
咏叹性唱段、二重唱、牧歌式合唱和舞蹈加入歌剧中。并以约 ４０ 人的管弦乐
队伴奏，使歌剧音乐初具轮廓，真正发挥出了音乐的戏剧性力量。他第二年
创作了《阿里安娜》，其中仅留存下的悲歌以其至深的感染力而著称。
１６１３ 年，蒙泰韦尔迪担任了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唱诗班领班。１６３７
年威尼斯建立了欧洲第一座经常公开演出的圣·卡西厄诺歌剧院，已 ７０ 高龄
的蒙泰韦尔迪晚年还为威尼斯创作了最后两部歌剧《于里斯还乡记》和《波
佩雅封后记》。
蒙泰韦尔迪之后，威尼斯歌剧乐派继续获得发展。蒙特威尔第的学生卡
瓦里（Ｐｉｅｒ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Ｃａｖａｌｌｉ，１６０２—１７６）创作了 ４１ 部歌剧，显示出当
时歌剧演出的繁荣。他的歌剧中咏叹性唱段与宣叙性唱段已有明显的区别。
重要的作品如：《伊阿宋》（Ｇｉａｓｏｎｅ）。另一位威尼斯歌剧作曲家是契斯蒂
（ＡｎｔｏｎｉｏＣｅｓｔｉ，１６２３—６９），他的歌剧音乐以抒情的咏叹调和二重唱见长。
１６６７ 年在威尼斯利奥波德一世的婚礼上上演的《金苹果》以大型乐队、合唱
和奢华的舞台布景效果而闻名，其中有暴风雨、海战、沉船、神从天降等壮
观场面，全剧共有 ５ 幕 ６７ 场，反映出宫廷娱乐性对威尼斯歌剧艺术的影响。
那不勒斯乐派
意大利歌剧诞生于佛罗伦萨，成长于威尼斯，成熟于那不勒斯。那不勒
斯四所著名的音乐学院：基督受难、洛雷托圣玛丽亚、圣奥诺弗里欧和图文
基尼怜悯造就了一批批作曲家和歌唱家。从 １７ 世纪末至 １８ 世纪中叶，那不
勒斯乐派的歌剧风格在欧洲广为流传。它的重要代表是 Ａ·斯卡拉蒂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Ｓｃａｒｌａｔｔｉ，１６６０—１７２５）。他创作了 １１５ 部歌剧，重要作品
《仙草灵药》、《蒂格拉内》和《格里塞尔达》等。他开始采用返始咏叹调
（ｄａ ｃａｐｏ ａｒｉａ），并重视乐队的戏剧作用。
那不勒斯乐派时期，意大利歌剧形式结构已初步成熟。歌剧音乐主要由
宣叙调（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ｖｅ）和咏叹调（ａｒｉａ）组成。宣叙调也称朗诵调，节奏自
由半说半唱，用作叙述情节，可分为拨弦古钢琴伴奏的清宣叙调（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ｖｏ
ｓｅｃｃｏ ） ， 和 用 于 紧 张 的 戏 剧 场 景 的 乐 队 伴 奏 宣 叙 调 （ 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ｖｏ
ａｃｃｏｍｐａｇｎａｔｏ）。咏叹调是歌剧中最重要的展示人声旋律美的部分。形式一
般是返始咏叹调（即 ａ、ｂ、ａ 三部结构），再现的 ａ 段旋律可加花装饰。咏
叹调又可根据表现类型分为：抒情咏叹调（慢速，表现悲伤或渴望）、炫技
咏叹调（快速、有难度、表现热情、复仇、欢乐、凯旋）和白话咏叹调等。
此外还有间于宣叙调和咏叹调之间的咏叙调（ａｒｉｏｓｏ）。那不勒斯歌剧由于
注重优美、华丽的美声技巧而忽视戏剧性。阉人歌手和女歌手的精湛技巧成
为吸引人的重要因素。１８ 世纪 ３０ 年代那不勒斯歌剧已明显地分为正歌剧
（ｏｐｅｒａ ｓｅｒｉａ）和喜歌剧（ｏｐｅｒａ ｂｕｆｆａ）。正歌剧一般以严肃的悲剧或历
史为题材，三幕、结构严密、情节紧凑。正歌剧的发展与意大利诗人、剧作
家梅塔斯塔齐奥（Ｐｉｅｔｒｏ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ｏ，１６９８—１７８２）的歌剧脚本创作密切相

关，他的 ２７ 部脚本，约一千多次被各国作曲家谱写成歌剧。喜歌剧则是古典
主义时期富有活力的歌剧形式。
罗马的音乐戏剧
１６００ 年卡瓦莱里（Ｅｍｉｌｉｏ ｄｅ’ Ｃａｖａｌｉｅｒｉ，１５５０—１６０２）的一部宗教
道德歌剧《灵魂与躯体》在罗马上演。这部作品把佛罗伦萨的单音宣叙风格
介绍到罗马。之后，兰第（ＳｔｅｆａｎｏＬａｎｄｉ，１５９０—１６５５）、罗西（Ｌｕｉｇｉ Ｒｏｓｓｉ，
１５９７—１６５３）等罗马歌剧作曲家对早期歌剧发展作出贡献。
１７ 世纪中叶，一种宗教戏剧体裁——清唱剧（ｏｒａｔｏｒｉｏ）出现。它源于
中世纪的宗教剧，文艺复兴带戏剧性的歌唱祈祷，是一种与歌剧相似的音乐
戏剧形式。包括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与歌剧不同之处是戏剧题材
是宗教或史诗，用拉丁文或意大利文演唱，多数清唱剧没有布景服装。它没
有歌剧的舞台戏剧情节表演，剧情由叙述者来叙述，常常有令人思索的道德
寓意。
卡里西米（Ｇｉａｃｏｍｏ Ｃａｒｉｓｓｉｍｉ，１６０５—１６７４）是 １７ 世纪中叶罗马重要
的清唱剧作曲家，代表作品《耶弗他》、《所罗门的审判》等。
康塔塔（ｃａｎｔａｔａ）是 １７ 世纪初意大利的另一种声乐体裁。世俗内容，
包括宣叙调、咏叹调、器乐伴奏的室内声乐形式，规模比歌剧小。后来德国
作曲家创作了大量宗教内容的康塔塔，并把它加入合唱。
二、意大利提琴音乐
意大利不仅是歌剧之乡，也是提琴音乐——最细腻抒情、最接近人声的
器乐音乐——的发源地。 １７ 世纪意大利提琴制造业空前发达，阿玛蒂
（Ｎ．Ａｍａｔｉ，１５９６—１６８４）制作了古典式样的小提琴。他的学生斯特拉底瓦里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Ｓｔｒａｄｉｖａｒ－ｉ，１６４４—１７３７）制作的近千把大、中、小提琴中，有
许多是音响出色的名琴，少数流传至今者更是稀世之宝。阿玛蒂的另一位著
名学生是瓜尔内里（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Ｇｕａｒｎｅｎｉ，１６９８—１７４４）。在这一时期里小提
琴的型制得到改进，琴颈和指板加长；演奏方法也发生变化，开始置于肩上
演奏，不再像早期演奏舞曲那样只是一弓一音，而是大量采用连弓奏法。
巴洛克最早兴起的提琴音乐是小型室内合奏的形式，１７ 世纪后半叶形成
两种体裁：室内奏鸣曲（ｓｏｎａｔａ ｄａ ｃａｍｅｒａ）和教堂奏鸣曲（ｓｏｎａｔａ ｄａ
ｃｈｉｅｓａ）。室内奏鸣曲是一组风格化的舞曲；教堂奏鸣曲在曲调上较为严肃，
它的四个乐章按慢——快——慢——快的顺序排列，基本不采用舞蹈节奏。
在演奏形式上，这两类奏鸣曲都是两把小提琴演奏两个高声部，一把大提（或
大管）演奏低声部，拨弦古钢琴或管风琴演奏数字低音（ｂａｓｓ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
所谓数字低音是作曲家在乐谱上低音声部下方标出数字，表示应构成的和
弦。键盘乐器演奏者可按数字符号即兴填充中间的和弦声部。这种数字低音
的方法在巴洛克时期被广泛使用。）由于作曲家要在乐谱上写下三个声部，
故以上两类也称为“三重奏鸣曲”（ｔｒｏ ｓｏｎａｔａ）。１７００ 年以后，出现了带
数字低音伴奏的独奏小提琴奏鸣曲（Ｓｏｌｏｓｏｎａｔａ）和无伴奏的小提琴奏鸣曲。
巴洛克时期意大利的大型弦乐体裁是“大协奏曲”（ｃｏｎ－ｃｅｒｔｏ ｇｒｏｓｓｏ）
和“独奏协奏曲”（ｓｏｌｏ ｃｏｎｃｅｒｔｏ）。与独奏协奏曲独奏乐器与乐队竞奏的
演奏形式不同，大协奏曲是以独奏乐器组（主奏部）演奏的不断变化的经过

段，与弦乐队的全奏形成对比。
对提琴音乐做出贡献的是意大利波伦亚乐派（ＢｏｌｏｇｎａＳｃｈｏｏｌ）。其中有
卡扎蒂（Ｍ．Ｃａｚｚａｔｉ，１６２０—１６７７）、维塔利（Ｇ．Ｂ．Ｖｉｔａｌｉ，１６４４—１６９２）、
巴萨尼（Ｇ．Ｂ．Ｂａｓｓａｎｉ，１６５７—１７１６）、托雷利（Ｇ．Ｔｏｒｅｌｌｉ，１６５８—１７０９）。
他们既是作曲家又是演奏家。其中科雷利（Ａｒｃａｎｇｅｌｏ Ｃｏｒｅｌｌｉ，１６５３—１７１３）
对波伦亚风格的影响最大。他就学于波伦亚，３０ 岁以后的大部分生涯在罗马
度过。他的三重奏鸣曲和独奏奏鸣曲发挥了小提琴的独特乐器性能，特别是
连弓的抒情慢板乐章。教堂奏鸣曲的四个乐章之间运用调性对比的原则，标
志了音乐形式思维的发展。
托雷里把大协奏曲精炼为快、慢、快三个乐章，并确定了第一、三乐章，
先由乐队完整地呈示主题——独奏组插段——乐队主题再现……
在 大 协 奏 曲 和 协 奏 曲 创 作 方 面 ， 维 瓦 尔 第 （ １６７８— １７４１ ，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ｒｉｖａｌｄｉ）是最为人们熟知的。他 １７０３ 年受戒为神父，一头红发。因为其音
乐受到人们的喜爱而有“红发神父”的绰号。他的 ４５４ 首协奏曲中，２／３ 是
独奏协奏曲。他的协奏曲形式清晰，织体丰富，节奏富有动力性，独奏与全
奏的对比已具有戏剧性。他的四部小提琴协奏曲，总称为《四季》，倍受人
们喜爱。
三、法国歌剧与古钢琴音乐
法国革命前最后三个波旁国王中的第一位路易十四的统治，使法国君主
专制达到盛期。政治的昌盛，伴随着文化艺术的繁荣。路易十四在宫廷中培
植、聚集了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宫廷中上演了歌颂王权、崇尚理性的高
乃依和拉辛的古典悲剧和能满足法国人感官享受的豪华的宫廷芭蕾舞。古典
悲剧提倡运用法国民族规范的语言，特有的朗诵音调；而此时诞生的法国歌
剧，是同样的艺术理想在音乐领域的体现。
第一位真正法国歌剧的作曲家是吕利（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Ｌｕｌｌｙ，１６３２—
１６８７）。这位佛罗伦萨人 １４ 岁时由德·基思骑士带往巴黎，辗转入宫。因其
出众的舞蹈音乐才能，成为路易十四的宠臣。他曾为莫里哀的芭蕾喜剧配写
音乐，并深深地被法国古典悲剧所吸引。一身兼容意大利和法国的舞台艺术
经验，使他从 １６７２ 年起创作了 １６ 部法国歌剧，代表作品是：
《阿尔切斯特》、
《阿尔米德和勒诺》等。题材选自历史、神话，内容多表现忠君爱国的天职
与个人情感的冲突矛盾。歌剧序曲不同于意大利序曲为慢、快、慢三部分，
慢板带有符点节奏，庄严、华贵，常为歌剧营造一种节庆的氛围。歌剧是规
模宏大的五幕结构，其中加入合唱和华丽的或表现幻境的芭蕾舞场面。巴洛
克时期欧洲流行的一些独立的器乐舞曲，如：小步舞曲（ｍｅｎｕｅｔ）、加沃特
舞曲（ｇａｖａｔｔｅ）、布列舞曲（Ｂｏｕｒｒ’ｅｅ）等多源自吕利的歌剧和舞剧音乐。
由于意大利歌剧快速的清宣叙调或咏叙调的风格都不适合法语的节奏和重
音，吕利仔细研究法国古典悲剧演员的朗诵音调，并尽量模仿其音韵起伏创
作出法国歌剧的宣叙调。
拉莫（Ｊｅａ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Ｒａｍｅａｕ，１６８３—１７６４）是吕利之后重要的法国歌
剧作曲家。在他 ５０ 岁开始创作歌剧之前著有《和声基本原理》（１７２２），为
近代欧洲和声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以新颖的和声加强了歌剧音乐的表现力。
伏尔泰为他写作了多部剧本。

路易十五在位时期（１７１５—１７７４），法国在建筑装饰艺术和绘画艺术中
形成了洛可可（Ｒｏｃｏｃｏ）风格，其大量采用漩涡和贝壳形的曲线，造成纤细、
轻巧、华丽甚至繁琐的装饰性。反映出宫廷的审美趣味。洛可可风格在音乐
方面的典型代表当属弗朗索瓦·库普兰（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Ｃｏｕｐｅｒｉｎ １６６８—１７３３）。
他是巴洛克时期法国古钢琴乐派的杰出代表，库普兰音乐家族中最有影响的
一位古钢琴艺术音乐家。他创作有当时法国古钢琴作曲家们喜欢采用的组曲
体裁，少则三首，多达二十多首乐曲组合在一起，有舞曲性的，也有标题性
的。他后来创作的组曲中，则以非舞曲性的为主。新颖的描绘性小品，冠以
引人联想的标题，他自称为“肖像画”，如：《莫尼克小姐》。库普兰把法
国古钢琴学派的典雅风格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的作品纤巧、细腻、
装饰音繁琐，成为法国洛可可艺术的一个支流。
虽然法国古钢琴学派素以组曲享誉，但是第一位确立古组曲形式的作曲
家是德国古钢琴、管风琴家、作曲家弗罗贝格尔（Ｊｏｈａｎｎ Ｊａｓｏｂ Ｆｒｏｂｅｒｇｅｒ
１８７９ — １９７２ ） 。 他 的 二 十 多 首 组 曲 ， 大 部 分 固 定 采 用 阿 勒 芒 德 舞 曲
（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ｅ，德国舞曲）、吉格舞曲（Ｇｉｇｕｅ，英国舞曲）、库朗舞曲（Ｃｏｕｖａｎｔ，
法国舞曲）、萨拉班德舞曲（Ｓａｒａｂａｎｄｅ，西班牙舞曲）。之后，排列位置调
换形成典型古组曲的顺序：阿勒芒德舞曲、库朗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吉格
舞曲。
四、英国音乐与亨德尔
尽管英国在欧洲音乐繁盛的 １８、１９ 世纪没有出现大作曲家，但是英国却
是一个富有音乐性的民族。英国的音乐家曾对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音乐
发展作出贡献。１７ 世纪英国正值资产阶级革命辗转反侧的年代，清教徒在反
对天主教的运动中，破坏了大量的音乐学校、乐谱资料和乐器。然而这个时
期出现了一位英国作曲家，他的音乐在欧洲历史上闪耀出不可磨灭的光芒。
珀塞尔（Ｈｅｎｒｙ Ｐｕｒｃｅｌｌ，１６５９—１６９５）一生主要服务于宫廷，写有许多
戏剧配乐、颂歌和室内乐等。他为女子寄宿学校演出写的一部小型的歌剧《狄
朵与埃涅阿斯》竟成为久演不衰的英国歌剧的杰作。作品吸取了意、法歌剧
的经验，融合了英国民族风格的音调，具有质朴深刻的抒情气质。剧尾狄朵
与世绝别的咏叹调《当我命归黄泉》乐队用固定低音的写作手法，烘托出震
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亨德尔
亨德尔（Ｇｅｏｒｈ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ａｎｄｅｌ，１６８５—１７５９）与巴赫同是巴洛克后
期的两位伟大的音乐家，但是他们的经历、性格和音乐风格有很大的差异。
亨德尔生于德国属萨克森王国的哈雷，父为理发师和外科医生。尽管从小学
习音乐，但遵从父亲的愿望，入哈雷大学学习法律，父亲去世后即退学投入
音乐事业。他立志从事歌剧创作，１７０３ 年前往汉堡，１７０６ 年转赴意大利，先
后结识何莱里、斯卡拉蒂父子。在意大利三年熟悉了意大利歌剧、清唱剧、
协奏曲、室内乐的创作风格。他的歌剧在意大利获得好评，《罗德里戈》在
梅弟奇的赞助下于佛罗伦萨上演，《阿格罗皮那》是由那不勒斯总督、红衣
主教撰写的脚本。后回德国任汉诺威选侯宫廷乐长。两次访英，第二次定居
伦敦。
亨德尔以勃勃的雄心在英国从事意大利歌剧的创作、演出和歌剧院经营

的事业，几度获得成功。他曾担任皇家音乐院——由国王和富有的贵族支持
旨在上演意大利歌剧的机构——音乐指导这一重要职位。然而，宫廷派系和
与对手的争斗，英国思想领袖对这位外来艺术宣扬者的批评及剧院明星的拒
演，使他屡遭挫折。一部内容滑稽，讽刺英国上层社会和意大利歌剧的英国
的《乞丐歌剧》所引起的轰动，使英国的意大利歌剧市场大大衰落。就是在
这种环境下，亨德尔创作出大量歌剧。他的 ４６ 部歌剧许多是仓促之作，可是
其中也不乏大师的手笔。
亨德尔对环境的敏锐的适应性，使他在意大利歌剧在英国日趋衰落之时
转向清唱剧创作。他的 ２６ 部英语清唱剧的创作过程，是他逐渐在英国蒸蒸日
上的中产阶级中寻找到新的观众的过程，也是他应和着时代的脉膊开辟新的
艺术天地的探索历程。其中主要作品为：《把罗》、《以色列人在埃及》、
《弥赛亚》、《参孙》、《犹大·马加比》、《耶弗他》等。其中一些取自
新教的英国公众熟悉的《旧约圣经》，其中那些有关民族兴亡和英雄的故事，
使正处于革命动荡中的英国公众产生强烈的共鸣。
亨德尔的清唱剧虽然也是由咏叹调、宣叙调和合唱组成。但与意大利音
乐戏剧观念不同，合唱成为戏剧表现的重要手段。其中既有新颖的叙述性、
描绘象征性的合唱，又有宏伟史诗性的合唱。亨德尔常常以简捷的音乐手法
创造出宏伟效果，在简炼的主调和声风格的音乐中，常常间以明晰的复调段
落。
亨德尔的器乐作品有为露天演出而作的两首管弦乐曲《水上音乐》、《焰
火音乐》，及管风琴协奏曲、大协奏曲、奏鸣曲、三重奏鸣曲、钢琴曲等。
五、德国音乐与巴赫
１７ 世纪上半叶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大大削弱了本来就落后的德国音乐
文化的发展。然而通过战后的几代人努力，明显地出现复苏的迹象。马丁·路
德的新教音乐传统和音乐教育体制焕发着活力，日耳曼人的理性思维的才智
开始在音乐艺术中显露出来。
１７ 世纪德国重要的作曲家许茨（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Ｓｃｈｕｔｚ，１５８５—１６７２）写了
第一部德国歌剧《达芙妮》，但是他创作的主要领域是宗教音乐。吸取乔万
尼·加布利埃利和蒙泰韦尔迪的意大利传统，把熟练的复调技法与德国人深
刻的思想和强烈的情感结合起来，为德国音乐开拓了道路。
１７ 世纪后半叶，德国汉堡成为歌剧发展的中心，凯泽尔（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ｋｅｉｓｅｒ，１６７４—１７３９）为振兴德国的歌剧事业创作了一百多部歌剧。但是总
的来说，德国还未确立起自己的歌剧风格。
巴洛克时期是管风琴音乐的黄金时代，德国出现了著名管风琴建造师西
尔伯曼（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Ｓｉｌｂｒｍａｎｎ，１６８３—１７５３）制造的巴洛克式样的大型管风
琴。
德国管风琴音乐的宗师是佛兰芒的斯威林克（Ｓｗｅｅｌ－ｉｎｃｋ ，１５６９ —
１６２１）。他的学生硕埃特（Ｓｃｈ ｅｉｄｔ １５８７—１６５４）及伯姆（Ｇｅｏｒｇ Ｂｏｈｍ １６６１
—１７３３）、布克斯特胡德（１６３７—１７０７）形成德国管风琴北派。而德国南派
的 弗 罗 贝 尔 格 则 从 意 大 利 的 著 名 管 风 琴 家 弗 莱 斯 科 巴 尔 第 （ Ｇｉｒｏｌａｍｏ
Ｆｒｅｓｃｏｂａｌ－ｄｉ，１５８３—１６４３）的艺术中吸取营养。

巴赫
约翰·塞巴斯梯安·巴赫（Ｊｏｈａｎｎ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Ｂａｃｈ，１６８５—１７５０）生
于德国的爱森那赫，是延续了几百年的音乐家族中的第五代人。巴赫十岁时
双亲先后去世，他跟随兄约翰·克里斯托弗（管风琴家）学习音乐。１５ 岁参
加北德吕奈堡童声合唱团独自谋生。１７０３—１７０８ 年在阿恩施塔特、米尔豪森
任管风琴师。１７０８—１７１７ 年在魏玛任宫廷管风琴师，创作了他的大部分管风
琴作品。１７１７—１７２３ 年，在柯滕的利奥波德亲王宫廷任乐长，亲王信奉喀尔
文教，礼拜很少用音乐而喜爱室内乐，巴赫这期间创作了许多古钢琴曲、管
弦乐组曲、协奏曲等。１７２３ 年经努力被任命为莱比锡托马斯教堂主领班的重
要音乐职位，并在圣托马斯唱诗班学校任教，在莱比锡 ２７ 年中，为礼拜仪式
的音乐需要，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声乐作品。
巴赫虽然一生没有离开德国，但是他的创作中融汇了西欧各国的音乐风
格。他从小养成抄谱学习的方法，通过抄写或改编不同风格作曲家的作品，
学习研究不同国家、不同作曲家的创作经验。他保持一生的这种既简单而又
有效的学习方式，使他受益匪浅。
管风琴音乐是巴赫最早实践的领域，是他音乐创作的经验基础。他以新
教众赞歌的曲调改编创作了约一百七十首管风琴的《众赞歌前奏曲》反映了
他对新教音乐传统的热爱。托卡塔、幻想曲或前奏曲与赋格曲组合在一起，
是巴洛克重要的键盘乐形式，巴赫在这种形式的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
格。如《Ｇ 小调幻想曲与赋格》、《Ｄ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
巴赫的古钢琴音乐涉及了德、法、意的不同音乐体裁风格领域，包括《半
音阶幻想曲与赋格》、十五首二部创意曲、十五首三部创意曲、六首德国组
曲、六首英国组曲、六首帕蒂塔、《意大利协奏曲》、《戈尔德堡变奏曲》、
《平均律钢琴曲集》、《赋格的艺术》等作品。
巴赫的室内乐包括六首小提琴独奏奏鸣曲、六首大提琴独奏组曲和几首
长笛奏鸣曲及《音乐的奉献》等。在提琴这类旋律乐器中，巴赫也创作出了
出色的复调的织体。
巴赫的管弦乐作品有四首组曲、二首小提琴协奏曲、一首双小提琴协奏
曲。六首《勃兰登堡协奏曲》大多采用意大利大协奏曲的形式，其中对不同
乐器组合的探索，及其中独奏段与乐队合奏段的生动交织，使它们成为巴洛
克同类体裁的杰作。
巴赫的声乐音乐大部分是宗教作品，包括留存下来的近二百首宗教康塔
塔、二十三首世俗康塔塔、《圣诞清唱剧》、《ｂ 小调弥撒曲》、《马太受
难乐》和《约翰受难乐》。巴赫没有写过歌剧，但他清唱剧式的受难乐充分
展示了他的音乐戏剧才能。《马太受难乐》实际上是一部充满激情的、深刻
而壮丽的史诗般的戏剧。
巴赫是巴洛克时期音乐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创作了除歌剧外的几乎所有
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体裁，许多作品成为同类的典范。他的复调音乐是延续了
几个世纪的欧洲复调音乐艺术的最后的概括与总结。他把巴洛克时期最大型
复调形式——赋格曲，发展到了无法超越的完美境地，其中复杂的多声部获
得高度逻辑性的纯熟处理，令后世音乐家叹服。他的赋格曲中，富有个性的
短小主题、和声与转调的运用都预示了新时代的主调音乐。他的《平均律钢
琴曲集》第一次以作品的实践证明，在一个采用平均律调音的古钢琴键盘上，
演奏 ２４ 个大小调的可能性（巴赫的时代，平均律调音还没有广泛采用，在一

个键盘上演奏升降号多的调子往往音阶上的音很不准确），为大小调体系和
以主调为中心的转调开拓了道路。
天主教倡导人格化的客观的音乐观念，而路德新教主张：人人可以从《圣
经》中获得启示的思想，促成了一种主观的音乐观念。巴赫的宗教作品一方
面体现了他虔诚的新教信仰，另一方面包含了他带有世俗人文主义思想道德
观念及主观幻想地对宗教的阐释。巴赫某些宗教作品，心理情感表现所达到
的深刻程度是同时代的作曲家们所不及的。

第五章 古典主义时期
西方音乐史中的古典主义时期通常指 １８ 世纪中叶至 １９ 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一段时期。维也纳出现了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三位古典主义大师，他
们的杰出音乐作品和音乐风格被称为近代欧洲音乐艺术的“经典”。古典风
格的形成，经历了古典早期复杂的准备过程。
１８ 世纪的欧洲，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经历了一场广泛的思想革命——启蒙
运动，它是以反对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文化运动的面貌出现的，然而它的
影响远远超出文化领域，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哲学、科学乃至社会制度
和社会风尚等方面。启蒙思想家反对传统的宗教，提倡自然神论；反对形而
上学，提倡科学和常识知识；反对专制的权威和特权，提倡自由、平等和普
遍教育的口号。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法国百科全书派正是身
体力行地要以先进的哲学文化知识的光辉照亮黑暗愚昧的社会。
启蒙主义者认为“理性”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基础。布瓦洛在古典主义
文学理论经典《诗艺》中强调“良知”或“理性”，痛斥想象和飘忽无常的
情感。他认为，凡是天生的事物总是符合理性的，是永恒、真实的。文学家
要爱理性，永远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启蒙时期流行的文体是更富于理智的
散文，优秀散文的清晰、生气、得体、匀称和优美的品质，也成为评判其他
艺术的准则。音乐艺术中，古典主义的几代大师，则探索了富有理性和逻辑
的庞大的音乐构思形式，最终使情感在其中得到适度的完满表现。
古典主义时期是知识大众化的时代。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开始面向
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公众。小说、戏剧描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音乐家也走出
宫廷深院的大门，为音乐会的听众构思创作，于是音乐的愉悦性、易解性和
动人等品质，成为音乐美的准则。
在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下，欧洲形成了一个开明君主的统治时
期。社会改革的同时，文化艺术获得发展。欧洲君主的广泛联姻削弱了国家
民族的界限。艺术，特别是音乐的发展呈现出欧洲一体化的倾向。然而这终
究是一个行将灭亡的社会，法国革命敲响了旧社会政体的丧钟，也预示了新
的音乐时代的开始。
一、喜歌剧的发展与格鲁克的歌剧改革
１８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出现了喜歌剧（Ｏｐｅｒａ Ｂａｆｆａ），这是在启蒙主义
思潮影响下，一反意大利正歌剧“矫揉造作”而追求“自然”的一种新的歌
剧体裁形式。它是在意大利幕间剧（Ｉｎｔｅｒｍｅｚｚ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剧中
人物常常是社会中下阶层，场景多是大众十分熟悉的日常生活而非豪华的王
宫深院生活。剧词幽默口语化，音乐也十分生动。
意大利的佩格莱茜（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Ｐｅｒｇｏｌｅｓｉ，１７１０—１７３６）不仅
是一位有才能的正歌剧作曲家，他的《女仆作夫人》被认为是第一部意大利
喜歌剧。这部独立的喜歌剧最初是分为两部分穿插在他本人的三幕正歌剧《高
傲的囚徒》的幕间演出的。剧情简洁，人物仅有主人（男低音、常扮演喜歌
剧中音乐较生动的角色）、女仆（女高音）和一个哑仆。作品表现了市民阶
层女仆的精明机智。
１８ 世纪中下叶意大利主要喜歌剧作曲家波契尼（Ｎ．Ｐｉｃ－ｃｉｎｉ，１７２８—

１８００）的《温顺的女儿》融入了一些严肃的抒情性。契玛罗萨（Ｄ．Ｃｉｍａｒｏｓａ，
１７４９—１８０１）的《秘密婚姻》由于生动地表现了人们社会等级价值观念的转
变而引起轰动。
１７５２ 年，一个意大利歌剧团把《女仆作夫人》带到巴黎演出，激起了法
国文化界“喜歌剧之争”。卢梭等一些启蒙思想家，热情赞扬这种大众化倾
向的歌剧体裁，卢梭还综合了意大利喜歌剧及法国传统的集市戏创作出了喜
歌剧《乡村卜者》，证明以法国语言能够谱写这种新风格的音乐。
由于 １８ 世纪的意大利正歌剧过份注重美声、炫技性而无视戏剧性的倾
向，使它与启蒙主义提倡的“自然”原则格格不入。一些艺术家思考对正歌
剧进行改革。其中一位有成就的作曲家是格鲁克。
格鲁克（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Ｗｉｌｌｉｂａｌｄ Ｇｌｕｃｋ，１７１４—１７８７）是德国人，就学于
布拉格，后在意大利完成学业，早年主要创作传统风格的意大利歌剧。１８ 世
纪 ５０ 年代定居维也纳，受歌剧改革浪潮影响，与诗人卡尔萨比基（Ｒａｎｉｅｒｏ
Ｃａｌｚａｂｉｇｉ，１７１４—１７９５）合作先后创作了《奥尔菲斯与尤丽狄茜》、《阿尔
切斯特》等歌剧，实践了他对歌剧改革的一些设想。他认为：歌剧声乐的旋
律要去除不必要的装饰，音乐必须在戏剧的支配下简洁地陈述出来；千篇一
律的返始咏叹调的形式，如果破坏了剧词的连贯性，就不应该采用；序曲的
基调应与整个戏剧的基调相吻合；简洁和清晰应是歌剧音乐永远追求的原
则。
格鲁克的歌剧题材虽然仍是采用神话故事，但他着意发掘其中的人性
的、伦理道德的意义。他以新的歌剧美学观点面对已被音乐家数十次谱写过
的题材，写出《奥尔菲斯与尤丽狄茜》，其中咏叹调“我失去了尤丽狄茜”
等唱段不愧是富于美感而简洁的佳作，奥尔菲斯下冥府拯救妻子的场景则以
音乐和戏剧的浑然一体动魄感人。
格鲁克在 ７０ 年代为在巴黎演出而创作了《伊菲姬尼在奥利德》、《阿尔
米德》和《伊菲姬尼在陶里德》等歌剧。他的歌剧美学观点启发着后世许多
著名歌剧作曲家的思考和探索。
二、古典主义早期的奏鸣曲和交响曲
在西方音乐历史中，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声乐艺术长期占主导地位，
巴洛克时期器乐音乐获得独立发展，与声乐音乐并驾齐驱，而古典主义时期
是器乐音乐繁荣的时代。
巴洛克音乐一百多年的发展，作曲家们已积累起无需依赖歌词的纯音乐
的创作经验。古典主义时期人们已厌弃繁复的复调音乐风格，提倡明晰的主
调音乐，这便使音乐的旋律与和声两大要素愈为突出。清晰对称的音乐旋律
句法和段落结构取代了巴洛克音乐动机加变奏的装饰性旋律方法。古典音乐
结构形式中，带有抽象辩证思维的奏鸣曲式（ｓｏｎａｔａｆｏｒｍ）成为作曲家不倦
探寻的，几乎是无处不在的音乐形式。
私人客厅里的独奏奏鸣曲、三重奏、四重奏、五重奏，作为宴会、婚礼
背景音乐的五人以上的合奏：小夜曲、嬉游曲都兴盛起来，而最为重要的是
管弦乐队演奏的交响曲。当交响曲逐渐从宫廷的娱乐转向音乐会听众时，它
融入时代精神的内涵，使器乐音乐获得了升华。
Ｄ·斯卡拉蒂（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Ｓｃａｒｌａｔｔｉ，１６８５—１７５７）是 １８ 世纪上半叶最

主要的意大利古钢琴作曲家。作为著名歌剧作曲家 Ａ·斯卡拉蒂的儿子，他
受意大利歌剧抒情旋律的熏陶，然而他成就于古钢琴音乐，创作了近六百首
单乐章钢琴曲，后人称作《奏鸣曲》。它们采用带再现因素的古二部曲式，
结构已接近古典奏鸣曲式。Ｄ·斯卡拉蒂的钢琴奏鸣曲主题生动，多变的织体
发挥出了钢琴的性能，其中还采用了大幅度跳跃、双手交叉、快速重复音及
和弦等新颖技法。他使键盘乐器演奏风格进入了新的自由天地。他的古钢琴
艺术体现巴洛克向古典主义新风格的过渡，至今仍是音乐会常常演奏的曲
目。
Ｃ·Ｐ·Ｅ·巴赫（Ｃａｒｌ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Ｅｍａｎｎｅｌ Ｂａｃｈ，１７１４—１７８８）是 Ｊ·Ｓ·巴
赫的次子。长期在柏林和波茨坦任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古钢琴师，是柏林乐派
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键盘音乐作品在古典主义早期具有重要意义。他受德
国北部文学艺术中的“感伤风格”（或称为表现风格）影响，在音乐中追求
主观的、敏感的情感表现。他的奏鸣曲中对比调性的主题已渐成熟，为古典
奏鸣曲式形成作了准备。伤感的行板乐章和宣叙性的音调明显地吸取了歌剧
的风格。Ｃ·Ｐ·Ｅ·巴赫喜欢演奏的不是比较流行的羽管键琴而是声音柔和、
亲切而且能表现出细致力度变化的击弦古钢琴。他最后五集奏鸣曲是为表现
幅度更大的钢琴（Ｐｉａｎｏｆｏｒｔｅ）而创作的。Ｃ·Ｐ·Ｅ·巴赫的器乐音乐表现风
格直接影响了古典维也纳乐派。
巴赫另外两个儿子中，长子 Ｗ·Ｆ·巴赫（ＷｉｌｈｅｈｍＦｒｉｅｄｅｍａｎｎ，１７１０—
１７８４）的音乐风格保持了他父亲的传统，因而被认为不合时宜。小儿子 Ｊ．Ｃ．
巴赫（Ｊｏｈａｎ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Ｂａｃｈ，１７３５—１７８２）长期定居伦敦，被称为“伦敦
巴赫”，他是第一位为近代钢琴创作协奏曲的作曲家。他的钢琴协奏曲和音
乐的流畅风格曾给莫扎特留下深刻印象。
早期的交响曲
１８ 世纪初意大利歌剧序曲（Ｓｉｎｆｏｎｉａ），渐渐脱离歌剧，成为一种独立
的管弦乐体裁形式在音乐会上演奏。它为快——慢——快的形式，即快板乐
章、简短抒情的行板乐章、有舞曲节奏的乐章（小步舞曲或吉格舞曲），这
就是最早的交响曲（英：ｓｙｍｐｈｏｎｙ；意：Ｓｉｎｆｏｎｉａ；德：Ｓｉｎｆｏｎｉｅ）。意大
利作曲家萨马丁尼（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Ｓａｍａｒｔｉｎｉ，１６９８—１７７５）写有大量
早期的交响曲。
１８ 世纪中叶，德奥各地宫廷纷纷兴起管弦乐队，其中曼海姆、维也纳和
柏林成为交响乐发展的中心地。
斯塔米茨（Ｊｏｈａｎｎ Ｓｔａｍｉｔｚ，１７１７—１７５７）领导下的曼海姆管弦乐队，
以出众的演奏享誉欧洲。他们能演从极弱到极强的各层次的丰富力度表情，
尤以渐强的演奏产生出激动人心的效果。斯纳米茨还在交响曲快板乐章动力
性主题之后引入抒情、优雅或幽默的对比性的主题。巴洛克时期音乐在乐章
内一般采用统一的力度，而古典主义时期，渐强、渐弱的大量运用，拨弦的
羽管键琴向能演奏丰富表情的近代钢琴的进化，这些追求音乐力度表情变化
的倾向，标致着音乐风格的重要进步。
三、维也纳古典风格的形成——海顿与莫扎特
１８ 世纪下半叶，维也纳成为欧洲音乐的中心地。西方音乐在这里获得高

度的凝聚发展，形成了对近代西方音乐具有典范意义的维也纳古典风格。音
乐大师海顿是古典风格的最重要的奠基者，他不仅确立了古典主义体裁和形
式，而且树立了古典主义的精神风范。另一位大师莫扎特以其多面的杰出才
能推动了古典风格趋于完美。时代的音乐巨人贝多芬最终完善了古典主义风
格，然而同时他那高度个性和充满时代斗争精神的音乐超越了古典主义精神
范畴，成为 １９ 世纪浪漫主义的引路人。
海顿
海顿（Ｆｒａｎｚ Ｊｏｓｅｐｈ Ｈａｙｄｎ，１７３２—１８０９）是古典维也纳乐派的奠基者，
出生于奥地利东部与匈牙利临近的罗劳镇的车匠家庭。８ 岁入维也纳圣斯蒂
芬大教堂唱诗班，８ 年的歌童生活使他获得早期的音乐教育。为了能从其上
几次作曲课，他曾短期当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波波拉的贴身男仆。１７６１ 年加入
埃斯特哈齐家族宫中的乐队，后成为乐长，在宫中的近 ３０ 年的时间里，写出
了他的大部分作品。１７９０ 年尼科劳斯亲王去世，宫中的音乐组织解体，海顿
移居维也纳。１７９１ 年、１７９４ 年他两度访英创作演出获极大成功，被牛津大学
授予名誉音乐博士。晚年仍以旺盛的精力创作出两部著名清唱剧《创世纪》
（１７９８）和《四季》（１８０１）。
海顿是最后一位仍然长期安命于旧的音乐赞助制度下的作曲家。在埃斯
特哈齐宫中，他身穿白色长袜头戴假发，听命主人创作演出。身处乐仆地位
的悲哀，与外界隔绝的孤独，都曾给他带来烦恼。可是宫中优越的创作演出
条件，为他的长期潜心艺术探索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他曾说：“我与世隔绝，
无人搅扰，不得不成为‘独创者’。”
海顿写有 １０８ 首交响曲、６８ 首弦乐四重奏及协奏曲、嬉游曲等其他器乐
作品；声乐作品有 ２６ 部歌剧和 ４ 部清唱剧。他的交响曲和四重奏为古典维也
纳乐派的体裁风格奠定了基础。
海顿进入埃斯特哈齐宫的第一年开始了在交响曲方面的新探索，创作了
第 ６ 首 Ｄ 大调《早晨》、第 ７ 首 Ｃ 大调《中午》、和第 ８ 首 Ｇ 大调《晚上》
三首交响曲。这些并非真正的标题交响曲，作品题材和整体上往往不受标题
的限制，只是一些音乐细节与标题有关（海顿许多作品都有这一特点）。海
顿 ６０ 年代的交响曲还未完全摆脱巴洛克、古典早期的器乐传统和宫廷浮华的
风格。７０ 年代他的交响曲逐渐显露出个人风格，曾短期地出现伤感的色彩，
如：第 ４４ 首 ｅ 小调《伤感》、第 ４５ 首＃ｆ 小调《告别》。８０ 年代与莫扎特的
愉快交往对海顿的音乐在抒情性、形式配器的灵活等方面产生了影响。他在
欧洲日渐扩大的名声，与亲王订立的不准转让作品契约的松动，使他能够应
巴黎音乐会之邀创作 ６ 首《巴黎交响曲》（第 ８２—８７ 首），成为他第一批成
熟的作品。９０ 年代海顿在新的生活环境下，在英国音乐会听众的激发下，写
下了他的 １２ 首“伦敦”交响曲（第 ９３—１０４ 首），达到了他艺术的顶峰。其
中著名的有：第 ９４ 首 Ｇ 大调《惊愕》、第 １００ 首 Ｇ 调《军队》、第 １０１ 首 Ｄ
大调《时钟》、第 １０３ｂＥ 大调《鼓声》和第 １０４ 首 Ｄ 大调。
海顿的弦乐四重奏与交响曲相辅相成地发展，主要作品有：作品 ３３ 的六
首“俄罗斯”四重奏（因题献给俄国保尔大公而得名）、作品 ５０ 的 ６ 首“普
鲁士”四重奏、作品 ６４ 之 ５“云雀”、作品 ７６ 之 ３“皇帝”、作品 ７６ 的六
首和作品 ７７ 的两首四重奏。
古典交响曲四个乐章的形式是海顿通过长期探索实践，在他的大量作品

中最终确立起来的套曲形式。他早期的一些受巴洛克教堂交响曲的形式影
响，另一些是意大利歌剧序曲式的快板、行板、日常舞曲三乐章交响曲。由
于风俗性短小的小步舞曲的第三乐章无法平衡快板、行板的第一、第二乐章，
他在 ６０ 年代末就开始采用奏鸣曲式回旋曲的第四乐章。形成典型的古曲交响
曲模式：第一乐章，慢板引子，快板奏鸣曲式，充满活力信心的；第二乐章，
抒情的慢板，三部曲式或变奏曲，常有海顿音乐的优美和幽默；第三乐章，
小号前曲，较短小；第四乐章，快板或急板，明快的舞曲风格。海顿的另一
重要贡献是在交响曲首尾乐章的奏鸣曲式中，采用以旋律、节奏富有个性、
和声明晰的主题或动机来发展音乐的原则，形成富有逻辑性的古典音乐语言
风格。
海顿的音乐明快、乐观、幽默，充满了生气。他乐天安命于生活的环境，
然而对音乐艺术的追求却孜孜不息。他认为艺术的真正意义在于使人幸福，
使人得到鼓舞和力量。这些思想体现了启蒙主义的信念。海顿像是一个永不
失去童心的长者，他的交响曲尽管不具有深刻的思想，可是充满着人生的乐
趣与幽默感，为了吸引更广泛的听众，他采用民间舞曲性的旋律。在把交响
曲从贵族客厅中解放出来的道路上，海顿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是 １８ 世纪完
美的古典主义音乐风格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莫扎特
莫扎特（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Ａｍａｄｅｕｓ Ｍｏｚａｒｔ，１７５６—１７９１）是西方音乐史上最富
有智慧的音乐家。这位早熟的神童仅仅有 ３５ 年的短促生涯，却在众多音乐领
域里获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这与海顿漫长的探索历程形成鲜明对比，莫扎
特去世后海顿才写出他最重要的《伦敦交响曲》。然而在年龄、个性上存在
差异的两位作曲家却相互敬重，他们艺术上的互补推动了古典风格的发展。
莫扎特生于萨尔茨堡。当时属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城市，现在位于奥地利
西部。父亲利奥波尔德·莫扎特是萨尔茨堡大主教宫廷里一位小提琴兼作曲
家。当他发现幼年莫扎特出众的音乐天赋，就专心致力于小莫扎特的音乐教
育。６ 岁时，小莫扎特就能演奏钢琴、管风琴、小提琴，并创作了第一首小
步舞曲，９ 岁写交响曲，１２ 岁已经完成了第一部歌剧。莫扎特 ６ 岁—１５ 岁期
间里，一半以上的时间由父亲带领，和姐姐一起，在欧洲各地长途巡回旅行
演出，足迹遍布巴黎、伦敦、维也纳、意大利、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对他
一生事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与各地音乐家的接触，使他获得了广博的音乐
见识，其中巴赫的小儿子 Ｊ·Ｃ·巴赫的歌唱性快板和协奏曲、意大利歌剧艺
术和萨马丁尼的交响曲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童年的这种颠簸生活也有损于
莫扎特的身心健康，他过早辞世与此不无关系。然而童年受到的神童礼遇和
广博见识，培养了他的艺术家的自尊和市民意识，开拓了他的艺术视野。
成年的莫扎特越来越难以忍受萨尔茨堡的闭塞的环境和大主教仆役的音
乐职位。可是 １７７７ 年在欧洲的寻职旅行，以母亲在巴黎去逝而悲剧般告终。
１７８１ 年他与主教发生冲突后，毅然赴维也纳成为西方音乐史上大作曲家中第
一位“自由音乐家”。在维也纳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经历了四、五年的辉煌
时期后，经济状况和健康每况愈下。莫扎特一生没有固定职业，１７８７ 年曾获
得“宫廷室内乐作曲家”的荣誉性的任命。尽管海顿曾写信给音乐赞助人，
疾呼应酬劳这位伟大的天才，莫扎特还是于 １７９１ 年在贫病中死去，葬于贫民
公墓。

莫扎特音乐创作领域广阔，包容了当时各种体裁形式。有 ２２ 部戏剧作
品、５０ 多首交响曲、２５ 首钢琴协奏曲、１２ 首小提琴协奏曲、２６ 首弦乐四重
奏、１７ 首钢琴奏鸣曲、４２ 首小提琴钢琴奏鸣曲。莫扎特创作过程以机敏快捷
著称，有些传记甚至记载他边谈话说笑边作曲。实际上，他常常是在头脑中
将作品构思好，甚至细节部分也安排就序，而人们看到的作曲过程是他将构
思完整的音乐记录在乐谱上的过程。
莫扎特是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中，在意大利声乐歌剧领域和德奥器乐领
域都获得成功的唯一一位作曲家，他并且把二者的风格相互融通。
歌剧是莫扎特最痴迷的领域，他一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主要作品有：
意大利正歌剧《伊多美纽斯》、《迪多的人慈》，德国歌唱剧《后宫诱逃》。
达·蓬特撰写剧本的三部歌剧中：《女人心》是传统的意大利喜歌剧。《费
加罗的婚礼》以意大利喜歌剧的形式构思，融合了正歌剧的严肃戏剧矛盾主
题，音乐充分显示出莫扎特以音乐塑造戏剧角色的卓著才能。除咏叹调外，
重唱成为表现戏剧紧张矛盾场景的重要手段。《唐璜》则是一部悲喜剧，剧
中主要角色唐璜未被写成一个无道德的罪犯，而是处理为无视权威和传统道
德的死不悔改的反叛者。莫扎特和达·蓬特对唐璜这位文学中人物的戏剧处
理影响了许多后世的音乐家。《魔笛》是一部德语对白的德国歌唱剧，它把
意大利与德国、正歌剧与喜歌剧的不同因素，甚至众赞歌都集于一身，成为
第一部伟大的德国歌剧。莫扎特歌剧中，在乐队对于戏剧的烘托、序曲预示
和渲染歌剧氛围的效果等方面都是同代音乐家未能达到的。
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和交响曲主要受海顿的影响，他题赠给海顿的六首
《海顿四重奏》体现了他与这位前辈的亲密关系，但是他的更出色的室内乐
作品是《ｇ 小调五重奏》（Ｋ５１５）、《Ａ 大调单器管乐弦乐五重奏》（Ｋ５８１）
等作品。莫扎特主要的六首交响曲包括：《Ｄ 大调第 ３５ 交响曲》（哈夫纳）、
《Ｃ 大调第 ３６ 交响曲》（林茨）、《Ｄ 大调第 ３８ 交响曲》（布拉格）、《ｈＥ
大调第 ３９ 交响曲》、《ｇ 小调第 ４０ 交响曲》、《Ｃ 大调第 ４１ 交响曲》（朱
比特）。其中后三部为最优秀之作，是在 １７８８ 年夏天短短的 ６ 周内完成的。
第 ３９ 热情欢快，第 ４１ 壮丽、凯旋，而第 ４０ 在抒情歌唱的激动音流中流露出
抑制不住的悲凉。莫扎特在交响曲形式上受益于海顿，较少创新，但是后期
的作品，特别是后三部交响曲在情感揭示的深度、音乐形式及紧张与松驰对
比处理的完美方面，已经超过了海顿。
莫扎特最有特色的器乐体裁是协奏曲，特别是他在维也纳时期，为自己
在音乐会上演奏创作的一批钢琴协奏曲。他在巴洛克协奏曲的三乐章格式基
础上，运用古典主义音乐形式原则，独奏钢琴与乐队更富有戏剧和交响性效
果。
莫扎特以其敏感的才能，在其他音乐体裁中都有不同凡响的手笔。他的
钢琴奏鸣曲旋律优美，晶莹剔透。社交场合娱乐性背景音乐的小夜曲这类体
裁中，也有《Ｇ 大调弦乐小夜曲》这样的名篇。
莫扎特把意大利声乐抒情乐思带入器乐创作，使器乐音乐也富于歌唱
性，甚至动力性节奏的音乐部分也有歌唱——歌唱性快板。而作为一个旋律
大师，他也不乏音乐的结构感。
莫扎特尽管有一些作品充满了戏剧性，甚至悲剧性，但他的多数作品是
纯真、亲切、阳光明媚的。莫扎特生活的世界充斥着烦恼和阴暗，然而从他
笔下涌流出的音乐却是一种升华的，具有古典美的艺术。他是古典主义时期

的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把自己全部的身心都融入了音乐世界，音乐也就成为
他的生活。
四、时代的音乐巨人——贝多芬
贝多芬（Ｌｕｄｗｉｇ ｖａｎ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１７７０—１８２７）生于德国波恩。酗酒的
父亲希望他成为莫扎特式的神童，强迫小贝多芬长时间练习钢琴。零乱的学
习和恶劣的家庭环境摧残了贝多芬的童年生活，也锻炼了他的独立精神。波
恩丰富的音乐生活培养了他的音乐鉴赏力，他的第一位真正的音乐教师是波
恩的宫廷乐师 Ｊ·Ｇ·聂夫。贝多芬 １７９２ 年赴维也纳，曾跟海顿短期学习（两
人不很融洽），还师从过阿尔布雷希茨贝格、萨列里和申克等。１７９５ 年在维
也纳以钢琴家身份登台。
与海顿、莫扎特不同，在维也纳贝多芬过着一种更为自尊的、有保障的
艺术家生活。这是一种改变了方式的赞助制度，他没有依附于某个亲王、公
爵的宫廷，但是一些爱好音乐的贵族被他的有强烈个性的演奏风格、新颖的
乐思所吸引，以不同的方式慷慨资助：付大笔款项、提供私人乐队供实验演
出等。贝多芬虽与贵族保护人往来，但人格是完全独立的，偶尔甚至是粗暴
的。他曾说：“与贵族相处是好事，但是必须使他们对你有深刻的印象”。
此外出版业和音乐会生活的发展都补益了他的经济生活。他不再需要像海
顿、莫扎特那样，为了保护人或约定者的特别需要而仓促地写作。贝多芬是
发自内心而创作，为理想中的广大听众而创作。
贝多芬有前辈音乐家们未曾有过的广博的社会阅历。他身处欧洲最为惊
心动魄的政治变革时期，先后经历了开明君主专制、法国大革命和封建复辟
的历史时期。生气勃勃的社会新阶层及其思想，鼓舞、培育着他成为一位具
有社会参与精神的艺术家。他早年在波恩大学旁听哲学课，崇拜最激进的启
蒙学者——文学教授 Ｅ·施奈德尔。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冲击，无不反映在以
他的《第三交响曲》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然而也就是从这首作品起，他
开始真正捕捉到了自己音乐的风格气质。在反对法国扩张侵略的战争中，他
写了应时作品《威灵顿的胜利》和康塔塔《光荣的时刻》。尽管拿破仑称帝
后他憎恶这位独裁者，但他始终为拿破仑的伟大而心荡神怡，这位社会地位
低下的科西嘉岛炮兵少尉的成功鼓舞着他的民主思想。他是长期抱定一种思
想的人，在革命已时过境迁的封建复辟时期，《第九交响曲》、《庄严弥撒》
最后申明了他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
贝多芬个人生活经历的痛苦与他艺术事业的辉煌形成巨大的反差。当他
在维也纳刚刚站稳脚根，美好前景的艺术之门向他敞开的时候，他发现自己
不可治愈的耳疾在迅速地恶化，最终必然要完全丧失听觉。１８０２ 年他在维也
纳郊外痛苦地写下了“海利根拖塔特遗嘱”，但是，他终于战胜了自我，渡
过了危机，他决心在生活的痛苦阴影下，到艺术中去寻找欢乐。１８１６ 年贝多
芬完全失聪后过着隐居的生活，性格变得郁闷、暴躁、病态的多疑，来访者
只能与他笔谈，可是他的创作力完全没有减退。他一生未婚，虽然与一些贵
族女子相爱。收养的侄儿给他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烦恼。
贝多芬的作品数量比海顿和莫扎特少，他的创作过程是艰难的，构思一
部作品，捕捉到一个理想的乐思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贝多芬的音乐比
前两者更富有个人独创性。他的作品包括：９ 首交响曲、一部歌剧、两首弥

撒曲、１１ 首序曲、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和 ５ 首钢琴协奏曲、１６ 首弦乐四重奏、
３０ 首钢琴奏鸣曲、１０ 首小提琴奏鸣曲等。
贝多芬的创作一般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代表作是：《Ｃ 大调第一交响
曲》、《ｂＢ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Ｄ 大调第二交响曲》、《Ｃ 大调第一
钢琴协奏曲》、《Ｃ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钢琴奏鸣曲有：《Ｃ 小调奏鸣曲》
（悲怆）、《＃Ｃ 小调奏鸣曲》（月光），《ｄ 小调奏鸣曲》（暴风雨）等。
贝多芬中期创作明显地确立了个人的风格，后人理解的贝多芬的风格，一般
是指这个时期的音乐。主要作品有：《ｂＥ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 《ｂＢ
大调第四交响曲》、《Ｃ 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Ｆ 大调第六交响曲》
（田园）、《Ａ 大调第七交响曲》、《Ｆ 大调第八交响曲》、《Ｇ 大调第四钢
琴协奏曲》、《ｂＥ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歌剧《费德里奥》，序曲：《埃
格蒙特》、《科里奥兰》，钢琴奏鸣曲：《Ｃ 大调》（华尔斯坦）、《ｆ 小调》
（热情），小提琴、钢琴奏鸣曲：《Ｆ 大调》（春天）、《Ａ 大调》（克莱策），
弥乐四重奏：三首献给拉租莫夫斯基的“俄罗斯”四重奏、《ｂＥ 大调四重奏》
（“竖琴”四重奏）、《ｆ 小调四重奏》（庄严四重奏）等。贝多芬的后期
创作，音乐语言集中、抽象，精神的崇高与形式的奇特结合在一起。作品有：
《ｄ 小调第九交响曲》、《Ｄ 大调庄严弥撒》、《＃Ｃ 小调四重奏》、《ｂＢ 大
调四重奏》（大赋格）等。
贝多芬是一位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他继承了海顿、莫扎特所奠定的古
典交响曲体裁和奏鸣曲式的音乐形式，然而他以崭新的时代精神充实丰满了
这些音乐形式体裁。他在第三、五、九交响曲中，从不同的角度一再追寻“斗
争——宁静沉思——喧嚣戏谑——欢乐凯旋”这样一个哲理性的交响公式，
时代的英雄主题、个人与命运搏斗、人类达到理想王国的奋斗无不凝聚其中。
贝多芬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奏鸣曲式的两个主题具有真正的形象对比，主
题的广阔发展在音乐中具有重要意义。发展部成为奏鸣曲式动力的中心，尾
声里主题的发展潜能再一次得到发掘。宏大斗争的第一乐章之后的第二乐
章，时而亲切、时而悲哀的静谧沉思是贝多芬精神世界的另一个动人的侧面。
贝多芬交响曲在套曲形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以谐谑曲取代了传统的小步舞
曲第三乐章，谐谑曲的粗鲁、神秘、惊奇和戏谑正体现了他的生动性格。扩
大了规模的凯旋的第四乐章则体现了古典主义的艺术理想。
钢琴奏鸣曲在贝多芬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往往是创作的试验园
地。贝多芬的交响性思维和音乐激烈狂暴的气势，大大扩展了钢琴音乐的表
现力，改变了昔日人们对这种纤巧、细腻的宫廷娱乐乐器的印象。他的钢琴
奏鸣曲被称为音乐家的“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常指巴赫的《平均律钢
琴曲集》）。
贝多芬是音乐艺术的解放者，他以自身的才能和魅力改变了音乐家必是
身穿宫廷仆人号衣的屈辱的历史。他摆脱了音乐为上流社会娱乐装饰的因袭
传统，使音乐艺术从一般美的境界进入到崇高的境界，从而在人类文化思想
史中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贝多芬既是古典主义的完成者，又是浪漫主义
时代的引路人。他的音乐对于时代与个人的情感表现，宏伟的戏剧性和对自
然的依恋等都为浪漫主义开启了通向新时代的大门。

第六章 浪漫主义世纪
１９ 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充满了剧烈变革的时代。科学的发展、工业的革
命、经济的变革、新的社会、政治思想层出不穷，人们的生活经历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
启蒙思想影响下的解放运动——法国大革命，虽以拿破仑的军事独裁而
宣告完结，继而导致欧洲各民族君主政体的建立，然而它毕竟震撼了欧洲的
社会基础，并继续发挥着影响。１８３０ 年和 １８４８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同
样是受民族主义热情和政治自由理想的鼓舞。欧洲的民族主义，从前几个世
纪的模糊状态发展成为一种明确的信念、理想，成为历史文化发展的强大推
动力之一。
浪漫主义运动于 １８ 世纪下半叶起源于文学，１９ 世纪上半叶在文学中已
达到鼎盛，并漫延到其他艺术领域。音乐史上的浪漫主义时代大致包括 １８２０
——１９１０ 年近一个世纪。
浪漫主义反对崇拜理性，歌颂本能和情感。与古典主义客观地对待艺术
生活相反，浪漫主义以主观的角度感受事物。卢梭说：“我和我见过的所有
人都不同……”与诗歌里人称代词“我”大量出现一样，作曲家们也努力地
发掘着自我。他们往往与作品融为一体。浪漫主义的情感主义在文学的抒情
诗所洋溢出的激情中得到体现，而浪漫主义音乐的抒情旋律和细腻和声，更
直接地诉诸人们的情感。音乐艺术揭示印象、思想和情感的不明确性和无限
性，使它（特别是器乐音乐）成为理想的浪漫主义艺术。
浪漫主义恋慕自然。１９ 世纪是美术史上的风景画的时代，音乐家不仅把
大自然作为题材，也作为他们的力量和灵感之源。浪漫主义倾向于不同艺术
之间的结合，音乐家把音乐与文学和绘画结合起来，为的是追求更富想象力
的表现。
浪漫主义时代作曲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国大
革命导致了封建宫廷的衰落，也就摧毁了欧洲延续了几百年的音乐保护制
度。音乐家摆脱了宫廷附庸的地位，他们必须面向音乐会的广大听众和音乐
爱好者的需求，他们必须与出版商打交道。他们在这一解放过程中，也失去
了在社会中明确的地位。无常的生活常使他们陷入贫穷，或在精神上处于远
离社会人群的孤独境地。
一、早期浪漫乐派
早期浪漫乐派的作曲家生活创作于 １９ 世纪上半叶。韦柏和舒柏特在歌剧
和艺术歌曲中初露出浪漫主义特征。舒曼和肖邦在小型器乐、声乐体裁中则
以其激情、幻想和诗意完全体现出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柏辽兹的标题交响
曲则为中期浪漫主义开拓了道路。
韦柏
韦柏（Ｃａｒｌ Ｍａｒｉａ Ｗｅｂｅｒ，１７８６—１８２６）生于德国的小镇欧汀。曾在维
也纳学习音乐。１８１３ 年任布拉格剧院指挥，１８１６ 年任德累斯顿歌剧院指挥。
他的文学才能与音乐天赋同样出色，撰有音乐论著。
《魔弹射手》（又译《自由射手》）是他最重要的歌剧，完成于 １８２０
年，１８２１ 年在柏林演出。歌剧题材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常出现的神话、传奇、

历史相似，神密的大自然的森林背景，质朴的乡村生活，主人公的命运与神
秘的魔力纠缠在一起，象征着善与恶。韦柏在德国歌唱剧的基础上吸收了意
大利歌剧的手法，而德国民间风格的音调（如“猎人合唱”）和“狼谷”一
场音乐的魔幻气氛的出色渲染，都是歌剧的新颖之处。歌剧序曲的音乐都取
自于歌剧，简炼地概括了剧情。《魔弹射手》被认为是第一部浪漫主义歌剧。
韦柏的另外两部重要歌剧是《优兰特》和《奥伯龙》。他还写有大量器
乐曲。他的标题钢琴曲《邀舞》创造了圆舞曲的诗意的形象，被法国作曲家
柏辽兹改编为管弦乐曲。他还为他所钟爱的单簧管写了协奏曲。
舒柏特
舒柏特（Ｆｒａｎｚ 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１７９７—１８２８）生于维也纳近郊里克登
塔，父亲是爱好音乐的小学校长。童年随父学习小提琴，从兄学习钢琴。以
出色的童声进入帝国教堂唱诗班，后任乐队队长，常担任指挥。他曾随萨列
里学习作曲。１８１８ 年以后，他放弃在父亲学校里的教职，在维也纳开始了自
由音乐家的生涯。他的几次不很认真的谋职都未能实现，一生少与贵族交往
（仅 １８１８—１８２４ 年间，作为兼职音乐教师，夏季去埃斯特哈齐家族的乡下领
地），主要依靠不固定的作品出版稿费度日，受到出版商的盘剥。在维也纳
与几位志趣相投的年轻艺术家形成小文化圈，给他的生活带来乐趣和慰藉。
他的生活时常陷于贫困，在朋友的接济下才得以度过难关。１８２１ 年参加维也
纳“音乐之友协会”，歌曲和室内乐作品在协会举办的“音乐晚会”和“音
乐沙龙”中演出。年仅 ３１ 岁在贫病中死于维也纳。葬于贝多芬墓的近旁。
虽然舒柏特并不是艺术歌曲的创造者，但是他短暂一生创作的六百多首
歌曲，使德国艺术歌曲 Ｌｉｅｄ 一词，而非英语的 Ｓｏｎｇ 或法语的 Ｃｈａｎｓｏｎ，成
为音乐史上艺术歌曲的名称。舒柏特表现了浪漫主义艺术家对诗歌的向往，
他贪婪地阅读诗歌，选作歌词的既有歌德、席勒、海涅、缪勒、施莱格尔，
也有平庸的诗作。但在舒柏特的笔下，所有的诗都变成了音乐。他并不因偏
爱诗歌而使旋律有失完整，他善于以自然完美的音乐表现出诗的意境。而且
钢琴伴奏的和声、色彩和织体变化都是重要的艺术表现因素。体现了歌词与
音乐、人声与伴奏的理想的统一。这是其后只有极少作曲家能够达到的艺术
境地。
舒柏特的歌曲有的似质朴的民歌，如《野玫瑰》、《菩提树》，有的弥
漫着甜蜜和忧郁，如《在海边》、《流浪者》，还有的充满了雄辨和紧张的
戏剧性，如：《魔王》。在音乐形式上有简单的或变化的分节歌和根据歌词
贯穿发展的叙述性歌曲。他的主要歌曲还有《纺车旁的马格丽特》、《海的
静寂》、《摇篮曲》、《鳟鱼》、《死神与少女》和《致音乐》等。
舒柏特根据缪勒的两部浪漫主义的组诗创作了声乐套曲《美丽的磨房
女》和《冬之旅》。它们是由一些结构各自独立，情节上相互有一定联系的
歌曲组成。前者写了一位青年磨工的失意爱情；后者的主人公是一位饱经风
霜的漂泊者，往事的回忆只是不断地增加着他的痛苦。其中情感的凄凉与悲
哀可以说是舒柏特后期心境的写照。歌曲集《天鹅之歌》是由舒柏特晚期的
１４ 首歌曲组成。
舒柏特在艺术歌曲中展示了不拘成规的丰富幻想，而在器乐作品中却保
持了古典主义的明晰性。他的交响曲采用古典主义传统的形式，但是声乐式
的歌唱性旋律，徘徊的和声等因素，构成了一种浪漫主义交响曲的新风格。

重要的作品有《ｂＢ 大调第五交响曲》、《ｂ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
《Ｃ 大调第九交响曲》。他还把抒情风格运用于钢琴音乐，创作了《音乐瞬
间》和《即兴曲》这类浪漫主义风格的钢琴小品。
门德尔松
门德尔松（Ｆｅｌｉｘ Ｍｅｎｄｅｌｓｓｏｈｎ，１８０９—１８４７）生于汉堡，祖父是著名的
犹太哲学家，父亲为成功的银行家，母亲具有深厚的文化和音乐修养。他是
在音乐家中少有的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从小获得全面的文化和音乐教
育。负责他音乐教育的采尔特培养了他对古典音乐文化的尊崇态度。门德尔
松的家是柏林文人常聚会的地方，常举行音乐会。１７ 岁时，在家中他指挥管
弦乐队演奏了自己创作的《仲夏夜之梦》序曲。２０ 岁时他指挥演出了巴赫的
《马太受难乐》，使这部埋没了近百年的伟大作品重见天日，并促进了 １９
世纪的巴赫复兴运动的发展。他十次访问英国，成为亨德尔之后最受英国听
众热爱的德国音乐家。１８３５ 年任莱比锡布业公会管弦乐团（欧洲历史最悠久
的乐团）的指挥。１８４２ 年创立了莱比锡音乐学院。
门德尔松的交响乐作品代表了他创作的主要成就。《第三“苏格兰”交
响曲》是欧洲北方阴沉、昏暗的景色和历史古迹所勾起的悲壮的历史浮想。
《第四“意大利”交响曲》表现了南国明媚的风光、长途跋涉的香客行列和
城市广场生气勃勃的萨尔塔列拉舞曲。《第五“宗教改革”交响曲》是为庆
祝马丁·路德新教纲领三百周年而作，第四乐章引用了著名的新教众赞歌《上
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
门德尔松出色的音乐会序曲确立了这种体裁在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地
位。主要作品包括：《仲夏夜之梦》、《赫布里底》（“芬加尔岩洞”）、
《平静的海洋和幸福的航行》、《美丽的梅露西娜传奇》和《吕伊·布拉斯》。
其中《仲夏夜之梦》是门德尔松 １７ 岁时的手笔，是在他与姐姐芬妮初读莎士
比亚所激发出的热情下创作的，作品中以精巧的管弦乐手法创造出了仙境与
漂游的精灵形象，显示出脱俗的想象力和幽默感。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又为
柏林上演的戏剧《仲夏夜之梦》在他原序曲之后续写了谐谑曲、间奏曲、夜
曲和婚礼进行曲，好像又恢复了少年时才思敏捷的灵感。
《ｅ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门德尔松的一部佳作，音乐清晰简洁，精致
优雅而充满了抒情气息，小提琴技巧不很艰深，效果却辉煌。他还写有两首
钢琴协奏曲。八集《无词歌》汇集了 ４８ 首浪漫主义钢琴小品，这是他最流行
的钢琴作品，如歌、细腻、抒情、优雅。他的钢琴作品还有《严肃变奏曲》
（ＯＰ．５４）、《随想回旋曲》（ＯＰ．１４）等。
门德尔松把古典大师贝多芬的音乐视为楷模，在无法超越的古典形式
中，他注入了浪漫主义的情感和诗意的暗示。他以恬淡的幻想力和精致的管
弦乐处理手法创造出了浪漫主义的音乐风景画。他避免过份的情感，决不允
许音乐灵感之外的东西来打扰音乐布局和比例，他的一些作品虽有标题，但
并非真正的标题交响乐。他憎恶一切模糊、浮夸、混乱和冗长，追求完美的
秩序、节制和简洁的表达。他是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者。
舒曼
舒曼（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ｈｕｍａｎｎ， １８１０—１８５６）生于德国萨克森的茨维考。父
为书商兼作家，影响舒曼爱好文学。他顺随母愿在大学攻读了几年法律，最

终还是投身使他充满了幻想的音乐，跟随莱比锡一流的钢琴教师维克学习钢
琴。由于练习过度损伤了手指，成为钢琴家的希望破灭，音乐的热情转向作
曲。３０ 年代写下大量钢琴曲。１８３４ 年创办了《新音乐杂志》，抨击沙龙艺术
中的庸俗倾向，提倡新浪漫主义风格，推举有才华的青年音乐家。１８４０ 年诉
诸法律才摆脱了老维克的阻挠，与著名女钢琴家克拉拉·维克结婚。同年创
作了大量歌曲，称为他的歌曲年。之后转入交响曲、室内乐创作。１８４３ 年受
聘于门德尔松创办的莱比锡音乐学院任教，但是由于梦幻的性格不适合教
学，不到一年便辞去教职。１８５０ 年被任命为杜塞尔多夫市的音乐指导。克拉
拉则成为舒曼钢琴作品的首位阐释者和传播者。舒曼在 ４０ 年代隐约出现精神
病症，５０ 年代精力显著衰退，１８５４ 年病情发作投入莱茵河，被救起送入精神
病院，两年后去世。
舒曼是一位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的音乐家。他精通文学，他喜爱的
作家是霍夫曼和让·保罗这样一些富于幻想的诗人。他把诗人的激情与幻想
气质带入了音乐，他的音乐与文学的融合不是表面的而是内在深层的。
钢琴音乐是他重要的创作领域。主要作品包括：钢琴套曲《蝴蝶》、《狂
欢节》、《大卫同盟盟友舞曲》、《克莱斯列安娜》、《童年情景》，和《Ｃ
大调幻想曲》、《交响练习曲》、《ａ 小调钢琴协奏曲》等。舒曼在钢琴作
品中经常采用字谜游戏的方式，把名字转译为音乐的主题或动机。如《狂欢
节》的主要音乐动机是 Ａ—ｂＥ—Ｃ—Ｂ 和 ｂＡ—Ｃ—Ｂ，是由他的女友出生地的地
名 Ａｓｃｈ 转化来的。他还以音乐刻画出人物的性格与气质。如《狂欢节》中，
代表舒曼性格两个方面的弗洛列斯坦与约塞比乌斯及肖邦、帕格尼尼和克拉
拉等人物，舒曼都赋予简短生动的音乐形象。他钢琴音乐中激情的旋律、冲
动的节奏和突变的和声都成为日后浪漫主义钢琴语言的特征。
舒曼是继舒柏特以后的又一位艺术歌曲作曲家。他选择诗歌严格，一般
都为名家名作。像舒柏特被歌德所吸引一样，他喜爱的诗人是海涅。他的艺
术歌曲不注意自然景物的描绘，而是把一切都化为丰富想象的诗意的情感。
歌曲中钢琴的地位提高，形成钢琴与声乐二重奏，钢琴前奏、间奏、后奏在
歌曲中起重要作用。主要声乐套曲有《桃金娘》、《诗人之恋》和《妇女之
恋》。
舒曼还写有四首交响曲和为戏剧配乐而作的序曲《曼弗雷德》等。
肖邦
肖邦（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Ｃｈｏｐｉｎ，１８１０—１８４９）生于华沙附近的热拉
左瓦——沃拉，父为居住在波兰的法国人，母为波兰人。６ 岁学习钢琴，８
岁登台公演。身为法语教师的父亲，坚持肖邦在学习音乐的同时要完成普通
教育的学业。１６ 岁入华沙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作曲，并创作了他的两首钢琴
协奏曲。他 １８３０ 年赴维也纳后，华沙先后发生反抗沙皇的起义和俄军重新占
领华沙的政治事件。在激愤的心情下，写出了《Ｃ 小调“革命”练习曲》、
《Ｄ 小调前奏曲》等作品。１８３１ 年定居巴黎，结识李斯特、柏辽兹、贝利尼、
梅耶贝尔、雨果和巴尔扎克等著名艺术家。他是音乐史上不多见的只开过三
十多场音乐会的大钢琴家。主要在沙龙演奏，是巴黎上流社会极受欢迎的艺
术家。１８３７ 年与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结识后恋爱同居十年，形成创作上的重
要阶段。１８４７ 年两人关系破裂后，肖邦严重的肺结核病日益加剧，１８４９ 年逝
世于巴黎。
肖邦是 １９ 世纪最伟大的钢琴音乐作曲家。贝多芬在钢琴上表现管弦乐队

的效果，李斯特则把钢琴视为万能乐器，而肖邦探求的只是钢琴的效果，创
造了自成一派的钢琴艺术。
肖邦是典型的浪漫主义音乐语言的创造者之一。在他成熟的作品中，没
有一首是依赖传统的形式或手法的。他是在早期浪漫派作曲家中与贝多芬式
的匀称结构、主题发展的音乐思想距离最远的一位作曲家，他的艺术是随想、
即兴式的。乔治·桑曾这样回忆肖邦的工作情景：“他的创作能力是自然而
又不可思议的，他无须努力或是预先准备即可获得之，……但他的创作却是
我们见过的最伤神的劳动，为了修饰某些细节，要经历不断的尝试、犹豫不
决和发些脾气。”肖邦的音乐虽也与诗歌、舞蹈有联系，但与同时代的其他
浪漫主义作曲家不同，肖邦的音乐从不是描绘性的。一切幻想、隐秘、激昂、
悲伤在他笔下都化为充满诗意的抒情性的自白，他是“最纯真的浪漫主义钢
琴抒情诗人”。
肖邦在 １８３０ 年离开波兰时写了第一首马祖卡舞曲，他一生的最后一首作
品也是马祖卡舞曲。５１ 首马祖卡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表现了他对祖国永久
的思念。他把这种波兰民间舞曲上升为艺术音乐体裁。波罗乃兹舞曲长期以
来是波兰的一种华丽的贵族舞蹈音乐，肖邦的几首优秀的波罗乃兹 ＯＰ４０、
ＮＯ．１、Ａ 大调，ＯＰ４４、ｆ 小调，ＯＰ５３、ｂＡ 大调已成为缅怀波兰民族英雄光辉
业绩的史诗。在短小的体裁中肖邦更富于创造力。２４ 首前奏曲是他沉迷于巴
赫音乐时创作出来的，它们不再具有前奏曲的性质。这些独立的小曲包含了
丰富的情感内涵和新颖的和声手法。他受菲尔德影响写的梦幻般的 １９ 首夜
曲。３ 首即兴曲与前两种体裁一样是肖邦最让人感到亲切的体裁。他为钢琴
技巧练习而作的练习曲也是富有诗意的。他首创了器乐的叙事曲。《ｇ 小调
第 １ 叙事曲》（ＯＰ２３）受波兰爱国诗人密兹凯维奇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
的启发，音乐的布局和形象体现了长诗的叙事性质和精神。 《ｆ 小调第四叙
事曲》（ＯＰ５２）则具有幻想和色彩的性质。肖邦的四首谐谑曲已无这种体裁
原有的戏谑，而完全是一种严肃、刚强有力、热情快速的音乐。肖邦还写有
两首协奏曲、３ 首奏鸣曲及圆舞曲、船歌、摇篮曲等。
柏辽兹
柏辽兹（Ｈｅｃｔｏｒ Ｂｅｒｌｉｏｚ，１８０３—１８６９）生于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尔附
近。童年没有得到正规音乐训练，学习长笛和吉他。父亲让他继承祖业入巴
黎医科学校，可是歌剧院比解剖室对他更有吸引力，他终于放弃医学，入巴
黎音乐学院学习作曲。１８３０ 年获罗马作曲比赛大奖，同年写出他影响最大的
作品《幻想交响曲》。为了解决经济困难，他致力于音乐评论。他在法国一
直受保守音乐家的反对，谋求巴黎音乐院教职却仅获得图书管理员的职位。
１８３８ 年帕格尼尼赠予二万法郎，为了使他有较多时间从事创作。两次接受法
国官方委托写作纪念 １８３０ 年革命纪念仪式上演奏的作品，创作了《安魂曲》
和《送葬与凯旋交响曲》。后半生到欧洲各地访问，指挥自己的作品演出虽
然引起过轰动，但是在巴黎他的作品多遭冷遇。晚年妻儿相继去世，在孤寂
中渡过余生。
德奥早期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主要在小型音乐体裁上体现出浪漫主义倾
向，而柏辽兹面向音乐会的大型交响性体裁开拓了标题交响曲新领域。柏辽
兹继承了贝多芬四乐章交响曲的框架，但是作品的构思带有很浓的文学性。
如《幻想交响曲》每个乐章都有文学性标题，还设想让听众在音乐会上阅读
解说性的说明书。第一乐章“梦幻与热情”是变化的奏鸣曲式；第二乐章，

“舞会”是相当于古典交响曲谐谑曲的圆舞曲；第三乐章，“田野景色”是
一首田园牧歌；第四乐章，“赴刑进行曲”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那样是一
个插入的段落；末乐章，“妖魔夜宴”引子和快板。这部作品整体是按文学
的情节设计的，音乐结构安排服从文学的需要，在音乐表现手法上采用不断
出现“固定乐思”，象征青年艺术家头脑中不时浮现出的恋人的形象，获得
音乐戏剧的效果。加之想象力和表现力丰富的配器法。《幻想交响曲》成为
一首真正的标题交响曲。尽管其中某些方面由于侧重文学性而破坏了音乐的
逻辑规律，然而这种音乐与文学、戏剧相综合的尝试，为浪漫主义交响乐开
启了一个新的天地，影响了后来的数代作曲家。
柏辽兹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交响曲，与前者具有同样的性质，并有
协奏曲的特征。戏剧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更为新颖地在交响曲中加
入独唱、合唱。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戏剧传奇《浮士德的责罚》、序曲《罗马
狂欢节》、歌剧《特洛伊人》等。
柏辽兹是一位管弦乐法大师。管弦乐手法是他作品戏剧性表现的重要媒
介。他所创造的新颖的乐队音色、织体写法等，丰富了浪漫主义音乐语言。
他的《配器法》一书，是这方面经验的理论总结。
二、中期浪漫乐派
中期浪漫乐派的主要代表是李斯特和瓦格纳，他们的主要创作时期在
１８５０ 年以后。继柏辽兹之后，他们在交响乐和歌剧中追求“综合艺术”的理
想，极力扩大音乐的精神内涵。与前两位激进浪漫主义作曲家相对照的是布
拉姆斯。此外，中期浪漫乐派的代表还有布鲁克纳。
李斯特
李斯特（Ｆｒａｎｚ Ｌｉｓｚｔ，１８１１—１８８６）生于距奥地利边境不远的匈牙利赖
丁小镇。１８２１ 年举家迁居维也纳，从车尔尼学习钢琴，向萨列里学习作曲。
从 １１ 岁便开始了辉煌的钢琴演奏生涯。在巴黎他受法国革命思潮和文学浪漫
主义运动的影响。吸收肖邦、柏辽兹和帕格尼尼等人的成就。１８４８ 年以前，
他在欧洲各地演出，受到狂热的欢迎，成为一代具有超凡技艺的钢琴巨人。
这一时期主要创作钢琴作品。１８４８—１８６１ 年期间，任德国魏玛宫廷乐队指挥
与音乐总监，大力扶植进步的作曲家，演奏他们的最新作品。１８５４ 年组织了
“新魏玛协会”，几年后进而组织“全德音乐协会”，使魏玛成为当时音乐
文化中心地之一。此期间还创作了他的大部分交响乐作品。由于与塞恩—魏
特根斯坦公主的婚姻受挫，在一次关于歌剧演出的争议之后，迁居罗马。接
受了低级的圣职，但仍为慈善事业演奏，奔波于罗马、魏马、布达佩斯，从
事创作、教学工作。教授出一批钢琴名家。去维罗特探望女儿科西玛时去世。
李斯特是 １９ 世纪最辉煌的钢琴演奏家。他受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名家帕格
尼尼的启发，决心在钢琴上创造出同样的奇迹。他的演奏风格继承了克列门
蒂、贝多芬的动力性钢琴音乐传统，发展了一种 １９ 世纪音乐会的炫技性演奏
风格。另一方面他把钢琴视为万能的乐器之王，追求宏伟的交响性音响。他
的演奏和钢琴音乐创作大大推进了钢琴艺术的发展。
主要钢琴作品有：《１２ 首高级技巧练习曲》、《６ 首帕格尼尼练习曲》、
《旅行岁月》钢琴曲集和《１９ 首匈牙利狂想曲》实际上是依据匈牙利境内的
吉卜赛音乐创作的。《Ｄ 小调奏鸣曲》虽然是单乐章，但其内容表现的幅度

广阔，表现手法显示出李斯特的独创个性。两首钢琴协奏曲《ｂＥ 大调第一》
和《Ａ 大调第二》接近于他的乐队作品。李斯特还有大量的 １９ 世纪歌剧咏叹
调和交响曲的钢琴改编曲。在聆听音乐机会缺乏的 １９ 世纪，李斯特这些改编
曲在浪漫主义音乐的推广与普及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作为一位作曲家李斯特对 １９ 世纪的标题音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柏辽
兹的标题交响曲之后，首创出“交响诗”的音乐体裁。这种浪漫主义更为理
想的交响乐形式，来源于贝多芬、威柏、门德勒的序曲。李斯特 １３ 首交响诗
的标题，明示出它们与文学、绘画、戏剧的密切联系。如《匈奴战役》与绘
画相关，《玛捷帕》以雨果同名诗歌为据，《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戏剧的
主要角色，《普罗米修斯》则与德尔的诗篇有联系。与柏辽兹不同，李斯特
不注重用音乐去描绘场景、事件，他也从不陷入琐细的音乐解说，而追求对
作品的内容或艺术形象进行哲理性的概括。他的交响诗更近于贝多芬《交响
曲》的传统。李斯特的交响诗是单乐章，保留了奏鸣曲式的一些特征，各段
落速度的变化与对比又似把交响曲套曲浓缩在一起，以主导动机贯穿变化达
到音乐的统一和戏剧的发展。他的交响诗还有《塔索》、《山岳》、《理想》、
《匈牙利》等，其中最常演奏的是《前奏曲》。体现了他的炽热、夸张的音
乐情感特点。李斯特还写有《浮士德交响曲》和《但丁交响曲》。他的交响
诗在 １９ 世纪下半叶被各国音乐家广泛采用，成为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乐队体
裁。
瓦格纳
瓦格纳（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ａｇｎｅｒ，１８１３—１８８３）生于德国莱比锡。他几乎是自
学了作曲，２０ 岁放弃莱比锡大学的学习，先后在一些小歌剧院当合唱队长、
指挥。歌剧《黎恩济》在德累斯顿受到欢迎，被任命为萨克森国王的宫廷指
挥，开始了他对歌剧改革的历程。参加 １８４９ 年德累斯顿革命运动，革命失败
后被通缉，潜逃瑞士。写作了《艺术与革命》、《未来的艺术品》及两卷《歌
剧与戏剧》等论著。并着手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１８６１ 年获赦免，由于婚姻、
经济、艺术改革而陷入困境。１８６４ 年刚登上巴伐利亚王位的 １８ 岁的路德维
希二世、瓦格纳音乐的崇拜者，把瓦格纳召到慕尼黑，对其事业出力资助。
为了上演他的音乐剧在拜罗特建立节日剧院。
瓦格纳是 １９ 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之一。他是一位德国
歌剧的杰出作曲家，他毕生不屈不挠所要创立的一种新型歌剧，体现了浪漫
主义综合艺术的最高理想。他把自己的歌剧称为音乐剧。他认为，音乐剧是
一种戏剧、诗歌、音乐高度融合的体裁，其中戏剧是最终的目的，音乐只是
手段。为了保持剧中感情的连贯性发展，他革除了传统意大利歌剧最重要的
分曲结构形式（即把歌剧音乐分为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发展了一种比
宣叙调更有旋律性，比咏叹调更加灵活自由的咏叙性的“无穷尽的旋律”。
在瓦格纳看来，交响乐队是音乐剧中起统一作用的主要支柱，它把剧情、角
色都融汇在音响的洪流中，而声乐的旋律只是音响洪流中的一个声部。他进
一步采用交响曲中的主导动机来表现或象征人物、情感、思想。主导动机的
含意变化体现了剧情的发展。瓦格纳的半音和声为他音乐的连续不断和炽热
情感的表现提供了可能的音乐基础，也把欧洲大小调体系的和声推向了崩溃
的边缘。
瓦格纳在成名作《黎恩济》之后，分别在《漂泊的荷兰人》、《唐豪赛》
和《罗恩格林》中探索了新的歌剧道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尼伯

龙根的指环》、四部剧（《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
《神界的黄昏》）全面地实践了他的歌剧改革的构想。他的重要作品还有《名
歌手》、《帕西发尔》。
布拉姆斯
布拉姆斯（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Ｂｒａｈｍｓ， １８３３—１８９７）生于汉堡。从低音提琴演
奏员的父亲那里接受初期的音乐训练。年轻时伴随匈牙利小提琴家雷门尼在
德国巡回演出，结识了著名小提琴家约阿希姆，并被介绍给李斯特和舒曼。
他的作品给音乐名家们留下深刻印象，舒曼写文章把布拉姆斯誉为德国未来
的天才。他 １８６３ 年离开汉堡，任维也纳合唱团指挥，１８７２ 年任维也纳音乐
之友社艺术指导。１８７５ 年以后相继创作了他的四部交响曲。
布拉姆斯是在欧洲浪漫主义潮流处于高峰时期的一位“反潮流”艺术家。
作为一个交响曲作曲家，他不为新颖的标题交响曲和交响诗所动，对轰动一
时的瓦格纳的音乐剧也不屑一顾。像孤独安宁的人生一样，他的音乐风格在
时代风潮中也是孤独的。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更多地回首眺望古典主义
的过去。作为一个德国音乐家他身负着使命感，他要捍卫古典大师的伟大传
统。他通过深思熟虑的精心准备，４０ 多岁才开始创作交响曲。
布拉姆斯的主要乐队作品有《海顿主题变奏曲》、《Ｃ 小调第一交响曲》、
《Ｄ 大调第二交响曲》、《Ｆ 大调第三交响曲》、《ｅ 小调第四交响曲》、《“学
院”序曲》、《“悲剧”序曲》等。
布拉姆斯的交响曲均是无标题的，各乐章的结构及主题、动机发展手法
与古典传统相近。他的《第一交响曲》甚至在调性和结构上出现了与贝多芬
《第五交响曲》相同的表现模式。但是在布拉姆斯的交响曲中，那抒情宽广
的旋律、奇异幻想的叙事诗气质及和声与管弦乐音响色彩方面都无不显示出
浪漫主义特征。他在 １９ 世纪作曲家中最出色地解决了抒情性与古典形式间的
矛盾。如果说李斯特、瓦格纳的音乐代表了一种炽情、夸张的浪漫主义音乐
类型的话，布拉姆斯的作品则代表了深沉、含蓄、内在甚至艰涩的另一类型
的浪漫主义音乐。
布拉姆斯的室内乐重奏作品具有抒情、内省气质；他的钢琴作品更接近
舒曼和贝多芬。他的协奏曲没有炫技性而追求严肃的精神内涵，其中《Ｄ 大
调小提琴协奏曲》与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一样，是小提琴文献中的伟大杰
作。布拉姆斯的二百多首歌曲艺术，表明他是舒伯特和舒曼的继承人，他最
著名的声乐作品是《德意志安魂曲》。他热爱德国民歌，在声乐作品中爱用
通俗曲调，反映出他的民族精神。而早年吉普赛音乐的深刻印象，不仅使他
写出了《匈牙利舞曲》，而且给他的音乐注入了一种愉快的活力。
布鲁克纳
布鲁克纳（Ａｎｔｏｎ Ｂｒｕｃｋｎｅｒ，１８２４—１８９６）是奥地利安斯费尔登乡村教
师之子。１３ 岁入修道院唱诗班为歌童并学习管风琴，后成为管风琴师。１８５６
至 １８６８ 任林茨大教堂管风琴师，此间曾访问慕尼黑，聆听瓦格纳的《特里斯
坦与伊索尔德》，该剧音乐对他的创作风格有深远影响。１８６８ 年定居维也纳，
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和维也纳大学教授管风琴和对位，并开始了他的创作生
涯。
布鲁克纳是与布拉姆斯同一时代的维也纳交响曲作曲家，布拉姆斯在这

一领域已获得的名声，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阴影。加之他对瓦格纳音乐的赞赏
和吸取的态度，引起了对瓦格纳多持否定态度的维也纳音乐界和听众的反
感。他遭到音乐批评家汉斯立克的刻毒攻击。他的九部交响曲多数是在创作
了二十多年之后才上演的。《第三交响曲》１８７７ 年首演终场时只剩下包括崇
拜他的马勒等十来位听众。他由于别人的批评经常修订自己的交响曲。他的
交响曲还常被一些指挥和出版编辑删节，改换配器，形成多种版本。
与布拉姆斯一样，布鲁克纳继承了德奥古典交响曲的体裁形式，写作无
明确标题、传统四乐章交响曲。他从“综合艺术大师”瓦格纳的歌剧中吸取
了半音和声、巨大篇幅、整段的连续重复和规模庞大的管弦乐队等手法。但
是瓦格纳的歌剧的炽情爱恋的戏剧主题与他格格不入，据说他观摩瓦格纳歌
剧时，不看舞台只听音乐。布鲁克纳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质朴的泛神论的世
界观，使他的音乐既有冥想和神秘的因素，又有大自然所唤起欣悦的心境和
奥地利民间歌曲和舞曲的音调节奏。他的交响曲构思庄严宏大，多采用“星
雾”式的方法在曲首呈现主题，即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那样，第一主题
逐渐凝聚，然后逐渐增强。乐章的第二主题多是“歌曲似的主题群”，宽广
咏叹的旋律构成庞大的结构。配器里有明显的管风琴音响。
最常演奏的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有：《第四“浪漫”交响曲》、《第七交
响曲》（第二乐章为著名的怀念瓦格纳的挽歌式的慢板），此外重要作品还
有《第八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和《第三交响曲》。
三、晚期浪漫乐派
晚期浪漫乐派的马勒和理查·施特劳斯创作于世纪之交（１８９０—１９１０）。
他们作品中的庞大的音乐结构、高度的技巧，高度紧张的精神重负与玩世的
“乐观”都是世纪末的时代特征。
马勒
马勒（Ｇｕｓｔａｖ Ｍａｈｌｅｒ１８６０—１９１１）生于波希米亚的卡里什特一个犹太人
家庭。童年显出音乐才能，１５ 岁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对布鲁克纳的音乐
深为赞赏。１９ 岁起先后在布拉格、莱比锡、布达佩斯、汉堡担任歌剧院指挥，
并开始创作。１８９７—１９０７ 年间接受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指挥这一重要职位，他
与一批出色的音乐家合作，改变歌剧院原来的浮浅习气，提高了歌剧演出的
水平，使其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歌剧院。由于他在艺术上严格要求，决不妥
协，因而树敌过多，１９０７ 年被迫辞职。此时他年仅四岁的长女夭折，自己被
确珍为患有不治的心脏病。其后赴美国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爱乐乐团指
挥，１９１１ 年因心脏病在维也纳逝世。
马勒是维也纳的交响乐大师行列中的最后一位作曲家。他创作了 １０ 首交
响曲、歌曲——交响曲《大地之歌》和三部声乐套曲《旅行者之歌》、《亡
儿之歌》，《青年魔角之歌》。
马勒的交响曲具有典型的晚期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哲学性的宏伟的构
思，巨大的篇幅，复杂的结构，标题的性质，需要庞大的乐队演奏。马勒是
充满了社会道德责任感的艺术家，他希望通过自己交响曲的精神和道德作用
去“创造世界”。他的作品的主题中既有：大自然、民间传说、人类的爱、
诗意，又有命运的痛苦挣扎、无尽的悲哀，死的静寂和对彼岸的向往，表现

出世纪末的精神待征。
马勒又是一位抒情诗人，继舒柏特、舒曼之后创作了声乐套曲，他的套
曲《旅行者之歌》弥漫着舒柏特式的渴望，《青年魔角之歌》是在德国民间
诗歌的启发下写的，还有动人的《亡儿之歌》，它们都以管弦乐队伴奏。
马勒把歌曲与交响曲结合起来，发展了贝多芬首创的声乐交响曲的概
念。他的交响曲中有四部用了人声。作为他交响曲创作整体序幕的《第一交
响曲》的主题素材来自《旅行者之歌》，第二、三、四交响曲加入了独唱、
合唱，唱词选自《青年魔角之歌》，第五、六、七交响曲虽没用声乐，但音
乐上与《亡儿之歌》相关，第八交响曲，即“千人”交响曲，起用了庞大的
合唱队，根据中国唐诗译本创作的《大地之歌》被称为“歌曲——交响曲”。
马勒的交响曲渗透着奥地利流行歌曲、舞曲和波希米亚的民歌音调。长
线条的旋律形成抒情风格，和声富有表现力，管弦乐色彩敏感丰富。
理查·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ｒａｕｓｓ， １８６４—１９４９）生于慕尼黑。父亲是圆号
手。虽从小学习音乐，但未进音乐学院，毕业于慕尼黑大学。１６ 岁写出交响
曲和四重奏。他先后在迈宁根、慕尼黑和魏马等地任乐队指挥。１８９８ 年起为
柏林皇家歌剧院指挥，１９１９—１９２４ 年任维也纳歌剧院总指导。１９３３ 年被德国
纳粹任命为国家音乐局总监。１９３５ 年因与犹太剧作家合作歌剧被撤职。战后
移居瑞士。
在器乐音乐领域，施特劳斯致力于交响诗创作，大部分写于 １９ 世纪。主
要交响诗有《死与净化》、《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艾伦施皮格尔》、
《唐璜》、《唐·吉诃德》、《英雄的生涯》。两部标题交响曲是《家庭》
和《阿尔卑斯山》。２０ 世纪初，他转入歌剧创作，《莎乐美》、《埃莱克特
拉》和《玫瑰骑士》为主要作品。
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受李斯特同类体裁的启发，他有的交响诗标题是概括
性的，但是没有李斯特作品的严肃的哲理性；而柏辽兹式的富于细节描绘的
标题性更符合他的秉性，在文学自然主义的影响下，他的描绘甚至发展成音
响的模仿，如：《唐·吉诃德》中羊群的咩咩叫声，主人公斗风车的“空中
飞行”等。他综合了从莫扎特到瓦格纳的古典——浪漫主义大师的音乐技巧，
管弦乐队织体高度复杂而又精致细腻，形式结构灵活。一些作品成为考验现
代管弦乐队的试金石。
施特劳斯这位世纪末的技巧大师并没有综合古典—浪漫主义的精神内
容。与同时代的马勒不同，他没有时代社会道德的重负，他不需要理想，只
着眼于现世，常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嘲讽世人。他傲慢的个人主义在《英雄的
生涯》和《家庭交响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莎乐美》和《埃莱特克拉》
中的病态的狂乱情感更典型地显现出世纪末的艺术特征。
四、１９ 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歌剧
法国大歌剧和抒情歌剧
１９ 世纪上半叶，法国巴黎成为欧洲重要的歌剧艺术中心。格鲁克的歌剧
改革，法国大革命的动荡，中产阶级的解放，和拿破仑帝国的城市文化生活
发展都为歌剧发展提供了条件。大革命时期，巴黎的中产阶级经历了压迫与
解放，所以他们特别偏爱“拯救歌剧”（ｒｅｓｃｕｅ ｏｐｅｒａｓ），其情节常是忠诚

的 爱 人 甘 愿 冒 一 切 危 险 去 拯 救 身 陷 囹 圄 的 英 雄 。 如 凯 鲁 比 尼 （ Ｌｕｉｇｉ
Ｃｈｅｒｕｂｉｎｉ， １７６０—１８４２，意大利作曲家）的《两天》和在歌剧创作方面钦
佩凯鲁比尼的贝多芬创作的唯一一部歌剧《菲岱里奥》。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出现了大歌剧（ｇｒ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这是一种四或五幕的大
型歌剧，史诗或历史性内容，带有芭蕾舞，注重大场面，运用大合唱和大的
管弦乐队。作者有时为了追求轰动的舞台效果和跌荡的情节不惜牺牲戏剧展
开的逻辑。奥柏（Ｄａｎｉｅｌ Ａｕｂｅｒ，１７８２—１８７１，法国作曲家，凯鲁比尼的学
生）的《波蒂契的哑女》可称为第一部大歌剧。
而使大歌剧在 ３０ 年代影响广泛的是梅耶贝尔（ＧｉａｃｏｍｏＭｅｙｅｒｂｅｅｒ，１７９１
—１８６４）。这位德国人起初写作意大利歌剧，后来专心研究法国历史和艺术，
创作了《恶魔罗勃》、《胡格诺教徒》、《先知》和《非洲女》等作品。他
的歌剧声乐风格华丽，追求大乐队，多喜用升降号的调性，转调频繁，追求
舞台戏剧效果。法国大歌剧对法意两国的许多重要歌剧作家都产生了影响。
同时吸取了大歌剧和喜歌剧的因素，法国作曲家在 １９ 世纪下半叶又创造
出一种新的歌剧体裁——抒情歌剧（ｏｐｅｒａ－ｌｙｒｉｑｕｅ）。抒情歌剧多有牵动人
心弦的故事情节，感染人的旋律。作曲家们重又选择了那些著名的爱情故事
作为歌剧题材：托马（Ａｍｂｒｏｉｓｅ Ｔｈｏｍａｓ １８１１—１８９６）的《迷娘》、古诺
（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ｏｕｎｏｄ， １８１８—１８９３）的《浮士德》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马
斯内（Ｊｗｌｅｓ ｍａｓｓｅｎｅｔ，１８４２—１９２１）的《曼侬》、圣桑（ＣａｉｎｉｌｌｅＳａｉｎｔ
—Ｓａｅｎｓ，１８３５—１９２１）的《参孙与达里拉》。
比才（Ｇｅｏｒｇｅｓ Ｂｉｚｅｔ， １８３８—１８７５）的《卡门》也是创作于这一时期。
尽管它初演并不成功，但现在是最流行的一部法国歌剧。比才反对当时歌剧
的伤感或神话的故事情节，他选材方面的现实主义倾向预示了 １９ 世纪末的歌
剧新潮流。《卡门》戏剧场景和音乐表现出异国情调（比才早期歌剧已有此
特点），富有表现力的色彩性旋律，强烈的西班牙节奏，清晰的配器，形成
一种清新的音乐风格，音乐在表现人性的本质和激情方面的成功，使其成为
一部完美的抒情悲剧。
从罗西尼到威尔第
１９ 世纪意大利音乐家比以往更专注于歌剧体裁。意大利歌剧的发展没有
德奥或法国音乐中的激进浪漫主义的倾向，它更多的是按照自己民族、体裁
的传统自然地延续演进的，浪漫主义因素只是逐渐地渗透进意大利歌剧发展
中的。１９ 世纪意大利歌剧仍分类为正歌剧和喜歌剧。采用分曲的音乐结构。
罗西尼（Ｇｉｏａｃｃｈｉｎｏ Ｒｏｓｓｉｎｉ，１７９２—１８６８）是 １９ 世纪上半叶影响最大
的歌剧作曲家。他有出色的舞台戏剧才能和写作旋律的天赋，创作速度快捷，
１８—３２ 岁之间竟写出了 ３２ 部歌剧。他的喜歌剧机智、明快、典雅，层出不
穷地逗趣。《塞维利亚理发师》被誉为意大利喜歌剧之冠。其中充溢着似乎
永不会枯竭的旋律乐思和生动急嘴唱段。在正歌剧方面，罗西尼同样获得成
功，他的《奥赛罗》受到欢迎，致使后来威尔第要重写这一题材。１８２９ 年他
在巴黎创作出《威廉·退尔》后，目睹了法国大歌剧的兴起，他在一生的后
４０ 年里永远搁下了歌剧创作之笔。
１９ 世纪上半叶的另外两位歌剧作曲家是贝里尼和多尼采蒂。贝里尼
（Ｖｉｎｃｅｎｚｏ Ｂｅｌｌｉｎｉ，１８０１—１８３５）写有十部歌剧，主要的有：《梦游女》、
《诺尔玛》和《清教徒》。他的旋律舒展而自然起伏，具有纯朴而极富感染

力的优美线条。他的风格影响了肖邦、柏辽兹和瓦格纳。多尼采蒂（Ｇａｅｔａｎｏ
Ｄｏｎｉｚｅｔｔｉ １７９７—１８４８）与罗西尼几乎同时走上歌剧创作的道路，但是直到
贝里尼去世以后的三四十年代，他的作品才普遍受到欢迎。他有与罗西尼相
似的戏剧和旋律才能，他的喜歌剧虽未达到罗西尼歌剧的高度，然而他却创
作了许多这类体裁的优秀作品。他的七十部歌剧中著名的有：《拉美莫尔的
露契亚》、《爱的甘醇》和《唐帕斯夸莱》。
威尔第
威尔第（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Ｖｅｒｄｉ，１８１３—１９０１）生于意大利北部巴塞托附近的
隆高勒，父为贫穷的小客栈主。他最初跟当地管风琴手学习。考米兰音乐学
院未被录取后，从斯卡拉歌剧院艺术指导拉维尼亚私人学习。从 １８３６ 创作第
一部歌剧《罗彻斯特》到 １８９３ 年《法尔斯塔夫》的完成，经历了 ５７ 个年头
的漫长艺术生涯。早期的歌剧《纳布科》等，对于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统治斗
争的隐喻，使他的音乐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５０ 年代的几部歌剧使他获得了
世界声誉。１８６０ 年意大利独立战争后，曾被选为国会议员。当他八十高龄时
仍保持惊人的创作力。
威尔第是一位真正的意大利音乐家，他以一生的勤奋创作，使意大利歌
剧这种传统体裁形式，在欧洲音乐艺术快速发展的浪漫主义时代，不仅保持
着民族的本色，而且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他早期的歌剧以其中的一些合唱闻
名，如《纳布科》、《十字军中的伦巴第人》等。从《路易丝·米勒》开始
到 １８５０ 年——１８５３ 年间创作的三部名作《利哥莱托》（又名《弄臣》）、
《游吟诗人》和《茶花女》，标志着他歌剧创作的成熟定型。威尔第中期创
作吸收了法国大歌剧的成分，具有更加雄伟的规模，更为整体性的戏剧观念。
他在《假面舞会》、《命运的力量》、《唐·卡洛斯》中的探索，在《阿伊
达》中最终实现。《阿伊达》是受埃及总督委托，为 １８７０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
幕典礼而创作的。他晚期的《奥赛罗》是三百年来意大利悲剧性歌剧的总结，
而《法尔斯塔夫》与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和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
发师》并列为三大著名意大利喜歌剧。
威尔第的歌剧依照传统，通常采用历史题材（只有《茶花女》以现实主
义手法描绘现代社会），但是他坚持歌剧作为人性的戏剧的观念，处理题材
时，他首先重视的是以戏剧情节深刻表现人的性格和强烈的热情，这与瓦格
纳歌剧的浪漫性质与神话象征完全不同。威尔第崇拜贝多芬，他继承了罗西
尼、贝里尼和多尼采蒂的传统。坚持直接以质朴、热烈的独唱声乐旋律作为
歌剧最主要的表现媒介，采用传统分曲式的形式，（在《奥赛罗》中他寻找
到了更富有戏剧性的将分曲连贯起来的音乐方法）重唱与合唱都成为歌剧戏
剧表现的有力的辅助手段，管弦乐队简洁有效。威尔第的歌剧发扬了意大利
歌唱传统，提高了歌剧的戏剧表现能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率直、高尚和热烈
的艺术个性气质。
真实主义歌剧和普契尼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初，在以法国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和意大利
韦尔加为代表的真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意大利出现了真实主义倾向的
歌剧。马斯卡尼（Ｐｉｅｔｒｏｍａｓｃａｇｎｉ，１８６３—１９４５）以韦尔加的同名小说创作
了《乡村骑士》，列昂卡瓦洛（Ｒｕｇｇｉｅｎｏ Ｌｅｏｎｃａｖａｌｌｏ，１８５８—１９１９）创作

的《丑角》，都采用了真实主义的文学剧本，剧中人物来自社会下层，具有
浓烈地方色彩，不讳忌描写狂热甚至残暴的猛烈冲突，如背信、妒恨与凶杀。
音乐风格仍保持威尔第的传统，简洁而且带有西西里岛地方色彩。威尔第在
《乡村骑士》首演成功后说：“认为意大利旋律的传统已经终结的说法，不
再是确实的了。”
普契尼（Ｇｉａｃｏｍｏ Ｐｕｃｃｉｎｉ，１８５８—１９２４）是威尔第之后最重要的意大利
歌剧作曲家。出身音乐世家，入米兰音乐学院从彭奇埃利学习。第一部歌剧
《群妖围舞》与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参加同一歌剧比赛而落选。１８９３ 以
《曼侬·列斯科》成名，以后而接连写出《绣花女》
（又名《艺术家的生涯》）、
《蝴蝶夫人》和《图兰多特》等名作。
普契尼的歌剧继承了威尔第的传统，受到真实主义歌剧的影响，并综合
了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音乐手法。普契尼的歌剧虽缺少威尔第式的崇高气
质，但是他以十分敏锐的戏剧感觉，善于用音乐塑造人物性格和创造出戏剧
性的效果。他常用管弦乐队的主导动机为戏剧环境和角色的心境进行烘托，
他避免咏叹调与宣叙调截然划分的传统处理，注重音乐的戏剧连贯性，而在
重要抒情段落则突出宽广流畅的抒情咏叹旋律。他的《蝴蝶夫人》、《图兰
多特》、《来自西部的少女》表现出他对东西方异国情调题材和音乐的兴趣。
五、１９ 世纪的民族乐派
１９ 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的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
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
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古典主义时期，欧洲音乐并无明显的民族特征，
而是泛欧洲性的。１９ 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家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民间音乐
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异国情调的音乐也引起人们的兴趣。
１９ 世纪以前，俄国、波希米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和美国，虽
然其中有的不乏丰富的民间音乐资源，但是没有自己的艺术音乐传统。他们
演出的只是意大利和德国的音乐。这些国家的政治上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
特别激发了文化的民族主义精神，促进了民族乐派的兴起。民族乐派强调在
音乐中反映民族精神内容，以民歌、民间舞蹈、民间节奏表现民族特征。
捷克——斯美塔那与德沃夏克
斯美塔那（Ｂｅｄｒｉｃｈ Ｓｍｅｔａｎａ，１８２４—１８８４）是捷克民族艺术音乐的奠基
人。生于利托米什尔小镇，幼年显示出音乐才能，后定居布拉格学习作曲，
并开始从事创作，他深受李斯特音乐的影响。１９４８ 年参加民族起义，１８５６
年返回布拉格，以创作、指挥、评论致力于民族音乐事业。
斯美塔那一直致力于捷克民族歌剧的创作。他的八部歌剧以《被出卖的
新嫁娘》最为著名。歌剧以捷克农村为背景，善良、质朴的乡民，淡淡的戏
剧讽刺；捷克牧歌的旋律，波尔卡舞曲的节奏，别具风情的饮酒合唱，勾画
出一幅清新的民族风情的生活画卷。《达里波尔》充满着爱国的激情，《李
布舍》则是对贤明公正的民族女先知的歌颂，今天仍是民族庆典必演出的剧
目。斯美塔那后期的几部歌剧《两个寡妇》、《吻》和《秘密》等继续保持
了民族性的倾向。
斯美塔那采用李斯特交响诗的体裁，以波希米亚人质朴、自然的气质描

绘了捷克的历史和自然，写出了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套曲由独立成章
的六首交响诗组成，之间又有形象和主题的联系。音乐中洋溢着民族激情，
感人肺腑，套曲中第二首《沃尔塔瓦》成为广为流行的交响诗佳作。弦乐四
重奏《我的一生》有自传性的标题，末乐章以高音泛音模仿了他晚年耳聋病
发作时的痛苦。
德沃夏克
德沃夏克（Ａｎｔｏｎｉｎ Ｄｖｏｒａａｋ，１８４１—１９０４）生于布拉格附近的尼拉霍柴
维斯，父为乡村小客店主和屠夫。在布拉格管风琴学校学习三年后，１８６２ 起
在布拉格民族剧院乐队演奏中提琴十一年。为合唱和乐队而写的爱国主义《赞
歌》获成功后，专心从事创作，作品受布拉姆斯推举获官方奖学金。曾九次
访英国，并旅德、俄指挥自己的作品演出，倍受欢迎。１８９１ 年获剑桥大学荣
誉音乐博士学位，同年被聘为布拉格大学教授，十年后任院长。１８９２ 年—１８９５
年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创作了他最为流行的旅美时期的几部作品。回
国后致力于教学和创作，培养出苏克、诺瓦克等后一代捷克音乐家。
德沃夏克的创作力旺盛，作品涉猎体裁广泛。他的歌剧具有很强的抒情
气质，多在国内演出，主要作品是：《雅各宾党人》、《魔鬼与凯特》、《水
仙女》和《阿尔米达》。
德沃夏克在吸取民间音乐素材方面不像斯美塔那集中于捷克，而是以更
广阔的斯拉夫民族民间音乐来丰富自己的音乐语言。他的两集 １６ 首《斯拉夫
舞曲》不仅有捷克民间舞曲，还包括斯洛伐克、波兰的民间舞曲，乌克兰的
民间叙事曲更是他特别钟爱的。
德沃夏克对于独特风格的民间音乐的敏感性，使他在美国短短几年，就
很快熟悉吸收了黑人和印第安人的音乐。美国时期作品中《第九“自新大陆”
交响曲》和《Ｆ 大调四重奏》（ＯＰ９６）既有作者对美国繁忙的都市和宁静乡
村的感受，对黑人、印第安人的深刻印象，又有异乡作客的思乡之情。《ｂ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他最深情动人的作品。他对黑人、印第安人音乐的态
度，对美国艺术音乐的发展有重要启示意义。
德沃夏克虽然创作有交响序曲《在大自然中》、《狂欢节》、《奥赛罗》、
交响诗《金纺车》、《野鸽》等，但是还是以交响曲作曲家而著名。斯美塔
那以描绘性和音画性的标题交响诗出色，而德沃夏克以质朴、自然的交响曲
见长。他以良好的音乐结构感，将民族的清新节奏，通俗歌唱的旋律自然地
溶于传统的交响曲体裁之中。他的《第八 Ｇ 大调交响曲》具有宜人的田园气
息。而表现捷克人民坚定、顽强性格和意志的《第七 ｄ 小调交响曲》是他最
成功的交响曲。
挪威——格里格
格里格（Ｅｄｗａｒｄ Ｇｒｉｅｇ，１８４３—１９０７）是北欧民族乐派中最有影响的作
曲家之一。１５ 岁考入莱比锡音乐学院，四年的学习使他受到德国浪漫主义音
乐的影响。毕业后回国与挪威作曲家诺德拉克（挪威国歌的作者）一起创办
音乐会社，决心走民族主义的音乐道路。他两次访问意大利，１８７０ 在罗马与
李斯特相识，作品受李斯特的赞赏鼓励。多次访英演出获得成功。１８７４ 年开
始获得挪威政府颁发的年金，辞去教学与指挥职务，专心从事创作。后半生
大部分时间在卑尔根附近乡居中度过的。
格里格较少创作大型作品，而擅长小型体裁形式。他曾说：“像巴赫、

贝多芬那样的艺术家在高山之巅建造了教堂和寺庙。而我谨希望，如易卜生
在他晚期的一部戏剧里所说的，为人们修筑几座或许他们会感到安适幸福的
栖身之宅”。他的钢琴曲，特别是钢琴抒情小品（共十册）和歌曲是格里格
最有代表性的创作。其中既有北国挪威的自然风貌，乡村山民的生活，又有
童话传说中的奇幻形象，他力图以音乐勾勒出一幅幅恬静优闲、质朴安逸的
挪威民族生活小景。他的音乐中到处弥漫着挪威的民间性的音调和舞曲节
奏。他不满足于德国的浪漫主义和声，而是依据民歌的调式创作出清新、色
彩明快的民族性和声。
他为易卜生的幻想诗剧《培尔·金特》的配乐以诱人的民族色彩性的乐
思和柔和的抒情气质，与易卜生的严峻和辛辣的讽刺戏剧生动地融合在一
起。他不多的大型作品中，《ａ 小调钢琴协奏曲》以其清新浓郁的民族风格
及简洁的表达而独具特色。
芬兰——西贝柳斯
西贝柳斯（Ｊｅａｎ Ｓｉｂｅｌｉｕｓ，１８６５—１９５７）是芬兰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
就学于赫尔辛基音乐学院，后赴柏林、维也纳学习。１８９９ 年创作交响诗《芬
兰颂》，成为芬兰民族精神的象征。他创作的交响诗反映出强烈的民族倾向，
许多作品都取材于芬兰民族史诗《卡列瓦拉》，如四首《卡列瓦拉传奇》和
《塔皮奥拉》等。
西贝柳斯音乐中的阴沉、苍凉、突兀多源于他对于北欧大自然的深刻感
受。他并不直接引用或模仿民歌的风格。他的 ７ 首交响曲，代表着浪漫主义
时代对这种体裁的最后探索。他虽然生活到 １９５７ 年，但主要创作时期则在
１９２５ 年以前。
俄国——从格林卡到斯克里亚宾
俄国虽然有丰富的民间音乐资源和宗教音乐的传统，但是在艺术音乐方
面，长期是输入意、德、法的音乐，作为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从 １９ 世纪初开
始，俄国相继出现了一批批具有觉醒的民族意识的音乐家，使俄国的艺术音
乐有了较大的发展，在 １９ 世纪末的音乐舞台上，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已占据
了不可忽视的地位。
格林卡
格林卡（Ｍｉｋｈａｉｌ Ｇｌｉｎｋａ，１８０４—１８５７）被称为俄罗斯民族乐派之父。
２４ 岁开始正规学习作曲，先后几次到意、德、法游学，曾与柏辽兹密切交往。
在米兰时，由于怀念祖国，产生了创作一部真正的民族歌剧的想法。歌剧《为
沙皇献身》（又名《伊万·苏萨宁》）描写一位普通老农为国捐躯的故事，
音乐采用了民间音乐的素材，曾被讥讽为“马车夫的音乐”，然而最终还是
被承认为第一部俄罗斯歌剧。第二部歌剧《鲁斯兰与柳德来拉》已具有典型
的俄罗斯风格。管弦乐幻想曲《卡玛林斯卡娅》以两个对比性格的主题作双
主题变奏。柴科夫斯基曾指出：“所有的俄罗斯交响音乐，都是从《卡玛林
斯卡娅》幻想曲中孕育出来的，这正如橡果孕育出橡树一样。”
俄罗斯民族乐派第一代音乐家中的另一位代表是达尔戈梅斯基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ａｒｇｏｍｙｚｈｓｋｙ， １８１３—１８６９）。他在歌剧《水仙女》和《石客》
中已经意识到用音乐表达俄罗斯语言的问题，他的宣叙的风格影响了穆索尔

斯基。
五人团
五人团（或称“强力集团”）是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一个作曲家小组，由
俄国音乐评论家斯塔索夫在报刊文章中的称谓而得名。他们多数不是专门从
事音乐的作曲家，而是在业余时间里从事创作，集体研讨作品，交流艺术思
想和创作经验。与同时代的俄国西方派音乐家如安东、鲁宾斯坦（Ａｎｔｏｎ
Ｒｗ－ｂｉｎｓｔｅｉｎ）等相比，他们是自觉的民族主义的音乐家。
巴拉基列夫（Ｍｉｌｙ Ｂａｌａｋｉｒｅｖ，１８３７—１９１０）在音乐艺术上的民族理想
曾受到格林卡的鼓励。１８６１ 年起他成为五人团的核心人物，他不仅为同行拟
定创作方向，还细致品评他们的作品。１８６２ 年他创建免费音乐学校，在学校
举行的交响音乐会上介绍同行的新作品。他创作有两首交响曲、两首交响诗
（《俄罗斯》、《塔马拉》和东方色彩的钢琴幻想曲《伊斯拉美》等。
居伊（Ｚｅｓａｒ Ｋｊｕｉ，１８３５—１９１８）是军事工程学家。创作有歌剧和艺术
歌曲，但主要在音乐评论上具有影响，热情宣扬“新俄罗斯乐派”的思想。
包罗丁（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ｏｒｏｄｉｎ，１８３３—１８８７）从小对科学和音乐表现出同
样的兴趣。医学院毕业后，成为有机化学教授，并出版科学论文。１８６２ 年结
识巴拉基列夫后，业余学习和创作音乐。主要作品：歌剧《伊戈尔王》、第
一、二交响曲和交响音乐《在中亚西亚草原上》。他不直接引用民歌，然而
音乐中却弥漫着俄罗斯民间音乐的气息和东方色彩，艺术上具有独创性。
穆索尔斯基（Ｍｏｄｅｓｔ Ｍｕｓｓｏｒｇｓｋｙ １８３９—１８８１）是五人团中最富有个性
和创造的作曲家。他出身贵族，但竭力支持农奴解放，放弃自己的财产，使
农民不付赎金而获得份地。１８５７ 年结识巴拉基列夫后辞去军职，加入五人
团。他学习音乐主要靠自学。穷困潦倒的生活和不充分的音乐训练影响了他
音乐才能的充分发挥，许多作品都未完成。然而他的音乐中的非凡独创性对
欧洲音乐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是穆索尔斯基的代表作，它具有同时期俄国
一些文学作品的现实主义倾向和深刻的心理刻画。忍受哀悲痛苦的俄国人民
成为歌剧的主要角色，以罪恶手段篡位的沙皇鲍里斯所历尽的心理折磨被表
现得栩栩如生。在音乐的民族性上，穆索尔斯基未停留于表面的追求民歌风
格的音调，而是注意以俄罗斯语言的音韵行腔，运用俄罗斯调式，并构成俄
罗斯调式和声，因而突破了欧洲大小的体系。
在器乐创作上，他不沿袭西欧的传统结构手法。根据亡友画家哈特曼十
幅画创作的钢琴组曲《展览会上的图画》出色地展示出绘画的意境和形象。
此作被许多作曲家改编为管弦乐，其中拉威尔的改编本最著名。
穆索尔斯基的作品还有：歌剧《霍万兴那》、交响幻想曲《荒山之夜》
和一批现实主义倾向的艺术歌曲，如：《跳蚤之歌》、《孤儿》、《死神之
歌与舞》和《神学院学生》等。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Ｎｉｋｏｌａｙ Ｒｉｍｓｋｙ—Ｋｏｒｓａｋｏｖ，１８４４—１９０８）是
五人团中年龄最小、音乐修养最全面的一位成员。他在海军士官学校毕业后，
曾作为海军尉官在海上航行。加入五人团后开始创作，１８７１ 年被聘为彼得堡
音乐学院作曲教授后，对和声学、对位法、曲式学和配器法进行刻苦有效的
顽强自学研究。他先后为达尔戈梅斯基的歌剧《石客》配器，在学生格拉祖
诺夫协助下，完成了包罗丁的《伊戈尔王》，并为之配器。穆索尔斯基的《鲍

里斯·戈都诺夫》也是由他整理润色出完整的演出本。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十几部歌剧大多取材于民间神话、童话，如《雪
姑娘》、《圣诞夜》、《萨特阔》、《沙皇的新娘》和《金鸡》等。主要管
弦乐作品：《舍赫拉查达》、《西班牙随想曲》和《俄罗斯复活节幻想曲》。
他的音乐以清晰、色彩绚丽的管弦乐配器著称。著有《和声学实用教程》、
《管弦乐原理》等教科书和自传《我的音乐生活》。他的学生中著名的有格
拉祖诺夫和斯特拉文斯基等。
柴科夫斯基
柴科夫斯基（Ｐｙｏｔｒ Ｔｃｈａｉｋｏｖｓｋｙ，１８４０—１８９３）生于沃特金斯克。早年
学习法律，后在司法部任职，２３ 岁入新成立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从安东·鲁
宾斯坦学习作曲，毕业后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１８７７ 年一次失败的婚姻使
他身心处于严重崩溃的边缘。喜爱柴科夫斯基音乐的富孀梅克夫人的慷慨资
助，使他得以赴意大利、巴黎和维也纳旅游，并放弃教学专事作曲，他与梅
克夫人约定永不见面，他们留下的上千封通信成为研究柴科夫斯基的珍贵资
料，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他已达到事业的高峰，作品在整个欧洲上演，然而忧郁
情绪日渐。１８９３ 年在彼得堡指挥他的《第六交响曲》首演，数日后突然逝世。
在同时代俄国作曲家中，柴科夫斯基是涉猎西方音乐体裁最广泛的，并
且吸取了许多西方的音乐形式语言传统经验。虽然他有时也采用俄罗斯民歌
音调，但是在作品题材和音乐风格上，并未刻意追求民族化和民间性，因而
被认为是与五人团的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世界主义者。但是作为一个俄罗斯
人，他的音乐充溢着自然流露出来的俄罗斯民族气质。
柴科夫斯基在五人团影响下写了一批标题性管弦乐作品：幻想序曲《罗
米欧与朱丽叶》、交响幻想曲《暴风雨》、《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１８１２
序曲》、《曼弗雷德交响曲》等。柴科夫斯基像门德尔松所做的那样，坚持
在古典奏鸣曲式快板的呈示、发展、重述的三部结构中表述他的音乐思想。
他的音乐语言不是描绘性的，在《罗米欧与朱丽叶》中，他是以高贵的劳伦
斯神父、两家族的世仇和两位青年的爱情三个方面来概括出这部莎士比亚戏
剧的。
柴科夫斯基最出色的创作体裁是交响曲。他在第四、五、六交响曲中确
立了自己浪漫主义交响曲风格。他以这种宏大的器乐形式哲理性地表达普通
人的精神历程，命运的重压、痛苦、欢乐、憧憬，难以排解的忧郁，一系列
情绪对照构成心理的戏剧。这些既显露出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且不失人类
精神的典型意义。音乐中热情、坦诚和浓重的忧郁感人至深。语调般明显起
伏的亲切旋律，高旋低回的摸进，从细致入微的乐句到壮丽高潮的磅礴戏剧
性气势和精彩的配器都是其音乐魅力所在。
柴科夫斯基的歌剧《奥涅金》和《黑桃皇后》以细致刻划人物内心见长，
旋律具有俄罗斯抒情浪漫曲的特征，乐队以交响手法烘托戏剧高潮。其他主
要作品还有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ｂＢ 小调第
一钢琴协奏曲》、《Ｄ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和钢琴
套曲《四季》及一百多首艺术歌曲。
拉赫玛尼诺夫
拉赫玛尼诺夫（Ｓｅｒｇｅｙ Ｒａｋｈｍａｎｉｎｏｖ，１８７３—１９４３）是俄罗斯著名钢琴

家和作曲家。就学于彼得堡和莫斯科音乐学院。由于第一交响曲创作失败等
原因曾一度对自己的作曲才能丧失信心，得到尼古莱·达尔医生的催眠治疗
才有所好转。几个月后写作《第二钢琴协奏曲》获得极大成功。此后进入创
作的旺盛时期。活跃于俄国和西方音乐舞台，２０ 年代末旅居美国。
拉赫玛尼诺夫的代表作：《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三钢琴协奏曲》、
《第二交响曲》、《第三交响曲》、交响诗《死岛》、《帕格尼尼主题幻想
曲》和《交响舞曲》等。
拉赫玛尼诺夫早期创作受柴科夫斯基的强烈影响。把西方的音乐体裁技
巧与俄罗斯风格的音乐语言结合起来。像柴科夫斯基一样，他力图用音乐表
现普通人的思想情感，音乐中时常具有幻想与哀伤的冲突，音乐表达诚挚通
俗。他音乐中最富有魅力的是磅礴宽广的抒情气息的旋律。这些俄罗斯风格
的悠长旋律，每每获得泪眼柔肠般淋漓尽致的抒发，其中既有讴歌，又有诗
意般的幻想和无言的忧郁。
斯克里亚宾
斯克里亚宾（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ｋｒｙａｂｉｎ，１８７２—１９１５）是与拉赫玛尼诺夫同
时代的作曲家、钢琴家。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音乐与俄罗斯的联系
并不密切，而受到肖邦、李斯特和瓦格纳的影响，并具有晚期浪漫主义的倾
向。
他热衷于哲学研究，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哲学观。他的《第一交响曲》把
艺术当作改造世界的力量来尽情讴歌，《第三交响曲》以纯哲学性的标题“神
明之诗”表达，从朦胧的创造理想直至昂扬庄重的自我确证的精神发展过程。
《第四交响曲》（狂喜之诗）则是前面几部交响曲连续展示的矛盾过程的决
定性最后时刻——远离尘俗的自由的创造而进入“狂喜”的“最高”精神境
界。作品实际上是单乐章交响诗，充满了哲学性的音乐主题。
斯克里亚宾创作后期受神智学信仰影响，为了表达神秘哲学思想，他设
计采用所谓“神秘和弦”作为他的和声基础。在后期的主要作品《火之诗“普
罗米修斯”》中，甚至使用“色彩键盘”将不同色彩投射于幕上，将光色、
音乐、戏剧、宗教混为一体。
六、法国“印象主义”音乐
印象主义绘画出现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法国，由评论家对莫奈的画《印
象——日出》的嘲笑的批评用语而得名。印象主义画派放弃绘画中宏大的、
戏剧性的主题，他们绘画的主角是光线。他们走出画室，在一天的不同时刻
去画干草垛、睡莲或云彩。这种“新自然主义”的艺术不要求精确的模仿自
然，它强调光线和色彩而避免鲜明轮廓。
象征主义诗歌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在法国昌盛起来。波德莱尔、马拉梅、
兰波和魏尔兰等象征主义诗人，以暗示多于解释，含蓄多于畅尽的发挥的艺
术手法，去抒写个人内心的隐秘。他们追求在半明半暗的扑朔迷离中让读者
对作品的深意若有所悟，他们强调诗的内在节奏和旋律形成的音乐效果。
世纪之交的印象主义乐派，从名称上已体现出与同名画派的密切联系，
可是它受到象征派诗歌的启发影响也许更大。
德彪西

德彪西（Ａｃｈｉｌｌｅ—Ｃｌａｎｄｅ Ｄｅｂｕｓｓｙ，１８６２—１９１８）生于巴黎附近的圣热
尔曼。在巴黎音乐学院接受传统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的音乐教育。２２ 岁时获
得罗马大奖，之后不久在学术上表现出对德国音乐传统和瓦格纳哲学思想的
抵制。他反对庞大的音乐形式，认为古典奏鸣曲式是过时的程式，与当时风
行欧洲的瓦格纳式的宏大浮夸格格不入。他认为：法兰西音乐是清澈、雅致、
简朴和自然的表露。法兰西音乐的目的，首先就是要使人们愉快。肖邦《夜
曲》的色彩，李斯特后期的钢琴曲对他产生影响。移索尔基的音乐语言使他
获得启发。巴黎博览会上的爪哇“加美兰”乐队给他带来新鲜感受。他与象
征主义诗人马拉美交往甚密。
德彪西管弦乐作品都带有标题：《牧神的午后前奏曲》、《夜曲三首》
（“云”、“节日”、“海妖”）、三首交响素描《海》和《意象三首》。
与浪漫主义的标题音乐不同，这些作品中没有戏剧或情节性，没有深刻的情
感，代之的是瞬息的情绪或气氛，标题只有辅助的提示作用。这些作品都以
大管弦乐队演奏，但很少出现强大的音响。弦乐分部细腻，木簧突出特性音
区独奏音色，加之斑澜的打击乐器，形成模糊的色彩的世界。
德彪西的钢琴曲《版画》两集《序曲》和两集《意象》中，宽阔的二、
四、五度平行进行，通过踏板获得混合音响，创造出印象主义钢琴音乐新风
格。
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的剧词选自象征主义的戏剧，角色的身份，
意向模糊，田园风格的宣叙音调，连贯的管弦乐背景，乐队间奏暗示神密的
戏剧过程，构成一部梦幻般的戏剧。
德彪西的音乐语言为二十世纪作曲家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追求色彩
与朦胧的同时，他创造出新的和声手法，摆脱了功能性的和声，常使用传统
规则禁止的、建立在相邻音级上的平行和弦。他虽未完全脱离大、小调体系，
但大量采用全音阶、五声音阶及中古调式。德彪西与瓦格纳从相反的方向将
欧洲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和声传统，推向互解的边缘。
拉威尔
拉威尔（Ｍａｕｒｉｃｅ Ｒａｖｅｌ，１８７５—１９３７）生于西布雷。１４ 岁入巴黎音乐
学院，学习钢琴与作曲。他的不符合传统规则的和声触犯了巴黎学院派，他
曾四度竞争罗马大奖，三次落选，第四次在预赛中即被取消资格。这时他已
写出几部被公认的杰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前线驾驶救护车。战后在本
国赢得最重要的作曲家地位，出访演出特别受到英、美听众的欢迎。
拉威尔一般与德彪西一起被归为印象派。因为他们的艺术主要目的都是
追求感官的美。他们都被自然的色彩所吸引，都喜爱中古调式和异国的新奇
演奏和音阶。然而他的创作方法与德彪西的区别也相当明显。他的大部分音
乐有明亮的光彩，节奏尖锐，旋律广阔、明朗和直率，更尊重古典形式，配
器清晰，与德彪西的微弱朦胧形成对比。
作为 ２０ 世纪杰出的钢琴作曲家，他发展了李斯特的传统，代表作品有《为
一个死去的公主而作的帕凡舞曲》、《水之游戏》、《镜》和《小奏鸣曲》。
拉威尔创作中较为重要的是管弦乐作品，主要包括：《西班牙狂想曲》、
《鹅妈妈组曲》、《达夫妮和克洛埃》、《圆舞曲》、《波莱罗》。

第七章

２０ 世纪音乐概述

２０ 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物质和精神
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浩劫。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疾速发展，不断更新着人
们的观念。社会化的大生产、经济的大萧条和迅速增长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心理和思维方式。
西方音乐在 ２０ 世纪呈现出多元化的纷繁局面。对于传统的怀疑和决裂，
不仅表现在对 １９ 世纪音乐的反叛，甚至抛弃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音乐准
则。在这个“普通人的世纪”里，作曲家们追求个性的充分展示，他们不再
按照同一的思想和方法去创作。即使在一个“主义”或“流派”的旗帜下，
不同代表人物的风格也是大不相同。西方音乐自律的性质向极端发展，音乐
放弃传统审美模式，试验探索新奇的手段、音响，致使音乐与听众的隔阂逐
渐加大。当然还有许多作曲家仍然在传统基础上继续发展。
一、１９４５ 年以前
现代的开端
２０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头几年中，欧洲出现了几部轰动一时的作品，它们
标志着长达一个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结束，一个奇异多变的新的音乐时代的开
始。
在 ２０ 世纪的艺术之都巴黎，著名的俄罗斯艺术演出经纪人佳吉列夫组织
了一批作曲家、戏剧家和画家，为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巴黎的演出季节，每年
推出一些新颖的剧目。面对着巴黎听众对于俄罗斯风格音乐的日增的兴趣，
斯特拉文斯基先后创作了芭蕾舞剧音乐《火鸟》、《彼得鲁什卡》，倍受赞
扬。但是当他的第三部舞剧《春之祭》１９１３ 年首演时，观众被原始主义粗野
凶猛的音乐和舞台上演员披着粗麻袋的缺乏传统美感的舞蹈震惊了，出现了
剧场大骚乱的丑闻。
巴尔托在 １９１１ 年创作的钢琴曲《猛烈的快板》中，把钢琴作为打击乐器，
用敲打和捶击的方法代替钢琴传统优雅的技巧，加之二度密集音群的和弦，
产生了狂暴和骇人的音响。
《月迷彼埃罗》是勋伯格 １９１２ 年创作的独唱套曲。人们熟悉的昔日喜剧
中的恋爱失败者、丑角彼埃罗，孤独病态，精神恍惚地回忆着过去。象征主
义抽象的歌词，用说与唱紧密结合的“念唱”音调吟出。
这三部相近年代出现的作品代表了 ２０ 世纪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出现
的对传统欧洲音乐反叛的浪潮。它们无视浪漫主义的热烈炽情，印象主义的
唯美静观，甚至千年来形成的音乐美的准则，也被无情地打破了。这三部当
初听众似乎是无法接受的作品，现在已被认为是 ２０ 世纪的古典作品，它们代
表着上半世纪的一些主要音乐倾向。
新的民族主义音乐
欧洲 １９ 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音乐，在 ２０ 世纪前半叶获得了新的发展。
２０ 世纪民族乐派的作曲家不再只是依靠传统的记谱方法记录民间音乐，他们
通过录音机，新兴的民族音乐学的新技术，更精确的记录下民间音乐的原貌。
他们不是把民间音乐中不规则的地方纳入艺术音乐的轨道，而是珍惜这些独
特的品质，并寻求民族的原始音乐灵性。２０ 世纪民族乐派从农村，也从城市
音乐文化中吸取营养，他们采用 ２０ 世纪的现代音乐技法、尖锐的谐和音、打

击乐般的节奏和古代的调式。
匈牙利的巴托克（Ｂｅｌａ Ｂａｒｔｏｋ，１８８１—１９４５）是新民族主义音乐的杰出
代表，他集民族音乐学家、钢琴家和作曲家于一身。通过对匈牙利民歌的深
入考察，他指出“古老的匈牙利五声音阶是中亚、土耳其、蒙古和中国这个
五声音阶大中心中的一个分支。”他努力把匈牙利音乐中那“不为人们所知
的精神”作为作品的基础。广泛融合了古典、浪漫和现代的音乐技法，代表
作品：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舞剧《神奇的满大人》、《管弦乐协奏
曲》和《第三钢琴协奏曲》等。
浦赛尔之后的两个世纪里，英国在音乐上一直默默无闻。以 １９ 世纪末的
民歌运动为开端，２０ 世纪美国涌现出一批批民族主义精神作曲家。埃尔加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１８５７—１９３４）的《迷语变奏曲》和清唱剧《杰龙修斯之梦》，
被认为是英国音乐复兴的标志。威廉斯 （Ｖａｕｇｈａｎ Ｗｉｌｌｌｉａｍｓ，１８７２—１９５８）
的创作保持着地道的英国民歌风格，音乐语言内在、朴素、谐和，他写有九
首交响曲。霍尔斯特（Ｇｕｓｔａｖ Ｈｏｌｓｔ，１８７４—１９３４）的大型乐队组曲《行星》
则溶入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影响，带有东方神秘色彩。世纪中叶的布里顿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ｒｉｔ－ｔｅｎ，１９１３—１９７６）更多地吸收了欧洲各家特色，形成一种
折衷的音乐风格，著名歌剧《彼得·格兰姆斯》音乐抒情、简朴。
缺乏专业音乐传统的美国，从向德国音乐学习、模仿走向成熟。艾夫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Ｉｖｅｓ，１８７４—１９５４）一生业余时间闭门埋头创作实验。他用美国
传统音调、复节奏、复调性和复织体，生动地表现了美国生活的映象。如《新
英格兰的三个地方》、《第四交响曲》。但当人们发现他富有创造性的音乐
时，他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２０、３０ 年代美国崛起的第二代作曲家，显示
出美国音乐的真正成熟，如科普兰、哈里斯、辟断顿、塞欣斯、汤姆森、斯
蒂尔等。格什文与众不同而成功地将爵士、布鲁斯、黑人灵理引入艺术音乐。
写出管弦乐《蓝色狂想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歌剧《波吉与贝丝》。
世纪中叶兴起的新一代作曲家有：威廉·舒曼、卡特、巴柏、凯奇和巴比特
等。
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乐坛时兴的一种音乐潮流。战争
带来的社会、政治的剧变，心灵的创伤，引起了艺术趋向传统的回归。这是
一场“返回巴赫”的“新巴洛克主义运动。”新古典主义作曲家仿效 １８ 世纪
作曲像亨德尔、库珀兰、斯卡拉蒂、维瓦尔第等的某些风格。他们以不同于
战前的方式否定着 １９ 世纪。他们极力排斥浪漫主义音乐中那种强烈的主观
性，把巴洛克音乐的客观、超然的因素作为自己艺术的准则。他们注重复调
技法和 １８ 世纪音乐体裁形式的运用，在模仿过去音乐风格的同时，采用现代
作曲技法。他们努力摆脱文学、绘画与音乐的联姻，提倡纯音乐，认为音乐
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自身的秩序。
斯特拉文斯基（Ｉｇｏｒ Ｓｔｒａｖｉｎｓｋｙ，１８８２—１９７１）是新古典主义运动的重
要倡导者。这位《春之祭》的作者战后的新作是芭蕾音乐《浦契涅拉》，这
部作品温静、古雅的风格与《春之祭》的野蛮、凶猛形成强烈对比，这种风
格的急剧转变令巴黎的观众又一次大为惊奇。他历时 ３０ 年的新古典音乐风格
时期音乐追求客观、冷漠理智，他认为对艺术控制、限制得越多，研究得越
多，它就越自由。然而他还是保持着创作早期歌剧音乐时形成的节奏的创造
性，复调性的和声对乐器组合的探索等个性。主要作品是：《诗篇交响曲》、

《Ｄ 调小提琴协奏曲》、舞剧《阿波罗》、歌剧——清唱剧《俄狄浦斯王》、
《Ｃ 调交响曲》和歌剧《浪子的一生》等。
德国作曲家兴德米特（Ｐａｕｌ Ｈｉｎｄｅｍｉｔｈ，１８９５—１９６３）几乎使用了所有
的传统体裁进行创作，并为差不多所有常用的乐器写出了重要作品。他钻研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到巴赫的复调音乐传统，偏爱对位的织体和控制得体
的不协调和声，音乐的抒情性隐含而不外露。
法国作曲家萨蒂（Ｅｒｉｋ Ｓａｔｉｅ，１８６６—１９２５）是德彪西的同代人。他认
为法国音乐应该是朴实、简单、自然、明确、平凡的，他的观点影响了一代
法国作曲家。１９２０ 年法国记者科莱的一篇文章标题为“俄国五人团、法国六
人团和萨蒂”，其中评论了六位青年作曲家的音乐会。他们是涅格、米约、
普朗克、奥里克、杜列和泰费尔。六人团作为创作团体活动的时间不长，他
们不同程度上受萨蒂和新古典主义影响，音乐风格发展倾向却差异很大。他
们的代表性作品有米约的《巴西组曲》、奥涅格的《太平洋 ２３１ 号》和清唱
剧《火刑堆上的贞德》。
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艺术最早出现在绘画、诗歌领域，于一次大战前扩展到音乐领
域。表现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勋伯格（Ａｒｎｏｌｄ 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１８７４—
１９５１）、贝尔格（Ａｌｂａｎ Ｂｅｒｇ，１８８５—１９３５）和韦伯恩（Ａｎｔｏｎ Ｗｅｂｅｒｎ，１８８３
—１９４５）三位作曲家，被称为“新维也纳乐派”。
２０ 世纪表现主义德奥晚期浪漫主义音乐。像浪漫主义音乐一样，表现主
义力求表现主观的内心感受，偏爱紧张奇异。而与浪漫主义不同的是表现主
义的创作常常源于内心深处强烈的冲动，通过心灵的潜意识对现实的感受进
行夸张、变形。它的题材中的现代社会的人，往往处于难以解脱的内心冲突、
紧张、焦虑和恐惧之中。
勋伯格的音乐从晚期浪漫主义出发，逐渐放弃了调性。然而离开了调中
心和转调，也就失去了传统的音乐组织形式。他通过写短小的乐曲，依靠音
乐以外的文学、戏剧去构成音乐作品的形式。在过渡探索之后，他终于寻找
到一种新的代替调性来组织音乐的手法——一种用 １２ 个音的作曲方法，这些
音只有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中心音——主音。每首作品中作曲家把半音阶
上的 １２ 个音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称为作品的“音列”或“序列”。这个序
列中的各音可先后出现形成旋律，可同时出现形成和声或对位。音列可以倒
过来形成倒影，从后向前形成逆行，或倒过来从后向前构成逆行倒彩。其中
任何一音在其他十一个音没有出现之前不得重复，确保 １２ 个音同等重要而不
突出任何一个音。节奏音色和力度，可以以任何形式出现。十二音技巧在具
体实践中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在某种意义上，用这种方法写的乐曲可以称
作该曲基本音列的无穷变奏。这种摆脱了调性的音乐组织方法，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的西方，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勋伯格的十二音的代表作有：他的
第一部完全用十二音的作品《钢琴组曲》，他唯一的一部用此技巧为完整的
乐队写的《乐队变奏曲》和《华沙幸存者》（为说白、合唱和乐队而作）等。
贝尔格的著名歌剧《沃采克》将古典曲式、主导动机与无调性的音乐和十二
音的音乐结合起来，念唱与传统唱法相间，时常出现调性音响的音列。这部
表现主义风格的歌剧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性。韦伯恩把勋柏格的十二音规则运
用得更加彻底、更理性化，因而使他的音乐语言更加抽象，带有更多的实验
性。

初期的实验音乐
２０ 世纪上半叶，西方音乐已显露出实验性的倾向，作曲家的实验已不只
是停留在乐音的体系之内。他们试图动摇或超越传统乐音体系进行创作。
捷克作曲家哈巴（Ａｌｏｉｓ Ｈａｂａ，１８９３—１９７３）的创作中大量使用了微分
音音乐，即音程的最小单位不是半音音程，而是小于半音的 １／４ 音或 １／６ 音。
他的带有民族风格的歌剧母亲》是以 １／４ 音体系写成。美国作曲家帕奇（Ｈａｒｒｙ
Ｐａｒｔｃｈ，１９０１—１９７４）则把一个八度分为 ４３ 个音级。他自己动手制作了很多
乐器，专门用来演奏他的音乐。微分音音乐由于受到传统乐器构造的局限，
并且超出了一般人的辨音能力，因而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后来的许多作曲
家始终未间断在这方面的试验。
意大利世纪初兴起的未来主义，强调艺术表现现代机械文明，影响音乐
领域出现了短暂的噪音音乐。意大利的鲁索洛（Ｌｕｉｇｉ Ｒｕｓｓｏｌｏ，１８８５—１９４７）
声称“必须突破纯粹音乐的狭窄的圈子”，把日常生活中可听到的噪音作为
音乐作品的基本音响材料。
美籍的法国作曲家瓦雷兹（Ｅｄｇａｒ Ｖａｒｅｓｅ，１８８３—１９６５）也受到未来主
义影响，认为在新的科学时代，音乐应该“从平均律的音阶和乐器的限制中
解放出来。”他的作品《高棱镜》、《积分》、《电离》、《密度 ２１．５》等
都与自然科学相关。与噪音音乐不同，瓦雷兹新音响的试验主要是在打击乐
领域。《电离》中用了约 ４０ 件打击乐器和两个警报器。它没有旋律，没有和
声，按不同性质的音色和音响结构而成：金属的、木头的、沉重的、轻巧的……
５０ 年代，借助新出现的电子设备，他创作了《沙漠》、《电子音诗》等电子
音乐。瓦雷兹降低了音高变化在音乐中的作用，而把音色、音响提到首位，
这种尝试对战后的音乐风格有重要影响。
二、１９４５ 年以后
先锋派与实验音乐
在 １９４５ 年以后西方更加纷繁的音乐流派风格中序列音乐最早受到音乐
界的广泛注意。二战时曾被禁止演出的新维也纳乐派的十二音作品，战后特
别引起一批青年作曲家的好感。１９４６ 年他们云集达姆施塔特的“新音乐假期
训练班”学习，研究韦伯恩的音乐。拉开了战后序列音乐发展的帷幕。十二
音音乐的有序性仅表现在音高上。５０ 年代出现的序列音乐，不仅在音高上采
用序列手法，在节奏、力度、音色等方面也同样采用序列手法，因而它也称
作“整体序列音乐”。韦伯恩的十二音作品《管弦乐变奏曲》把序列原则扩
展到节奏方面，为序列音乐发展打下基础，梅西安的钢琴曲《时值与力度的
模式》被认为是第一部直正的整体序列作品。战后序列音乐重要代表人物是
布列兹（Ｐｉｅｒｒｅ Ｐｏｕｌｅｚ， １９２５—）、斯托克豪森（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 Ｓｔｏｃｋｈａｕｓｅｎ，
１９２８—）、巴比特（Ｍｉｌｔｏｎ Ｂａｂ－ｂｉｔｔ， １９１６—）、诺诺（Ｌｕｉｇｉ Ｎｏｎｏ， １９２４
—）等。新古典主义的代表斯特拉文斯基也在 ５０ 年代转向序列音乐。整体序
列音乐由于其有序的数理实验性，而消弱了它的艺术可感受性，并且过于限
制作曲家的创造力，它在 ７０ 年代以后便衰落了。很少再有作曲家采用严格的
整体序列手法作曲。
与音度有序性的序列音乐截然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偶然音乐。它强调
非理性直觉、偶然性及一时冲动对音乐作品的决定性作用。在创作偶然音乐
时，作曲家可以用掷骰子来决定音乐素材，或偶然选择音响构成乐曲。他们

虽然安排乐曲的章节，但允许演奏者在演奏时自由选择演奏秩序。因此，演
出成为音乐的“偶然”，乐曲每一次演出都会有不同的面貌。偶然音乐的代
表、美国作曲家凯奇（Ｊｏｈｎ Ｃａｇｅ，１９１２—）的第一首偶然音乐作品《变化的
音乐》根据中国《易经》六十四卦，设计出 ６４ 个音乐图式（包括音高、时值
和音色），然后采用扔三个硬币的方法找出相应的六线形及其相应的音乐图
式。钢琴曲《４ 分 ３３ 秒》中凯奇放弃了作曲家和演奏者对作品的控制已达到
极端，该作品唯一的音响竟是“演奏”时周围环境的声响。写作过偶然音乐
作品的还有弗尔德曼、布朗和斯托克豪森等。
电子音乐的出现是二次大战后西方音乐的一个重要进展。磁带录音的发
明不仅为储存和编辑音响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也使电子音乐开始变为切实可
行。４０ 年代末巴黎的一批早期电子音乐试验者，利用录音磁带的拼接和放送
的各种技巧“具体地”把作品创作在磁带上，而不是“抽象”地写在纸上，
他们将这种音乐自称为具体音乐。１９５１ 年西德科隆电台建立了电子音乐实验
室，他们采用振荡器发出的音响把其作为磁带录音制作的电子音乐的音响原
料。艾默特、斯托克豪森都在此进行过创作。６０ 年代电平控制合成器问世后，
大大简化了电子音乐的创作过程（磁带创作的电子音乐过程复杂、耗时长）
扩大了音响表现的范围，还可以现场即兴创作演奏。美国作曲家苏博尼克
（Ｍｏｒｔｏｎ Ｓｕｂｏｔｎｉｃｋ，１９３３—）的合成器代表作是《月亮上的银苹果》。电
脑音响合成的出现为电子音乐的展示出更广阔的道路。
２０ 世纪上半叶，西方音乐很多作品中，节奏以传统上的背景地位，突现
到前景的地位，成为音乐表现和构成的重要因素。而 １９４５ 年以后的西方音乐
对音色的探索则成为普遍的倾向。创作生涯跨越世纪中叶的法国作曲家梅西
安（ＯｌｉｖｉｅｒＭｅｓｓｉａｅｎ，１９０８—）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二战前他从东方音乐中
吸取营养，继《春之祭》后发展了 ２０ 世纪的节奏方法。二战以后他转向音色
的研究，许多作品是以他录下的鸟叫声为素材，用节奏和音色表现出原来的
色彩。战后的波兰作曲家潘德利茨基（Ｋｒｚｙｓｚｔｏｆ Ｐｅｎｄｅｒｅｃｋｉ，１９３３—）的
弦乐曲《广岛受难者的哀歌》以使用新音色、音块手法而成为广为人知的作
品。匈牙利作曲家利盖蒂（Ｇｙｏｒｇｙ Ｌｉｇｅｔｉ，１９２３—）的管弦乐曲《大气层》
想创作一种没有“事件”只有“状态”的所谓“非曲式”音乐。众多的单个
乐器声部交织在一起，形成稠密的织体音响。在新音色方面探索的作曲家还
有希腊的希纳基斯、意大利的诺诺、贝里奥、美国的克拉姆。
６０ 年代后期在绘画、雕刻艺术的影响下，在美国出现了间约派音乐。与
高度有序、复杂的序列音乐形成对照，简约派追求音乐的极度简朴，他们有
意将节奏、旋律、和声和配器限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音乐的影响下，他们注意旋律与节奏的微细变化。
５０ 年代末的第三潮流音乐，将传统的专业艺术音乐与民间或流行音乐相
结合的一种趋势。与历史上同样倾向不同的是第三潮流保留了民间或流行音
乐的即兴特点。
７０、８０ 年代出现了新浪漫主义，它标致着西方对 １９ 世纪浪漫主义音乐
厌弃了四分之三世纪以后的一种回潮。新浪漫主义音乐又恢复了音乐的调
性、功能、和声，并注意感情表现，甚至经常引用 １９ 世纪浪漫主义作曲家的
音乐材料。同时音乐中采用了 ２０ 世纪出现的更丰富的音乐语言、手法和风
格，形成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