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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是 18世纪著名的奥地利音乐家。他的音乐明朗、欢快, 好像处处是阳光灿烂, 但是, 他 的音乐还具有更深层 的内涵。在现
实世界和多艰的人生中, 他处处要求得到平衡。莫扎特在其一生创作过程中处处体 现着乐观, 豁达态度, 阐 述了莫扎特音乐的 人文主义
精神, 以及与中国音乐文化的相似性。
莫扎特 人文精神 平衡
一

三

莫扎特 (M ozartW olfgang Am adeus )是人们所 熟知的奥 地利作曲 家, 钢

从某种意义上讲, 莫扎特的音乐所反映的其实就 是中国文化。 我们中

琴演奏家, 是世界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在世界文化 史上占有重要 的地位。 国文化就是脱却了 一切 认为的 痕迹, 清新、质朴、富有 诗意、平和、浑然 天
他生于 1756 年 1月 27 日, 不幸的 是在 35岁时 就去世 了 ( 1751 年 12 月 5

成, 清雅高妙。这是中国高层次的 文化艺 术, 也 是莫扎 特艺术 与中国 文化

日 ), 他短短的一生是在紧张的创 作中度过, 谱写出大 量优秀 的音乐 作品。 相似之处。
莫扎特是他那个时代音乐文化进步成就的最高表 现, 他采用了当时 所有体

如果说, 贝多芬 的音 乐是 一 个 力 !字, 莫扎 特的 音乐 精髓 则 是一 个
和 !字。中国传统文化中, 也特别推崇 和 !字。培养、铸 造和谐的 人格和

裁的音乐形式, 这种多方面的才能使人惊叹。

这位伟大的天才音乐家, 在不 到四 岁时就 表现出 了非凡 的音乐 才能。 人生是莫扎特音乐最大的伦理功能。莫扎特是一位 懂得平衡的艺 术大师。
莫扎特不仅具有杰出的音乐才 能, 而且 还生长 在一个 极好的 音乐环 境中,

在现实世界和多艰的人生中, 他处处 要求得 到平衡。 他经常 得不到, 于是

从很小的时候起, 他就接受了 最严格、最优秀 的音乐 教育。莫 扎特的 生活

只好一个人跑到音乐创作中去求得, 用自己的手和脑 去创造一个和 谐的世

充满了艰难困苦, 但他的音乐 却充满了 欢乐, 爱与 美的光辉,

界。他的音乐就是要平衡, 平和, 中庸。

莫扎特 的音

乐不像他的生活, 而像他的灵魂。!

莫扎特的音乐与中国文化相似之处在于天真、朴 素而有富有 诗意。笔

莫扎特的音乐是人类文明史 上的里 程碑, 其 多变 的创作 手法, 丰 富的

者认为, 莫扎特的音乐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它的技巧 艰深难弹, 炫人 耳目, 而

音乐表现一直是人们研究和 追逐的对 象。莫扎 特作品 的丰富 内涵给 了人

在于它单纯、返朴归真, 但其中 有蕴涵 着挖掘 不尽的 乐意。中 国音乐 所说

们一个广阔的空间, 不同年龄, 不 同阅历, 不同 时代的 人会有 不同的 解释。 的 大乐必易 !、大音希声 !, 都是表达这种意 思。莫扎特 的音乐与 中国文
有人认为其音乐只是华丽而肤 浅的吟唱, 然而, 很多人 误以为 莫扎特 创作

化的相似之处, 还不止于双方所追求的朴素、天真、诗 意、平和的境 界, 而在

时从来不假思索, 毫无理性可 言, 因而 也就谈 不上高 远和深 邃。自负 的瓦

于那种天生的乐天知命的气质, 那就是, 永远以乐观、豁 达的态度来 面对生

格纳曾以轻蔑的口吻说, 莫扎特一辈子不脱稚气, 与 艺术的伟大使 命无缘。 命中的种种不幸和挫折。
殊不知, 以这样的角度认识莫扎特, 莫扎特艺术中那 种貌似浑然天 成、其实

钢琴家傅聪曾说过: 中国人灵魂里本来就是莫扎特。! 莫扎 特的音乐

内藏 机关 !的奥秘, 就在无意间被遮蔽。而笔者则认为他的音乐 是对人类

注重客观与主观的平衡, 在平 衡中灌 注了丰 富、深刻 的内容。 莫扎特 的音

精神世界深层的探究。

乐中每一个重音都要求是圆的, 不能直接打上去, 要 求有所约束; 莫 扎特的
二

音乐中的音阶和琶音充满了虚 和实的变 化。!而种种这 些作品 中表现 出来

莫扎特所处的历史时期, 正值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蓬勃兴起。 18世

的平衡给人带来的美感, 正与中国古 代倡导的 所谓 乐而 不淫、哀而 不伤 !

纪 70年代德国发生了席卷全国的狂飙突进运动, 这场运动 渗透 了反抗当

的美学观相一致。莫 扎特 的钢 琴奏鸣 曲是 和谐、简单、平衡 的, 它 平易 近

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莫扎特是 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

人、纤细而又充满着种种复杂 的感情。莫 扎特一 生贫 困潦倒, 自己得 不到

作为音乐家, 莫扎特较早达到 艺术的 成熟, 在各个 领域不 断有新 的开

抚慰, 却用音乐去抚慰别人; 现实中得不到幸福, 却在他 的音乐中表 现了视

拓和更高成就。多次环欧旅行演出, 后又以 自由艺术家 !身份生 活在维也

患难如无物、超越于一切考验之上的积极的人生观。他 的钢琴奏鸣 曲旋律

纳, 对现实有深切的感受, 对深 层的问 题有独 到的思 考。莫扎 特的一 生是

优美、纯真, 浑然天成, 无斧凿 痕, 达 到了中 国艺术 所希望 的最高 境界 ∃ ∃ ∃

很悲惨的, 但他的作品确实温暖、开朗、热情、乐观的, 常 常被称为阳光 般的

清明高远、大音希声。

音乐, 但在阳光般的光辉灿烂的 创作中也 充满了 戏剧 性, 甚至 悲剧性 的因
素。莫扎特的音乐既有辉煌震撼的一面, 又有悲戚哀伤的一面。
如著名的钢琴家傅聪所说, 莫扎 特在音乐 中热情 起来比 任何人 都热

聆听莫扎特的作品, 不管是其 革命性 还是宽 恕的 思想内 涵, 或是 充满
希 望的 旋 律都 给我 们 以深 刻 的启 示: 宽容 和 谐的 社 会才 是人 类 共同 的
理想。

情, 伤感起来比任何人都悲哀, 然而他把这些平衡起来, 永远使人有美感 !。

综上所述, 莫扎特的创作依托 于当时 的欧洲 文化, 他崇尚 的人文 主义

莫扎特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以其自然、率真 的天性, 追求着 艺术

思想使其音乐充满着对人类的爱, 充满着生命的活 力。他用音乐抚 慰着人

的真实, 表现着人与社会、自然 和谐共 处的美 好愿望。 从莫扎 特的音 乐中

们的心灵, 唤起了人们对和谐世界的追求。莫扎特的音 乐作品中蕴 涵的人

感受到无限的爱和崇高的音乐境界中获得无穷的乐趣。

文精神值得我们去深深思索、细细研究。具有人文主义 思想的莫扎 特用美

在他最伟大的作品 ∀魔笛 #和 ∀费加 罗的婚 礼 #中, 莫扎特 唤醒了 人们

妙的音乐来表现社会、表现人、表现自然。他用心灵去 创作, 用音乐 中透露

内心最普遍最复杂的音乐意 识。他在音 乐中运 用歌剧 中从未 有过的 自然

出来的人性的纯真去表现平凡的 世态, 去 追求音 乐形 象的生 命, 因而 引起

性与人类共鸣性, 传达的是人类情感中最精神 微妙的成分 ∃ ∃ ∃ 爱 情、嫉妒、 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共鸣。
责任和智慧。 ∀安魂曲 #和 ∀第四十 一 朱庇特 ! 交响曲 #, 都是 用音乐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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