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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体系中审美理念的传承
—以
—— 20 世纪德奥两代演奏家为例
┃文◎陈舒华

一种音乐表演美学体系的形成，
其演奏技

乐坛的钢琴演奏家。几十年来对于建立中国

巧、
音乐风格等体系特征只是表象，
深层因素

自己的西方音乐表演体系（或学派）的呼声，

则是演奏者演奏行为背后审美理念的建立与

或许在新世纪伊始就开始认真进行思索。笔

传承。演奏家们的技巧、
声音、
风格等要素无一

者认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表演体系，

不是其意识或无意识的审美理念的反映。审美

虽然离不开若干具有凝聚力的音乐表演艺

理念的传承与演变是整个表演体系发展的核

术大师的出现，但在理论研究的层面，对两

心骨架，
而这种审美理念的形成又与孕育这个

个方面的关注与提升还是必须的：

表演体系群体的主流美学思想乃至民族性格、
文化特征等宏观因素是分不开的。

其一，
中国传统音乐表演美学如何运用
在西方音乐表演领域是个重要的课题。

在面对本民族音乐的表演体系中，我们

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不

较容易形成自己的美学体系。而对于西方古

少关于音乐美学思想的宝贵财富，
涉及音乐

典音乐，
虽然也属于一种外来的文化，
但由于

表演美学范畴的也不在少数。这些优秀传统

它早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对它的演

的部分精华，
已经作为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

绎同样也成为我们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的一部分溶入到我们的血液中；
另一些虽然

在不少国家、
民族中也有以其为载
分。当然，

已经在挖掘、
整理、
弘扬当中，
但在音乐表演

体注入本民族特有音乐语汇，形成自己独有

的学习者，
特别是对西方音乐表演的学习者

音乐文化的现象。从某种角度来说，来自不

被接受的程度都还不高。
中，
被了解、

同民族、不同时代及文化背景的演奏家在演

对此，许多学者已经展开相关的研究，

奏西方古典作品时，
由于所属文化、
美学观念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
冯效刚《中西文

的一些差异，
也带来演绎上的差别，
成为演绎

化传统与音乐审美思维的异同》②，
在论及审

上学派之分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思维的异同中，
对于音乐表演美学的中西

西方音乐表演文化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

融合同样深具启发性。张放也认为，
如何把

生根发展已有近百年的时间，近年来更是获
得空前繁荣。举钢琴表演为例，据不完全统
计，中国目前学习钢琴的人数已逾三千万①，
也出现了朗郎、李云迪这样一些活跃于世界

① 秦琴《试论幼儿钢琴教学中的误区》，
《中国音乐教
育》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９ 页。
② 载《乐府新声》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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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音乐表演艺术的美学思想、
人文思想、
自
然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融入现代音乐表演

德奥钢琴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

艺术的框架之中，如何将西方音乐表演美学

２０ 世纪德奥钢琴学派审美理念的传承

研究的成功经验和美学观念同中国古代音乐

与演变，
在钢琴家施纳贝尔⑥与布伦德尔⑦两

厚重的美学思想与观念结合并举，应用于实

人身上突出地表现出来，
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际的音乐表演活动中，同时拓展表演的视界

与典型性。根据张前先生对于西方现代音乐

和话语空间，充分发挥中国古代传统美学思

表演美学的划分方法⑧，这两位演奏家都属

想的现代意义，
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③

于客观主义音乐表演的代表人物。如果根据

其二，
杨易禾先生认为，
所谓
“体系”
指的

美国音乐评论家 Ｃ ． 勋伯格把表演分为激情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整体不等于局部相加，
因

的与形式的这样对立的两派 ⑨，他们又都明

而风格不是特点与特点的相加或堆砌，而是

显属于后者；
如果以民族或历史文化传统为

渗透、
制约而结合成的
所有特点的相互融合、

依据进行划分，
他们又都归于德奥文化的传

④

一个整体。 如果把整个文化特征、民族性

统之中。施纳贝尔的演奏事业主要活跃于两

格、音乐美学思想等作为形成一种表演艺术

次世界大战之间，
那时正是德奥钢琴学派的

体系理论的宏观前提来看待，把基于演奏实
际的个别技术理论研究、个人演奏风格研究
等作为体系理论的微观层面来看待，我们就
不难发现介于两者之间、存在于演奏实际背
后演奏审美理念的中心性地位。杨易禾提到
的这种相互融合、渗透、制约的结合点，或许
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演奏审美理念的建立与传
承的关系。
张前先生也认为，
研究音乐表演艺

③ 张放《音乐表演美学刍议》，
《音乐探索》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第 ６５ 页。
④ 杨易禾《音乐表演艺术中的风格与流派》，
《音乐与
表演》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第 ８４ 页。
⑤ 张前《关于开展音乐表演学研究的刍议》，
《音乐二
度创作的美学思考——
—张前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
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⑥ 阿图尔·施纳贝尔 （Ａ ｒｔｕｒ Ｓｃｈｎａｂｅｌ，１８８２—１９５１），

原则以及审美标准等问题，
正
术的美学思想、

奥地利钢琴家、作曲家、教育家。八岁登台演出，后成为世

是音乐表演之所以能获得艺术生命和价值的

界上最受尊敬和推崇的钢琴家之一。１９００ 年定居柏林，

关键所在。⑤

１９１９ 年至 １９３９ 年是他演奏生涯的高峰时期，其间曾任教
于柏林音乐学院，录制、演出了贝多芬奏鸣曲全集，１９３９

在我国音乐表演美学领域的研究中，上

年定居美国，后又回到瑞士。他被认为是那个时代贝多芬、

述张前、
冯效刚、
杨易禾等音乐学者无论在音

舒伯特作品的重要诠释者。还曾编订贝多芬奏鸣曲全集，

表演技能、
学科建设等方面
乐表演美学原理、

并著有《音乐和我的一生》等著作。

都做出了较为系统、
完善的研究，
在他们的学
术成果中也早已涉及到以上两点，给予我们

⑦ 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Ａ ｌｆｒｅｄ Ｂ ｒｅｎｄｅｌ，１９３１－），奥
地利钢琴家。１９４８ 年首次在格拉茨举办独奏音乐会，次年
在布索尼比赛获得第一名。２００８ 年，结束公开演奏退出舞

广阔的研究空间。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拟

台，在各地举办讲学及教学活动。布伦德尔演奏曲目广泛，

—即对具体的直接
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后者——

被公认为是莫扎特、贝多芬等古典乐派与舒伯特、李斯特

隐藏于演奏实际背后的审美理念的研究之

等浪漫乐派作品的重要诠释者。他知识广博，善于深入分

上，
尝试以 ２０ 世纪德奥钢琴学派两位代表性

析作品内涵，擅长通过动机的连接关系来揭示乐谱后面的

演奏家施纳贝尔与布伦德尔为例，归纳他们
的演奏审美理念，
理出其传承脉络，
借此来强
调表演体系中审美理念的关键价值。

音乐含义，被誉为“钢琴哲学家”。
⑧ 张前《现代音乐表演美学观念的演变》，
《中央音乐
学院学报》１９９２ 年第 １ 期。
⑨ 同注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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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繁荣期。布伦德尔活跃于二战之

时大部分演奏家都过分认为自己是“音乐的

后的 ２０ 世纪下半叶至 ２１ 世纪初，是我们这

再创造者”
，对于作曲家的作品经常做出添

代人可以感受到的西方表演艺术的另一个

加、删减或更改的潮流中，他却能坚持认为

高峰。

对乐谱、
对作曲家的忠实演绎是演奏者无可

施纳贝尔活跃于演奏舞台的年代，正是

置疑的先决条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他奠

西方演奏美学摆脱浪漫主义影响，开创客观

定了现代钢琴演奏美学的基础，
是钢琴家忠

主义表演先河的时期，他正是这种运动的旗

忠于作曲家这一客观主义演奏美学
于乐谱、

手与先驱之一。布伦德尔的演奏声望则是从

輯
輥
的先驱者。訛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思想直到今

上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的，
可说是当代德奥钢琴

天，
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仍始终影响着

演奏的代表人物，
是承载着新的艺术品位、
学

钢琴演奏领域的主流文化，
为当今多数钢琴

术精神和当代音乐表演理念的演奏家。除了

家所崇奉。

从事演奏之外，两人都是博学多才的“学者

继施纳贝尔之后，
虽然布伦德尔具有同

型”
艺术家，有着诸多相同之处，但由于处于

样的审美理念，
但在认识程度与理解方面却

不同的时代，他们也各自承载着不同时代的

有着许多差异。这是因为在实际演奏中，
施

演奏审美理念。

纳贝尔在他的时代虽已相当“进步”
，
但仍不

由于布伦德尔刚刚退出舞台，人们对他

可避免地受着 １９ 世纪浪漫主义遗风的影

的演奏风格还记忆犹新。
他的演奏传承，
无论

响。我们可以从施纳贝尔所编订的《贝多芬

从擅长演奏的曲目范围或是注重乐曲结构与

奏鸣曲集》以及他留下的录音中发现，其中

内在张力的演奏风格，使人们很容易把他与

仍有许多见解与贝多芬的原著存在较大差

施纳贝尔联系到一起。早在上世纪 ７０ 年代，

异甚至矛盾的地方，
其中也能发现不少极端

在诠释莫扎特与舒伯特作品领域，布伦德尔

个人化的见解。但他仍然会为了演奏会上的

就确立了其继施纳贝尔之后的权威演奏家的

效果以及听众的反应而在音乐上做出夸张

大多数人认为，
布伦德尔与施纳贝尔在
地位。

的处理。

乐句细节、节奏与力度等方面的处理有着许

以速度的处理为例，比起 ２０ 世纪后半

多相似之处。虽然施纳贝尔是布伦德尔尊敬

叶布伦德尔这代的演奏家，
施纳贝尔似乎更

与推崇的演奏家，但布伦德尔仍表示出对于

想寻求扩张速度的对比，
在慢的段落弹得更

⑩

施纳贝尔的不同意见。 在对于演奏家角色

为缓慢，
快的段落则演奏得更迅疾。很显然，

应该是忠实地传达作曲家及作品的想法这样

在音乐会中，这将会给听众更多的惊喜：
听

的定位的认识上，布伦德尔则更加趋于学术
化及严密性，在处理速度、力度及音色、表情
上，
他更多地注重挖掘音乐作品的本身。

音乐表演审美理念的传承与演变
（一）对演奏家定位的理念
对于演奏家应该在表演活动中处于什么

⑩ 布伦德尔《我的估算——
—与马丁·迈耶谈话录》，卡
尔·瑟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２７５ 页。（Ａ ｌｆｒｅｄ Ｂ ｒｅｎｄｅｌ，Ａ ｕｓ－
ｇｅｒｅｃｈｎｅｔｉｃｈ Ｇ ｅｓｐｒ？ｃｈｅ ｍ ｉｔＭ ａｒｔｉｎ Ｍ ｅｙｅｒ，Ｃ ａｒｌＨ ａｎｓｅ Ｖ 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１，Ｍ üｎｃｈｅｎ Ｗ ｉｅｎ）
訛
輯
輥 迪尔克·加加洛普洛斯（Ｄ ｉｒｋ Ｇ ａｒｇａ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钢琴家
辞典》，
《哈仁贝格钢琴音乐指南》，梅耶尔百科全书出版社

样的角色与地位，
时代不同，
认识角度存在相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９４１、
１２９ 页。〔Ｈ ａｒｅｎｂｅｒｇ Ｋ ｌａｖｉｅｒｍ ｕｓｉｋｆüｈｒｅｒ，

出生在浪漫派末期的施纳贝尔，
在当
当差异。

Ｍ ｅｙｅｒｓＬｅｘｉｋｏｎｖｅｒｌａｇ，Ｍ ａｎｎｈｅｉｍ 、Ｌｅｉｐｚｉｇ、Ｗ ｉｅｎ、Ｚüｒ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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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带着自己对作品预设的

等；布伦德尔演绎的每一首莫扎特协奏曲，

期待去欣赏演奏，当演奏家给出一些令听众

都是在经过详细的考证后才着手演奏、录

意想不到的效果时，往往能够让音乐会取得

符
音，他增加了一些不超越于作曲家之上、

与众不同的效果。这正是 １９ 世纪浪漫主义

合那个时代的花奏和装饰音。对此，
他的理

“以演奏家为本”表演理念的一种具体体现。

由是：
“钢琴家必须给人这样一个感觉，
他是

在那个时期演奏家们所留下的录音文献中我

严格按照作曲家所创作的来演奏，
除非是需

们可以发现，像科尔托或是布伦德尔的老师

訛
輱
輥
被允许的、
经过深思熟虑的增补。”
我
要的、

费雪尔，他们弹奏快速乐章或是快板作品的

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忠于乐谱理念上的差

速度往往让现代人望而生畏；
对于慢板音乐，

别。布伦德尔活跃于 ２０ 世纪下半叶，
这是一

例如科尔托就几乎从不演奏特别缓慢的乐

个对乐谱的考证更具科学性、
音乐学上的研

曲，
他在演奏上逃避广板的曲目，
费雪尔则倾

究成果更丰硕的年代，
人们对作曲家的作品

向于把慢乐章演奏得很流畅。稍晚一些的另

更冷静地思考和对待。
有着更深入、

一位德奥学派的代表人物肯普夫则较为不

（二）关于钢琴定位的理念

同，
他尽量避免演奏中的极端处理，
常采取中

钢琴这件乐器在整个表演中到底处在

庸的态度，
使演奏不慌不忙，
不失去理性的控

什么样的位置？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时代

制，使欣赏者能够始终沉浸于一种唯美的听

不同，
各叙己见。

赏状态。除了速度方面，我们也发现当时的

１９ 世纪是钢琴音乐文化蓬勃发展的阶

演奏者在其他一些音乐的处理上同样会受此

段，肖邦、李斯特等音乐家为挖掘钢琴乐器

思想影响，
即更加注重听众的反应，
这体现了

本身的潜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当时

那个时代的烙印。

刚刚兴起的钢琴演奏会形式中，
大多数演奏

正是在此方面，布伦德尔对于演奏家角

者还是以钢琴作为炫耀演奏者自身的一件

色定位的认识上更加趋于理性，他不赞同上

人们可能还更多地关
重要器具。在 １９ 世纪，

在
述施纳贝尔式的理念，
但也不同于肯普夫。

注挖掘钢琴乐器本身的演绎潜能。到了 ２０

音乐演绎的原则中，他没有刻意去避免一些

世纪，演奏者的理念发生了些许变化，他们

他认为在处理速度、
力
极端化的处理。同时，

更多地想通过钢琴来挖掘音乐作品的潜能。

度及音色、
表情方面，
演奏家应该更多地挖掘

具体到施纳贝尔的时代，
难免还受到前者的

音乐作品本身，必须寻求整个音乐表现中的

影响。
“在大量的钢琴作品中，
我认为作曲家

多样化，集中地关注极端必将意味着忽视了

都希望自己的音乐听起来像钢琴音乐而非

两端之间广阔的处理空间，而那些为了讨好

訛
輲
輥
。施纳贝尔的学生兼助手康纳德·沃
其它”

听众的主观化观念会限制演奏家能力的发

尔夫指出，
施纳贝尔这一钢琴演奏的审美理

挥。布伦德尔认为，尽可能快或是慢地演奏

念应该代表了他对于钢琴这一乐器所应扮

乐曲将使音乐
“几乎变成一种运动”
。

訛
輰
輥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施纳贝尔与布伦德
尔在演奏家如何更真实地传达作曲家意图的
比如，
相对于布伦
具体细节上存在一些不同。
德尔，
在演奏莫扎特的作品时，
施纳贝尔没有
额外增添自己的内容，如装饰音、花腔走句

訛
輰
輥 同注⑩，第 ２５２ 页。
訛
輱
輥 布伦德尔《说出音乐》，皮佩尔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２６５ 页 。（Ａ ｌｆｒｅｄ Ｂ ｒｅｎｄｅｌ，Ｍ ｕｓｉｋ ｂｅｉｍ Ｗ ｏｒｔ ｇｅｎｏｍ ｍ ｅｎ，
Ｐｉｐｅｒ，Ｍ üｎｃｈｅｎ／Ｚüｒｉｃｈ）
訛
輲
輥 同注輥
訛
輱，第 ２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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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角色的一种想法。
对此，
布伦德尔明确表

对于声部间的音响平衡问题，
我们也可

明他的不同看法：不仅聆听者应该从钢琴中

在录音的聆听中发现两人的一些差别。施纳

想象出各种其他乐器的声音，钢琴家更应当

贝尔似乎更注重外声部，
体现出音响上强且

首先想象并弹奏出这样的效果。 从这点看

二次世界大
厚重的结构性。这也许是第一、

来，我们可能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布伦德尔成

战期间，
德国文化中带有些许普鲁士精神的

名之后就几乎不再演奏肖邦的钢琴作品，而

音乐文化在钢琴音色中的体现。布伦德尔却

演奏同为浪漫派代表人物的李斯特作品却取

輷
輥
，訛
我们从其所演
常被人评为“低音太单薄”

得了独到的成就。也许就是因为肖邦的音乐

绎的音乐中能感受到这一点。除非有特别的

太过
“钢琴化”了，李斯特却是一位始终想把

需要，他的低音线条并不是那么重要，他对

钢琴与管弦乐队相媲美，来表现他构思的作

低音有很好的控制。这又让我们想起维也纳

曲家。

甚至意大利典雅、高贵的音乐风格，通常低

訛
輳
輥

（三）关于声音的审美理念

音在有特别需要时才被强调出来。在这里我

对于乐器音色的审美理念方面，虽然布

们可以发现，哪怕演奏得很轻，其实听众通

伦德尔从未在音乐厅里欣赏过施纳贝尔的现

过和声的功能都将或多或少地自然就能听

场演奏，
仅以听赏录音来讲，
他十分钦佩施纳

出低音。布伦德尔认为，
“在音乐作品中，
将

贝尔演奏的声音，他认为这是施纳贝尔永远

旋律与低音视为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实

两
给他灵感的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感觉到，

輮
輦
。訛
际上是不太会成功的”

訛
輴
輥

位大师与其他优秀的德奥演奏家一样，他们

在演奏实例中，
我们可以从施纳贝尔与

演绎的声音能让人感受到深厚的音乐根基，

布伦德尔所演奏的录音中明显地发现这样

—这是德奥演奏家的优
充满张力却不刺耳——

的区别。以两位大师所演奏的贝多芬《Ｃ 大

秀传统。
对此，
施纳贝尔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不

輯
輦
调奏鸣曲》Ｏ ｐ．５３（或称
“黎明”
）的开头为例訛
，

少对于声音处理的原则，为这一传统的传承

连续的四声部和弦，
施纳贝尔的演奏将高声

立下了功劳。他开始较为理性及系统地来对

部与低声部作为最重要的两个声部起着引

待发音效果的问题。 后来的布伦德尔则倾

导的作用，
中间声部则像是极弱的背景。这

訛
輵
輥

向于把音色的问题更多地看成综合因素导致
的音乐理解问题，在认识上使声音控制的理
性观念与感性认知得到更好的结合。布伦德

訛
輳
輥 同注輥
訛
輱。
訛
輴
輥 同注輥
訛
輱，第 ２７５ 页。

尔认为，声音间的连接是导致音色变化最重

訛
輵
輥 康纳德·沃尔夫《施纳贝尔的钢琴音乐诠释》，诺顿

要的因素，
如果仅仅弹奏一个音符，
虽然你的

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１５４—１７０ 页。（Ｋ ｏｎｒａｄ Ｗ ｏｌｆｆ，Ｓｃｈｎ－

下键可以轻或重、快或慢、温柔或粗暴，加踏
板或不加踏板，这似乎已赋予一个音符不少
特点，但仍然会让人觉得每个音跟其他音很
假如声音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情况就
相似。
完全不同了，
它需要手指的触觉，
需要音乐的
气质、需要思考，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能制
造值得欣赏的声音。其他诸如和声、
踏板、
清
輶
輥
晰度等，
其实也对改变音色起着重要作用。訛

ａｂｅｌ’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ａｎｏ Ｍ ｕｓｉｃ，Ｗ ．Ｗ ．Ｎ ｏｒｔｏｎ ＆ Ｃ ｏｍ ｐａｎｙ
Ｎ ｅｗ Ｙ ｏｒｋ／Ｌｏｎｄｏｎ）
訛
輶
輥 私人访谈，德国弗莱堡音乐学院 Ａ ．Ｉｍ ｍ ｅｒ教授转
述其师布伦德尔观点。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訛
輷
輥 私人访谈，德国弗莱堡音乐学院教授 Ｈ ．Ｍ ｕｅｌｌｅｒ
语，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訛
輮
輦 同注輥
訛
輱，第 ２６２ 页。
訛
輯
輦 参见施纳贝尔录制的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
唱片号 Ｅ Ｍ Ｉ ７ ６３７６５－２；布伦德尔 １９９６ 录制的《贝多芬钢
琴奏鸣曲全集》，唱片号 ＰＨ ＩＬＩＰＳＧ ４４４４６９０９－２。

114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第 ３ 期

是他处理和弦声部平衡的特点，这样的演奏

想，
可以说德奥演奏家们是一脉相承的。

让人感觉和弦非常清晰有力。而布伦德尔在

另外笔者也认为，
德奥演奏家的感性常

这里的演奏则明显不同，
他不突出外声部，
而

被人们忽略与误解。从施纳贝尔到布伦德

是内声部稍微强调一些，这样让人觉得非常

尔，
他们都相当重视音乐的感性认识。从施

布伦
轻且柔和，
充满了深邃之感。从这里看来，

纳贝尔的教学理念中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理

德尔给我们的经验是：
如果钢琴家要演奏得富

论分析显然还不是理解音乐的法宝，
真正的

有诗意的话，
就要更加注意中声部，
而不是低

分析还多着重于音乐的感受。在布伦德尔的

温暖的特性
声部或高声部，
这样才能把柔和、

论述中他提到：
“虽然我喜欢思考，
但是感情

表现出来。另一个相近的例子则可以发现对于

仍旧是音乐家们创作的灵魂，
这是音乐的起

突出高音部的问题，
例如施纳贝尔在演奏八度

点，
也是音乐回归之处。”
“如果和一首作品

时通常赋予主要声部更多的关注，
布伦德尔则

生活几年，应该可以明白其结构，以及在乐

不然，
他除了通常那些通过伴奏表现主旋律的

章内主旋律和动机是如何连接，
并且也能进

声音会明显突出外，
许多时候还会把八度的两

一步懂得如何将乐章与乐章间联系在一起，

个音当成同等地位来看待。

便能了解作品是作曲家高度智慧的结晶，
必

我们可以看出，施纳贝尔提出了很好的

有理性贯穿其中，而理性又与感性紧密联

声音理念，布伦德尔对于声音的概念在规则

结，
可以说理性与感性相互作用方能成上乘

更加符合作品的
的基础上，
寻求在更加细腻、

訛
輳
輦
也就是说，
在演奏一首作品之前，
他
之作。”

客观要求上来探索。

认为应该先做一些理性的考证、分析、研究

（四）对表演中理性与感性认识的理念

工作，在作品诠释的观念将要形成之前，
以

最后，我们来看看两代演奏家对于音乐

直觉来进行演奏，
然后再设法了解作品的创

表演中如何处理感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德

结构形式等，
两者互为作用，
可以一
作过程、

奥的演奏家总让人产生非常理性的印象，他

次次有新发现、新感受，从而尽力将音乐内

们或多或少都受到汉斯立克美学思想的影

涵做深入的表达。

响，
倾向于在完美的形式中升华情感，
而不是

结

“音
更多地想把所谓的感性倾注于作品之中。

语

乐可以激起形象的联想，形象却激发不出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同为一种

乐”
。 这是施纳贝尔对处理标题音乐的一句

表演美学体系之中，施纳贝尔作为 ２０ 世纪

“标题的作
名言。他牢牢抓住贝多芬的精神：

上半叶的演奏家，
他的审美理念还无法完全

訛
輱
輦
这应该
用，
是表达感想，
而不是塑造形象。”

摆脱 １９ 世纪浪漫主义势力的影响，但他已

是他继承传统成为德奥学派钢琴大师的原因

经成功地奠定了 ２０ 世纪钢琴表演美学的基

訛
輰
輦

之一。同样，
布伦德尔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演奏
在论及舒曼《童年情景》的演奏时他说：
家不能在实际上返回童年，也不能在舞台上
赌运气，
看看是否能正好感受到童年的感觉。
钢琴家应该在演奏上深思熟虑，做好充分的
思考与设计安排，
发掘音乐中的可能性，
然后
訛
輲
輦
才能很好地在演奏中表现出来。”
这样的思

訛
輰
輦 彭圣锦《钢琴演奏与风格》，台湾双木林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第 ６４ 页。
訛
輱
輦 同注輦
訛
輰。
訛
輲
輦 Ａ ．Ｂ ｒｅｎｄｅｌ，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 ｒｏｗ ｎ－ｕｐ Ｐｌａｙｅｒ：Ｓｃｈｕｍ ａｎｎ’
ｓ
Ｋ ｉｎｄｅｒｓｚｅｎｅｎ，Ｍ ｕｓｉｃ Ｓｏｕｎｄｅｄ Ｏ ｕｔ，ＦａｒｒａｒＳｔｒａｕｓ Ｇ ｉｒｏｕｘ，Ｎ ｅｗ
Ｙ ｏｒｋ，１９９１．
訛
輳
輦 同注輦
訛
輱，第 ３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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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这样的审美理念，
反映到他对于音乐表情

一脉相承的审美理念直接作用于其演奏实

的处理、
音色的选择、
认识作品的方法等各方

际，
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演变。建立我

布伦德
面，
从而形成他独有的演奏风格特征。

们自己的表演体系或学派，
同样需要开始关

尔则结合了 ２０ 世纪下半叶的人文精神，
由于

注或是归纳与我们演奏实际密切相关的演

科技与学术的更快速发展，
在这个时代里，
音

奏审美理念。对于同是在一种文化传统与民

乐审美理念加入了更加值得考究的学术境

族性格中成长的中国几代演奏家，
除了他们

地，他让这样一种理性的风格发挥到了一个

的个性特点外，他们也被不同时代、来自不

更加完美的状态，使看似冲突的各种美学思

同潮流与意识的影响而产生很大不同。但

想更加得以平衡。

是，
是否他们已有一种连结“相互融合、相互

西方古典音乐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

渗透、相互制约而结合成的一个整体”的审

文化遗产，
作为二度创作的音乐表演活动，
同

美特点作为纽带呢？这些审美特点显然能

样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是向世界人民开放的，

作用于他们的演奏技巧、音色、表演风格等

各国家、
各个时代的人们
它需要世界各民族、

演奏实际。无论如何，
随着当今中国音乐文

来共同充实与构建。它的发展同样也需要各

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始研究并且开始着

种不同的审美思想、
艺术风格来融合。
“在音

手建立中国自己的音乐表演美学体系与表

乐文化的本原上，东西方艺术家和学者们都

演美学思想，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演奏者的

在思考着同一类的问题，其差别只是由于社

历史使命。

会文化、艺术思维方式的不同而选取了不同
的视角而已。
作为人类的文化，
需要全人类共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訛
輴
輦
同去充实。”

我们从德奥乐派一些审美理念的传承与
演变的研究中，
或许可以受到某些启发，
他们

訛
輴
輦 冯效刚 《中西文化传统与音乐审美思维的异同》，
《乐府新声》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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