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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文章认为指挥者的形体语言在观众的视觉中是否具有美感, 是其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从旋律的指挥法、音乐作品的布局、动作

协调等方面浅谈了指挥之美。认为指挥者必须能够掌控自己, 将充沛的情感融入在理性的挥拍技术之中, 从而带领乐手或合唱队进行 逻辑清晰、句
法准确的音乐再现。使观众在听觉和视觉上都有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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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在台下应该是一位 修养丰厚 的学者, 但在台 上他又 不可避 免

者应当有一个明显主动的、类似 ! 起拍 ∀的提示, 积极地带着 大家强调这

的是一名表演者。给观众留 下第一 印象的, 总是指 挥的 动作。观众 常

个音乐语句的高点。而高点 之外的 部分, 如 果作曲 家没有 特殊的 要求

常会评价, 我喜欢这个指挥, 不喜 欢那个指 挥。因为这 个指挥 ! 帅 ∀, 那

或者指挥者也没特别的处理, 就可以用较 小的动作随着大家一起下来。

个指挥 ! 不帅 ∀。这就是告 诉指挥者, 你的指挥 动作是否 帅, 是否美, 对

我的体会是高点之前要带, 高点之后要 跟。 这样, 一条生动的 旋律才能

观众而言很重要。观众很在乎指挥在他们的视 觉中是否是美 的。 别看

随着指挥者的心愿和感觉 唱起 来, 流动 起来。有 静有动, 有带有 跟, 有

这看似外行的评价, 里面却也包含了不小的道理。

了螺旋式向前推进的美感, 才能带领大家进入音乐, 表现音乐。

作为一个舞台表演者, 我们 当然希 望指挥 的动作 在观众 的眼中 是

再谈谈对作品结构的 把握。我 们在准 备一部 作品的 时候, 首 先要

美的, 能给人以美的感受。但指 挥动作 的美必 须建立 在揭示 音乐内 容

对它的曲式结构做出准确 的把握, 把 段与段 之间的 力度和 速度 进行严

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 指挥者 用自己 的肢体 语言将 音乐诠 释的越 准

格的区分。然后找出乐曲的 高潮所 在, 规定 出高潮 处挥拍 所用 的力度

确则越能形成在观众视觉中的美。因为这时指挥 者的形体语言也 一定
符合了观众由听觉而生却反映在视觉上的期 待。听觉和视觉在音 乐中

和幅度, 把这个标准确立之 后, 其它 部分的 挥拍都 不得超 越这 个界限。
然后再结合我们刚才谈到 的旋律 指挥法, 认真 体会和 练习。如 果我们

的统一, 是美的。

对一部音乐作品进行了整 体布局以 后, 再对 里面的 每一个 句子 都能做

对那些虽能较正确解释作 品, 也能 较准确 地掌握 和领导 乐队或 合
唱队表演, 如果 在肢体语言上缺乏表现力, 我们当然会感到 不满足和遗

上述的分析, 就能够从图 式指挥 向逻辑 指挥或 音乐指 挥迈进 了! 就一
定能让观众看到 ! 美 ∀。

憾。观众就会觉得 ! 不帅 ∀。但对那些在表演中卖弄花俏, 哗众取 宠, 而

如果指挥能够准确的做 到上述 要求, 不 但能得 到乐手 和合 唱队员

不能正确、严谨地演奏音 乐的指挥, 则会令观众觉得滑稽, 可笑, 甚至令

的信服。同样也能帮助观 众更好 的理解 音乐, 激起他 们的共 鸣。也会

人生厌。音乐艺术是严肃的, 容不得任何矫揉造作 和虚伪的自我 表现。

情不自禁的说你一声 ! 帅 ∀。当然这种美和帅是指挥者在表 演过程中下

能够恰当的带 领大家 把音 乐表 现出 来的动 作才 是最 ! 帅 ∀的, 最 ! 美 ∀

意识的表现, 如果刻意的 表演那 么他一 定会失 败。所以优 秀的 指挥技

的。指挥动作的美, 不是指挥者的目的, 而是他帮助 乐手或合唱队 员创

术必须经过千锤百炼, 从不自然到自然, 融入指挥的血液。

造音乐的重要手段。在进行音 乐表演 时, 领导 大家正 确而有 表现力 地

其实不应该回避的一个问题是: 抛开音乐 的表达之外, 指挥 者本身

表达音乐是指挥者的全部任务, 指挥者 在对音 乐行进 中的各 个声部 进

的动作的确存在美与不美 的问题。 我自己 的体会 是, 指挥 的动 作要想

行提示和命令时必须是在音乐 的情绪 里完成 的, 要准 确地把 握手势 语

让别人看着舒服, 具有美感。指挥者首先要 把动作做的让自 己舒服, 使

言的度, 不及和过火都是不理想的。所以指挥者应 该尽最大的努 力, 得

自己协调。如果自己都觉得 自己的 动作很 别扭, 好 像用的 不是 自己的

到这个恰当之 ! 美 ∀。

手, 那么观众也一定觉得是不自然的。就像 歌唱者, 如果自己 都唱的让

对大多数人而言, 在听完一首乐曲之后, 所做出 的好听或是不 好听

自己不舒服, 那么他的歌 声也一 定是不 美妙。所以 指挥本 身如 果存在

的评价, 往往是对这首乐曲旋律的评价。可见在音 乐的众要素中, 旋律
占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所以下面我将着重谈谈旋律的指挥法。

动作不协调的问题, 进行 一定的 形体训 练也是 有必要 的。如果 是因为
自己的肢体动作不协调而失去了观众, 岂非冤枉的很。

作为指挥, 如何才能带领 大家合 理的歌 唱或演 奏呢? 如 何才能 够

指挥者必须在音乐上多 下功夫, 将丰富 的指挥 技术统 一于 所要表

使观众从我们的指挥中体验 到旋律 之美呢? 我们首 先要明 白, 绝大 多

达的音乐之中。著名指挥家吕嘉老师曾经说过: ! 我在指挥 的时候只考

数旋律的流动过程并不是平直 前进的, 而是 根据作 品的内 容、感情, 不

虑音乐, 音乐对了就都对了。∀但是我们应该明白, 这看似简 单的一句话

断的起伏、波动地向前进行。一个流动的乐句就像 语言和歌唱一 样, 总

的背后, 是几十年刻苦的 学习和 勤奋的 实践。他的 那种状 态是 在丰富

会有它的高点和它的低谷。因此, 指挥的手 ! 会不会说话 ∀, 最能体 现他

的人生经历和渊博的知识 沉淀之后 的一种 超越平 凡的自 然, 也 是吃得

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指挥的手势应当形象地把 这些旋律线条的 特点

苦中苦之后的必然。

勾画出来。当旋律的音区较低时, 我们的手势也应 挥得低些; 当旋 律的

总之, 指挥的工作是细致而繁重的, 他不但 必须具备深厚的 音乐理

音区较高时, 我们的手势也应 挥得高 些。逐步 上行的 旋律一 般都有 渐

论修养和广博的知识面, 还 要在 舞台上 让观众 认为是 ! 美 ∀的、是 ! 帅 ∀

强的趋势, 指挥图式就可以逐渐 提高、加大幅 度和力 度来引 导; 当旋 律

的。因为这也是一个指挥能否成功的重要 因素。本文只是从 旋律的指

逐步下行时则反之。我们还应当准确的找到旋律 中的高点也就是 语言

挥法、作品布局、动作协调等方面浅谈了指 挥之美。希望指挥 者能够掌

的 ! 逻辑重音 ∀。在一般情况下, 为了强调逻辑重音, 在它之前的音 乐都

握和控制自己, 将充沛的情感融入在理性的 挥拍技术之中, 带领乐手们

是为高点的到来做铺垫的, 一 层层有 准备地 将高点 推出 来。 而高点 过

进行逻辑清晰, 句法准确 的音乐 再现。使观 众在听 觉和视 觉上 都有美

后的音符就要象退潮一样, 层层退去。在逻辑重音 到来的前一拍, 指挥

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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