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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上海音乐厅举行的“音乐午茶之故事系列音乐会”中，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器乐系
副主任、上海音协手风琴专业委员会会长王从余和她的学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手风琴音乐会。

手风琴，这一承载着许多人记忆的乐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手风琴唤起的，不只是“红色记忆”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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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族的巴扬情结

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手风琴曲《莫斯
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回荡在上海音乐厅
南厅里，一百多位观众情不自禁地随着旋律
轻轻哼唱。

由手风琴演奏或伴奏的俄罗斯歌曲是
一代中国人对外国歌曲的记忆。

俄罗斯人把手风琴视为民族乐器，尽管
它起源于奥地利，却在漫长的岁月中融入俄
罗斯艺术的血液中。1905年， 第一台键钮式
手风琴在圣彼得堡诞生，人们为了纪念俄罗
斯著名的古手风琴演奏家巴扬，将这种琴称
为“巴扬”。

巴扬的键钮排列很有讲究，每相邻的三
个键钮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 紧密排列的键
钮使得演奏者右手的手指能在两个八度范围
内轻松演奏， 也让巴扬产生键盘式手风琴无
法比拟的宽音域。 巴扬还把传统手风琴右手
键盘的常用变音器移到了靠近下颚的地方，

解放了演奏者的双手，让下颚也参与了演奏。

手风琴以独特的表现方式呈现着俄罗斯
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性格特征， 也倾诉着几代
俄罗斯人的心声。手风琴出现在电影里、诗歌
中、歌唱家的口中。1948年，由诗歌改编的歌
曲《孤独的手风琴》唱遍俄罗斯的大街小巷，至
今仍被传唱：“天快亮了，一切都又沉寂，只听
在街上什么地方，有只手风琴在游荡……夜晚
凉风从田野上吹来，苹果花瓣纷纷飘散，你这
拉手风琴的青年，寻找的人是谁？”

“风”从东方来

手风琴的风从哪里来？“音乐午茶”现
场， 有观众向王从余提问。“从构造上来说，

风是通过演奏时推拉风箱让气流进入，振动
其中的簧片而来。” 王从余说，“而就历史渊
源而言，可谓‘风从东方来’。”

手风琴与中国古老的民间乐器———笙有
着“血缘关系”。公元前 1100年，中国流行着一
种通过簧片的自由颤动来演奏、形状类似于凤
凰的簧管乐器———笙。1777年，一位神父将笙
传入欧洲，欧洲人利用笙的发音原理发明了一
种可供吹奏的类似于口琴的簧片乐器。经过多
番改造，1829年， 奥地利人西里勒斯·德米安
成功改良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手风琴。

如今， 手风琴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家
族。根据构造可以分为键盘式手风琴和键钮

式手风琴。按照种类又可以分为自由低音手
风琴、传统低音手风琴、班多钮手风琴、电子
手风琴等，它们的音域与音色各有不同。

其中，演奏难度最高的是自由低音手风琴，

其音域能达到 4个八度以上， 音响效果接近管
风琴，特别适合演绎巴洛克风格的复调音乐。

香颂与探戈

手风琴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 它从 19

世纪的欧洲出发，漂流到世界各地，与许多
国家的民族音乐融合，成为了全世界普及率
最高的乐器之一。

在法国， 手风琴曾是贵族开派对时最重
要的乐器，因为其特有的“缪赛特”音色，加上
可以一边拉一边行走，深受贵族的喜爱，他们
甚至在琴上镶嵌各种宝石。后来，手风琴渐渐
出现在酒馆和餐厅中， 与香颂音乐结合在了
一起，成为了法国流行音乐的一部分。

“香颂”在法文中的原意是“歌曲”，许多

香颂音乐被改编成了旋律悠扬、充满法式浪漫
风情的手风琴作品，其中最知名的要数同名电
影主题曲《玫瑰人生》。法国电影中经常会听到
手风琴伴奏， 比如奥斯卡获奖影片 《天使爱美
丽》里那段表现“艾米丽”主题的配乐，让看过这
部电影的观众难以忘怀，作曲家扬·提尔森用手
风琴的音色刻画出一个浪漫奇幻的巴黎。

在阿根廷，手风琴与探戈音乐相遇。被誉为
“音乐探戈之父”的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是一
位班多钮手风琴演奏家， 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探
戈音乐作品，通过古典与爵士音乐的融合，将探
戈这一阿根廷民间音乐形式提升为雅俗共赏的
艺术音乐，也为手风琴音乐注入了新的灵魂。电
影《闻香识女人》中有一段经典的探戈舞，伴舞
音乐《一步之遥》充满着阿根廷风情，是全世界
乐迷最为熟知和喜爱的手风琴曲之一。

从大众到小众

手风琴在中国是一代人的“红色记忆”。王从

余演奏的一曲《弹起心爱的土琵琶》充分展现了
中国手风琴音乐的魅力。听众们耳熟能详的《铁
道游击队》 主题音乐在手风琴的演绎下高亢有
力。全曲虽然只有手风琴一件乐器，却如同一只
小乐队般声音洪亮、气势磅礴。

中国人的手风琴音乐是在战争中诞生的。

当年在延安革命根据地，找不到一架钢琴，而手
风琴因为携带方便、普及性强，与中国军队结下
了不解之缘。 战争打到哪里， 手风琴就拉到哪
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
唱》《团结就是力量》 ……中国手风琴音乐创作
的启蒙，就是从为这些中国歌曲伴奏开始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手风琴成了许多革命
歌曲、样板戏的伴奏乐器，打上了深深的时代
烙印。上世纪 80年代，中国手风琴制造厂家一
年要生产六万多台琴。 然而， 到了 90年代后
期，“手风琴热”逐渐退却。

从 7岁开始拉手风琴的王从余在近 40年的
时间里经历了手风琴被全民追捧到逐渐蜕变为
一种小众乐器的无奈。如今她和她的学生们正在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重新爱上手风琴。

中国版黑色“佩奇”

出自这位大师之手
中国画坛素有“猪不入画”之说，纵览

画史，牛、马、鸡、狗、虎等动物都有名画流
世，唯有画猪似乎鲜见。

徐悲鸿以画马而享誉画坛，但他笔下
的猪也别有一番意趣。

1934年末，当时的《中国图画周刊》约
徐悲鸿为即将到来的猪年画一幅猪，徐悲
鸿没几天就用大笔淡墨、细笔勾画，画出
了一只从对面走来的黑猪，并写下“悲鸿
画猪，未免奇谈”八个大字，随即署款“乙
亥岁始，悲鸿写”。

1935 年， 徐悲鸿又画了一幅 《墨猪
图》，以浓淡分明的墨色、轻松的笔法构造
了一只体态浑圆、憨态可掬的猪。时年 40

岁的他在画的右上角题了一首诗：“少小
也曾锥刺股，不徒白手走江湖。神灵无术
张皇甚，沐浴薰香画墨猪。”

“墨猪”一词出自王羲之的老师卫夫
人的《笔阵图》，原意是用来形容书法线条
笔画丰肥而无骨力：“多骨微肉者，谓之筋
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

1941年，徐悲鸿为历史学家、考古学
家兼种植专家的韩槐准画了一幅 《墨猪
图》，画面上一只满脸褶皱、步态蹒跚的黑
猪显得有些滑稽。徐悲鸿题跋曰“槐准先
生一笑”。

1944年， 徐悲鸿从贵阳回到重庆，又
画了一幅《墨猪图》。这幅画是一张喷墨云
山的立幅，画面中有两个苦力用木杠抬着
一只大肥猪，这只猪四脚朝天，稳睡在竹
笾上。徐悲鸿题了两句耐人寻味的诗：“两
支人扛一位猪，猪来自白云深处。”在当时
的重庆，很多有钱人喜欢坐小轿子让人抬
着走，很明显徐悲鸿是借猪讽人，画和诗
都含有极强的讽刺性。

除了《墨猪图》，徐悲鸿还画过《双猪
图》、《桑梓野猪图》和《大头茱》等。“大头
茱”是“大头猪”的谐音，他在这幅作品中
将猪的憨态和趣态表现得恰到好处。徐悲
鸿经常在画中赋予动物人性，他笔下的猪
看似托兴自嘲，其实是在讽刺当时社会的
朽腐。

（陈俊珺 综合整理）

这些音乐家都曾是手风琴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曾举办过不

少口琴、手风琴音乐会 ，著名作曲家朱践
耳就是在这一时期学习手风琴的。他最早
在口琴队吹奏口琴，1938 年左右开始学习
键钮式手风琴。

建国初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
记的向隅曾在延安演奏手风琴，深受延安
军民的喜爱 。

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李焕之于
1938年就读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

当时，鲁艺音乐系的研究生们成立了一个
小乐队，他曾担任手风琴演奏员。

当今一些知名音乐家， 比如徐沛东、

汤沐海和李云迪都是由手风琴引领走进
艺术大门的。

“你我之间只隔着一台手风琴的距离”
解放周末：手风琴上有键盘，它和钢琴演

奏是否有相通之处？ 作为世界手风琴锦标赛的
评委，您认为手风琴演奏最难的技巧是什么？

王从余：有一类手风琴上有类似钢琴的
键盘，另一类手风琴上则是键钮。与钢琴最
大的不同是我们在演奏时是看不到键盘或
键纽的。手风琴需要靠左手拉风箱来伴奏、

右手按键盘或键钮来演绎旋律， 最难的就
是左右手之间的配合。 手风琴的音量、音
色、 情感的变化都是靠左右手之间的配合
来实现的。

解放周末：这件乐器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王从余：最大的魅力在于音色，那种风箱
振动簧片发出的声音是很独特的。手风琴上

还有一个神奇的部件，就是变音器，它能使
手风琴发出类似长笛、口琴、黑管、小提琴等
多种乐器的音色，这是其他乐器无法比拟的。

手风琴虽然是一件乐器， 却可以实现交响的
效果，就像是一个小乐队。从第一台手风琴诞
生至今有 190年了， 它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
很受欢迎，它的音乐一响起，就能迅速拉近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觉得你我之间只隔着一
台手风琴的距离。”

解放周末：您演奏手风琴已经近 40年，

经历了它从火热到冷门的变迁，是什么原因造
成这件原本很有群众基础的乐器变得小众？

王从余：这其中有许多原因，从手风琴自
身来看， 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世纪 90年代自由
低音手风琴的引进。这种手风琴比传统低音手
风琴的分量重、价格贵、演奏难度高，让很多爱
好者觉得手风琴变得高高在上，成为了一种局
限于大雅之堂的学院派乐器。

解放周末：如今该如何让这件原本接地气
的艺术回归大众？

王从余：手风琴比钢琴年轻一百岁，它一
直在不断地自我更新之中。其实早在 2006年，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李聪教授就提出了手
风琴多元化发展的理念， 就是鼓励不同类型的
手风琴百花齐放，演奏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除
了独立演奏，还可以参加重奏、合奏，既可以坐
着拉，也可以在行进中拉，还能与扬琴、琵琶甚
至电声音乐结合，实现不同的音响效果。在手风
琴多元化方面， 上师大的流行手风琴乐团已经
进行了不少尝试。 在今年即将举行的 “上海之
春”国际艺术节上，我们将邀请俄罗斯、塞尔维
亚的手风琴家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

我们想告诉观众，手风琴不仅是怀旧的，它也
是充满活力的、在不断成长中的多元艺术。

话对

王从余（左二）与汤易雯在“音乐午茶”为观众带来手风琴
曲《一步之遥》。 图片由上海音乐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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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 《墨猪图》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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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上海瑾言实业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于公告发

布起 45天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

公告。

告知书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大洪村二组西凌家宅房屋[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号：沪集宅（川

沙）字第 018156号；土地坐落：江镇乡大洪村二组，地号：江镇乡大洪村 12丘（3）]，宅基地使用
证持有者凌银龙（亡），继承人凌燕、凌雷、凌腾及相关权利人。你户宅基地坐落的集体所有土地
经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6年 9月 19日以沪府土（2016）560号文批准征收，用于浦东新区川沙新镇
E04D-19地块土地储备项目，经沪（浦）征地房补告（2018）第 018号文批准，本项目现进入具体
实施征地房屋补偿工作阶段。由于目前联系不到你户，故无法送达房屋征收相关文书，也无法
与你户进行协商， 请你户在见报起 7日内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联系， 并提供有效的房屋权属
（产权）证明、身份证明、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确保房屋征收相关文书的送达，以便协商房屋征
收补偿事宜，逾期将按规定对你户房屋征收补偿相关事宜通过本基地公示栏予以公告。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大洪村村委（大洪村钱家宅 30号）
联系人：黄雪华，联系电话：15801926180，监督电话：38214124
联系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浦东第四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附件一：送达告知书

凌燕、凌雷、凌腾等（户），你户宅基地坐落的集体所有土地经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6年 9
月 19日以沪府土（2016）560号文批准征收，用于浦东新区川沙新镇 E04D-19地块土地储备
项目，经沪（浦）征地房补告（2018）第 018号文批准，本项目现进入具体实施征地房屋补偿工
作阶段。上述该户房屋为共有产，无实际居住或控制的共有人，现告知，此后相关文书将直接
送达可以直接送达的共有人，收到文书的共有人应当转送其他共有人，并以户为单位进行协
商。特此告知。

上海市浦东第四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25日

迁址公告
解放日报广告门市部由原汉

口路 281号搬迁至威海路 755号
4202室。
电话：63510135、22898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