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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丽娜

一部独具特色的史学专著
评《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
摘

要: 周畅先生的新著《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是一部专 门论述现 当代音乐家 与作品的 专著, 它 从

艺术史的角度出发, 精选了现当代几十位音乐家 和百多首作品, 对之进 行深入的 研究, 见 解独到而 精辟, 文 章
简练而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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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这就 决定了 音 乐家及 其作品
成为音乐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但从目前 出版
的一些中国音乐 史学著 作看 来, 虽然 对音 乐家及 其
作品的研究屡有涉及, 但专门将它立为专题、并 进行
集中研究的 著作却 尤为少 见。周畅 先生的 新著《中
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它将
艺术史的研究中心

音乐家及作品作为自己 的研

究对象, 抓住了音乐史研究领域中的精髓部分, 可谓
选题精 。
取材精细

这本专著提取了现当代有突出 贡献

的音乐家和有突 出艺术 成就 的艺术 作品, 这些都 是
我国音乐史上值 得珍惜 的精 华部分, 其中 的作品 像
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海韵》等, 是五四 时期
艺术歌曲的精品; 冼星海 的《救国军 歌》、
《黄河大 合
2003 年 9 月, 人民音乐出 版社出版了 周畅先生

唱》等, 是我国抗日救亡歌曲的精品; 刘天华的《病中

的新著《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书中 所具有的

吟》、
《光明行》等, 又是我 国专 业化二 胡创 作的精 品

精、
深、美 的 特色, 使 之在 众多学 术性 著作中 脱颖

。将这些极富价值的现当代音乐精品进行 集中

而出。史学家修海林认为, 这部著作 在当 今出版的
众多的音乐史学著 作中, 有其独 特价值

很 值得

的研究, 很有意义。
见解精 辟 文 章时 有 精 辟 见 解令 人 耳 目 一 新。

。综观整部著 作, 它的 一大特 色是 精练。突

例如概括小提琴协 奏曲《梁祝》的艺 术成 就: 一、表

出地表现为选题精 当、取 材精细、见解精 辟、论 述精

现不朽爱情的传世杰作; 二、迷人的旋律; 三、抒 情性

练、思想宽广等。

与戏剧性相结 合, 技巧 性与表 现性 相结合; 四、浓 郁

一读

①

选题精当

y

音乐史学是一门以可听性 音乐艺术

的浪漫主义风格; 五、民族风格显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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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精辟。可 见作者 是在开 阔的 视野内, 对作 家作

从音乐史学的角度 出发, 将《新 诗歌集》放 到历史 的

品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 真正做到 具体作品

环境中做深入 的观察、分析, 言 前人 所未言, 精辟 指

具体分析, 从而提炼出了见解精辟的学术观点。

出了《新诗歌集》的历史价值, 从而给赵元任的《新诗

论述精练 这是一部二十万字的 著作, 但 又是一
部几倍于二十万字的著作。历经二十多年 的学习与

歌集》以公平、历史的 评价, 使人 们对这 位音乐家 的
认识又深入一层。

思考、几经提炼的观点与文字, 使这部著作 显得异常
的精练。
思想宽广

其三, 以音乐艺术为研究中心, 从音乐家与 音乐
作品的多个相关角度对音乐作品进行深入分析 的研

在这 部著作 中, 显示 出周 先生 在学

究, 将音乐美学与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 将理论 与美

术思想上的宽广, 其学术领域涉及到音乐 史学、音乐

文结合的写作方式等等, 都给现当代音乐史的 研究,

美学与音乐评论等学科。这种学术特色也 鲜明的贯

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穿在这部颇有理论深度的史学著作中。

《中国现当代 音乐家 与作 品》以 崭新的 角度、独

《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是一部独 具特色的

特的研究方法, 将音乐艺术的精华展现在读者 面前,

史学专著, 优美的 文字与 精湛的 理论 并驾齐 驱。书

使读者对中国现当代音乐艺术有了较为客观和 深刻

中精彩的美文, 每每使读者爱不释手。不 仅如此, 它

的认识。它无论对于音乐史学的研究者或是音 乐爱

还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

好者来说, 它都不 失为一 本有 着很高 学术 价值和 收

首先, 作者用深刻的 音乐 美学理 论来 把握 音乐

藏价值的好书。

作品, 将音乐美 学的 理论与 音乐史 学结 合的方 法进
行写作, 这给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以很大的启发:

注释:

其次, 作者对现当代 作家 作品进 行了 深入 的挖

①修海林教授给周畅先生的来信。

掘研究。围绕 不同的 音乐作 品, 作 者从音 乐家 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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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创作思想、创作风格、创作方法以及作 品背景、表
现手段等多个视角 进行 观察、分 析, 运用 音乐 史学、
音乐美学、以及 音乐 分析等 多种理 论和 方法进 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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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抓住特点, 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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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作者用宽广、开阔的音乐史学家 眼光去评
价作家的作品。以 赵元任《新诗 歌集》为例, 周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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