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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纳可谓 19 世纪后半叶最有个性的作曲家之一。“啃下”他的作品，曾被许多音乐爱
好者视为畏途。

近年来，布鲁克纳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在音乐会上被奏响，他在全世界音乐家和乐迷的心
目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究竟该如何进入布鲁克纳的“浩瀚宇宙”？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日前在上海图书馆举
办的讲座中为听众担当了讲解者。

“一部交响曲写九遍”的他，为何广受欢迎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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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艺

给人慰藉与希望

在许多乐迷看来，聆听德奥音乐是通往
古典音乐殿堂的必经之路。布鲁克纳和马勒
是继贝多芬、瓦格纳等巨匠之后，德奥音乐
中最重要的两座高峰，他们的每一部交响曲
几乎都是鸿篇巨制， 有一定的欣赏难度。而
布鲁克纳的音乐与马勒相比更为抽象，内涵
深厚。过去，有乐迷能“啃下”马勒，就已被认
为是“壮举”，谈起布鲁克纳，人们大都望而
生畏，犹如面对“天书”。不仅国内乐团很少
演奏布鲁克纳， 即便是国外名团来沪演出，

节目单上也鲜见布鲁克纳的名字。

近几年来，我国的音乐爱好者有越来越
多的机会在音乐会上现场聆听布鲁克纳的
作品，仅今年上半年，沪上就有数场音乐会演
绎了布鲁克纳的交响乐。 其中包括马勒室内
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伦敦爱
乐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第二交响曲》、上海
交响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等。

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内，布鲁克纳的
音乐不仅在德奥地区广受欢迎，在许多其他
国家的演出频率也非常稳定，是各大知名乐
团的保留曲目之一。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
授认为，布鲁克纳之所以在全世界音乐家和
乐迷的心目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是因为他真
诚、崇高的音乐能弥补当代人心灵的某种需
要。“当代人所面对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马勒的音乐充满困惑， 透露着强烈的焦虑
感，而布鲁克纳虽然会在音乐中刻画罪恶或
者营造恐惧， 但结局都是积极而肯定的。他
的音乐所承载的理想和敬畏，恰恰给当代人
带来了某种慰藉和希望，这也正是他音乐的
当代价值所在。他的音乐能唤起人们心中那
种对于彼岸、对于理想的原始性的追求。”

优美而崇高的“第七”

出生于奥地利的布鲁克纳是一位大器
晚成的音乐家。直到快 30岁时，他才真正走
上职业音乐家、作曲家的道路。在此之前，他
是乡间教堂的一名助理教师， 参加过唱诗
班，也擅长演奏管风琴。

布鲁克纳的作曲家生涯是从 “音乐之
都”维也纳开始的。在 40 岁之前，他所写的
几乎全部是习作，而莫扎特、舒伯特在他那
个年纪都已经谢世了。 他生性木讷而淳朴，

坊间至今还流传这样的传闻：布鲁克纳成名
后与一些优秀的指挥结为好友，有一次他觉
得一位指挥排练得很不错， 就给了他一块
钱，作为对他的感谢。晚年的布鲁克纳声誉
渐隆，奥地利皇帝曾授予他勋章，他竟然写
信给皇帝，恳请其管一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批评他作品的人。

“布鲁克纳的言行简直不像一个现代社
会里的人，他的世界观、为人处世的方式都
有点像活在中世纪的人，和当时社会几乎脱
节。但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写出了足以感动
我们现代人的音乐作品。”杨燕迪说。

作曲家瓦格纳是布鲁克纳生命中最重
要的引路人。1863年， 布鲁克纳在林茨第一
次听到了瓦格纳的《唐豪塞》，这对他产生
了关键性的启示和影响。 尽管非常崇拜瓦
格纳，但布鲁克纳从来不写歌剧，他一生最

重要的创作都是无词且抽象的交响曲。 他甚
至弄不清楚瓦格纳歌剧里的歌词和情节，也
不理解瓦格纳的哲学思维， 他关心的只有瓦
格纳的音乐语言， 并将其挪到了自己的交响
曲中。

布鲁克纳的音乐在逻辑上相当保守，但在
和声上却相当大胆。他精通管风琴演奏，在他
的交响曲里经常能听到乐队对于管风琴的模
仿。 独特的布鲁克纳式浑厚音响也源自瓦格
纳， 他充分吸收了瓦格纳独特的半音和声，其
调性的游移大胆而剧烈，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
表现能力。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是其最知
名的作品之一，其中的第二乐章是他对偶像瓦
格纳的悼念。“这段音乐很沉痛，充满了悲悼的
情调，但又写得很崇高，尤其是第二主题，是布
鲁克纳优美旋律的代表， 很美但绝对不俗，呈
现出一种非常高洁的意念。”杨燕迪说。

第九交响曲的“宿命”

“9”在交响曲中是个有些特殊的数字：贝多
芬一共写了 9部交响曲， 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
第四乐章最终没有完成， 他去世的那天早上还在
写。而他的学生马勒也给世人留下了 9部交响曲。

曾有人开玩笑说：布鲁克纳把一部交响曲
写了“九遍”。他的交响曲听起来似乎都是按照
同一个模式写的。在杨燕迪教授看来，在交响
曲史上，大概确实只有布鲁克纳的音乐是可以
用一种模式去概括的。这种模式与贝多芬的第
九交响曲有紧密的关联，但与勃拉姆斯、马勒
等德奥“音乐巨匠”完全不同，他固执、刻板的
个性加上宗教性的表达，使他的交响曲形成了
特有的固定模式：每部交响曲的开头都有固定
的配器手法、固定的节奏型，营造一种悠远的、

缥缈的宇宙空间感，然后渐强、雄壮，随后达到

高潮。他的音乐中有很独特的表达意象，同时
又有一整套技术语言来支撑他的意象，从而形
成了无人可以替代的布鲁克纳式音乐。

布鲁克纳的交响曲虽然有固定的模式，但
并不代表每部作品没有自己的个性，比如《第
四交响曲》名为《浪漫》，从中能听出田园和乡
间的味道。《第九交响曲》则最为沉重，最具悲
剧性，在第三乐章中，还有一些相当激进的，听
上去类似表现主义、靠近无调性的音乐，那种
夸张的音乐表情，对后来的马勒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可以说，这九部作品是越写越好，布鲁
克纳模式在《第三交响曲》中基本形成，经过第
四、第五、第六交响曲的调整和演化，最终在后
三部交响曲中达到完善。”

缓慢的力量

布鲁克纳的音乐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
步履缓慢， 慢乐章往往是其交响曲的核心，在
他的后三部交响曲中， 有长达 20分钟甚至 30

分钟的慢乐章。

杨燕迪教授用“步履缓慢的纪念碑式的建
筑感”来形容布鲁克纳交响曲的风格。他即便
是写速度较快的谐谑曲， 听上去也有些笨拙，

他的音乐就像一座巨大的建筑。 而贝多芬的音
乐则与之不同，动力性非常强，充满了向前的力
量。“布鲁克纳独特的精神世界和宗教情怀导致
了他在交响曲写作上的独特道路和风格， 他的
音乐美感在于广袤的空间感， 聆听他的音乐就
像走进一座大教堂， 那种恢宏会让你产生敬畏
。”

在《第四交响曲》中，布鲁克纳明确写下了
标记：“不要太快”———这或许是布氏交响曲的
座右铭。指挥家切利比达克是公认的指挥布鲁
克纳作品最好的指挥家之一，他指挥的版本比

通常的速度更慢。这种慢其实非常考验指挥和
乐队的功力，如果没有很强的张力，音乐就会
给人“垮掉”的感觉。

最著名的《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的开头
就非常慢， 音乐在缓慢间一层一层推上去，最
后达到恢宏的高潮，整个乐队就像一座大型管
风琴， 使人热血沸腾。“我认为在布鲁克纳之
后，可能没有人能再写出这样恢宏的号角性的
高潮。马勒虽然也会使用这种创作方法，但他
的用法更多是反讽性的。布鲁克纳给人感觉是
在故意笨重地、迟缓地行走，最终营造出一种
力量感， 这种力量完全符合康德对崇高的定
义。”杨燕迪说。

令人惊讶的“旁门左道”

有人说，布鲁克纳的音乐是静态的，停滞不
动，听上去没有什么逻辑。勃拉姆斯曾在写给朋
友的信中说：“布鲁克纳不懂音乐， 不懂老练的
手法，不知道怎么处理音乐的转换与过渡。”

布鲁克纳与勃拉姆斯是同时代的音乐家，

而且都生活在维也纳，他们相互认识，但两人
的音乐理念完全不一样。勃拉姆斯的音乐承袭
了贝多芬的审美及规则，而布鲁克纳则打开了
一条令人惊讶的 “旁门左道”。 用学术语言来
说，就是他修改了艺术的规则。布鲁克纳的音
乐是非线性的，他最常采用的是一种块状的形
式结构，而不是逻辑性的前后组接，所以听他
的音乐会有一种欣赏建筑的感觉，不能用贝多
芬或勃拉姆斯的规则去衡量他。

勃拉姆斯、布鲁克纳、马勒形成了 19世纪下
半叶德意志交响曲的又一座堡垒，由此也形成了
可与维也纳古典交响乐三位大师———海顿、莫扎
特、贝多芬相提并论的交响曲“第二黄金期”，为
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值得珍视的艺术精品。

谁才是真正的“爱丽丝”

不久前，钢琴家郎朗在婚礼上与妻
子共同演奏了一曲《致爱丽丝》。这首贝
多芬的钢琴小品或许是全世界知名度
最高的旋律之一了，但“乐圣”的作品到
底是写给谁的却无从考证，有关“爱丽
丝”的猜测有诸多版本。

贝多芬生前并没有出版发行过这
首作品，在其逝世多年后，有人才在贝
多芬的密友，也是他曾经的学生、奥地
利音乐家特蕾泽·马尔法蒂的遗物中发
现了这首小品，以及贝多芬写给特蕾泽
的一封信。

贝多芬生前对这位学生很有好感，

甚至还打算向她求婚，他写了一首小曲
赠给她，并在乐谱上题写下“献给特蕾
泽”。这份乐谱一直留在特蕾泽那里，直
到 40年以后， 德国音乐学家诺尔为写
贝多芬的传记，才在特蕾泽的遗物中发
现了这份手稿，并在编辑出版的《新编
贝多芬书信集》一书中将这首曲子公布
于世。然而，由于谱纸上贝多芬的亲笔
题字已经模糊不清，这位音乐学家犯了
一个错误，在誊写时将“献给特蕾泽”误
写为“献给爱丽丝”，后人又以讹传讹，

原名《致特蕾泽》逐渐被人们忘记了。以
至于音乐学家们在编写音乐辞典、进行
研究时，也就不得不仍称之为《致爱丽
丝》了。

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贝多芬写这
首作品的灵感来自于在一个寒冷的圣
诞之夜遇见的女孩，那个女孩名叫爱丽
丝。爱丽丝告诉贝多芬，她的一位邻居
双目失明，生命垂危，临终前，老人有一
个愿望：再看一眼阿尔卑斯山。善良的
爱丽丝因为无法帮助老人实现愿望而
流泪。于是贝多芬在钢琴上弹奏了一段
音乐， 老人在他的音乐声中得到了慰
藉。

无论《致爱丽丝》究竟是写给谁的，

不可否认的是，这首短小的曲子塑造了
一个温柔、美丽的形象，体现了贝多芬
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创作技法。主旋律
在这支曲子里先后出现了 16次， 给人
极为深刻的印象，好似贝多芬有许多亲
切的话语正向“爱丽丝”诉说。左右手交
替演奏的分解和弦，犹如二人亲切地交
谈。中间发展部的音乐情绪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层层推进，不可抑制的热情像
火焰般地燃烧起来，仿佛是作曲家的心
跳，又像他炽热的爱情，诚挚而坚定。最
后，乐曲回到叠部，是第一部分最后一
次再现。当音乐逐渐变得轻柔时，仿佛
一对执手相望的恋人在渐渐弥散的音
乐中定格。

（陈俊珺 综合整理）

荩近日，芬兰指挥家尤卡-佩卡·
萨拉斯特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绎了
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

图片由上海交响乐团提供

▲布鲁克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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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总决赛小组赛(中国-

意大利)

21:30 体育世界

22:15 直播 :2019 温布尔登网

球公开赛第 3轮(1)

央视六套
11:14 故事片:我是你舅舅

12:57 译制片:麦克白(英国)

15:04 故事片:相爱相亲

17:57 故事片:巨额来电

20:15 故事片:桌球少女

22:14 译制片:英俊少年(德国)

央视十一套
11:38 影视剧场:平凡岁月(39-

41)

14:15 过把瘾:国粹童声(5)

15:20 京剧:安国夫人

17:52 青春戏苑:戏韵芬芳(2)

19:30 一鸣惊人: 梦想微剧场

(24)

20:40 梨园闯关我挂帅

21:56 影视剧场: 最美的青春

(24-26)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上海市科学技术

工作委员会原党委书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原主任金柱青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年 7月 2日 4时 49分在上海华东医院
逝世，享年 90岁。

定于 2019年 7月 6日（星期六）14时在
龙华殡仪馆二楼银河厅举行金柱青同志告
别仪式。

特此讣告。

金柱青同志治丧工作小组
2019年 7月 5日

联系人：蔡五三 传真：021-63268685

电话：021-23117252，180188826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