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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

在前不久举行的上海交响乐团 2020 首场乐季音乐会中，作曲家周天的《乐队协奏曲》广
受好评。

曾获格莱美奖提名的周天受邀担任了上海交响乐团本乐季的驻团艺术家，中外艺术家们
已陆续演绎了他的多部代表作。

在周天看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作曲家，需要三重听觉———倾听自己的内心听觉，倾听演
奏家，更要聆听台下的听众。

一位作曲家的三重听觉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吴桐

趣艺

2017年 11月 28日，周天和往常一样开
车去大学教课，电话铃响了：“恭喜您获得格
莱美奖提名。”周天以为是委约他写《乐队协
奏曲》的辛辛那提交响乐团获得了提名：“谢
谢，辛辛那提交响乐团确实是很棒的乐团。”

道贺的电话接二连三地打进来，周天停
下车， 赶紧让妻子上格莱美的官网查询。确
实，35岁的周天凭借 《乐队协奏曲》 获得了
2017年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奖的提名，成
为首位获得这一奖项提名的华人。

出生于杭州的周天是在音乐中长大的。

父亲经常为影视剧或晚会作曲。 他从小就
在录音棚中接触各种音乐，民歌、爵士、流
行……在周天最初的记忆中，音乐是没有界
限的。

在父亲的影响下， 周天学过小提琴、钢
琴，很小就做过一些配器的尝试。在根本不
知道何谓和声、何谓对位的日子里，他完全
是用耳朵引导音符的走向。 如今回想起来，

周天觉得那种“玩音乐”的状态很幸福。

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后，周天常常会
写一些作品请学长们演奏。 直到高三那年，

他才写了一部自认为不丢人的作品：弦乐四
重奏。当他的同学王之炅、郑闻晓等人把作
品演奏出来时，周天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希望
成为一名职业作曲家。

毕业前夕，周天将这部弦乐四重奏的乐
谱和唱片寄往美国知名音乐学府柯蒂斯音
乐学院。他记得，那个航空信封上贴满了邮
票。因为这部作品，周天成了柯蒂斯音乐学
院作曲系招收的第一位中国籍学生。

开学第一天，一张中国面孔在周天的面
前匆匆掠过，那个人就是郎朗。那时候的柯
蒂斯音乐学院只有一栋教学楼，但几乎每间
琴房里都蕴藏着未来的音乐家。催人奋进的
环境对作曲家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这种帮
助不仅在于学习的氛围，更在于作曲家和演
奏家之间密切的交流。一部作品不是靠作曲
家一人在纸上完成的，而必须通过演奏家的
演绎获得生命。从写作到演奏，作品的诞生
可能要经过多次的磨合与改动。

“作曲家必须学会聆听演奏者， 因为作
曲是很难和演奏分离的。如果我不知道演奏
者想的是什么，不了解他们演奏的潜力在哪

里，就很难创作出一部令人心服口服的作品。”

在柯蒂斯的学习，给了周天很大的启发。

作曲是一门特别的艺术。摄影师拿起相机
按下快门的瞬间，他所见到的，就是观众所看
到的画面。画家在创作时画出的每一笔都能被
清晰地看到，但古典音乐作曲不一样。“我写了
一分钟的旋律，不可能找一个交响乐团，请他
们演一下，我听听好不好，然后再写下一分钟。

在漫长而孤独的创作过程中， 我必须想象 70

多件乐器、100多位演奏者所奏出的整体效果
会是怎样的。这需要作曲家具备强大的内心听
觉。”周天坦言，这份内心听觉，需要天赋，更需
要后天的训练与经验的积累。

尽管现代科技可以帮助作曲家在创作中
模拟他所写的音符，但乐器之间的和声是一种
奇妙的化学反应，计算机的模拟与真正的交响
乐团所演奏的音乐依然有很大的差距。“乐队
第一天排练作品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听

到自己作品的时候，那种感觉很紧张，也很美
妙。”周天说。

周天将《乐队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命名为“探
索者的谐谑曲”。在他看来，作曲家在创作时就像
是一位探索者，他不会在一开始就设计好每一个
细节、 每一个音符的走向。“我是一个很感性的
人，创作会跟着感觉走。我会先创造一个音乐主
题，然后让这个主题自己‘说话’，自己发展，让音
乐来产生音乐，这就是我作曲的方法。”

谁是在乐章间
获得掌声最多的人

古典音乐之所以给人以高冷之感，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听音乐会时有
不少规矩，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在乐章
之间不允许鼓掌。

事实上， 乐章之间到底能不能鼓
掌，长久以来都存在争议。有人觉得鼓
掌会破坏作品的完整性，有人却认为鼓
掌反而是对艺术家的肯定和赞赏。

从巴洛克时期一直到贝多芬时期，

观众都是想在哪儿鼓掌就在哪儿鼓掌。

掌声不但是被允许的，其多少及热烈程
度， 甚至还是衡量音乐家的演奏水平，

以及观众审美品位的重要标准。这种互
动伴随着整个古典音乐的发展，一直持
续到 20世纪初才慢慢淡出。 在钢琴大
师鲁宾斯坦的一次巴黎独奏会上，当出
现精彩的段落时，台下就像爵士乐演出
现场一样，随时响起掌声。

历史上获得掌声最多的作曲家，恐
怕要数海顿了。 海顿两次赴英伦演出，

都受到极大的欢迎。凡是一场交响音乐
会结束，第二天的报纸一定会在头条刊
载评论，而其中常常会提道：“某某乐章
被观众要求再演奏了一遍。”

莫扎特也常常受到这样的礼遇，有
时一首乐曲刚刚开始演奏几个小节，便
被台下观众热情的掌声所淹没。莫扎特
曾在信中说，他在写作《第三十一交响
曲》时，就已经预感到观众会在哪些段
落鼓掌。结果这部作品在巴黎首演的时
候，观众毫无意外地在这些段落都鼓掌
了，莫扎特很引以为豪。

许多人都把 “乐章间不准鼓掌”的
规定归咎于瓦格纳《帕西法尔》在拜罗
伊特首演时发生的那场误会。这部作品
首演时，第一、第二幕间都有演员致谢，

观众也都鼓掌致意。可瓦格纳觉得这部
歌剧的剧情比较深刻，他向在场的观众
宣布，自第二幕之后一直到整个歌剧的
结束，中途不会再进行演员致谢。结果
观众误以为瓦格纳不喜欢观众鼓掌，便
在接下来的各幕间一直沉默，一直到最
后。

如果说《帕西法尔》中观众不鼓掌
是瓦格纳表错了意，那之后确实有不少
指挥家在交响曲演出时对观众在乐章
间鼓掌明确表达了不满，甚至为了防止
或阻止乐章间鼓掌费尽了心思。作曲家
门德尔松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乐章间的
掌声， 他为此采取的回避方式很绝妙：

将各乐章有机地串联起来，不让中间有
停顿间隔。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让观
众不知不觉地进入下一个乐章，连鼓掌
的机会都没有。

从过去对掌声的期待， 到如今被禁
止，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产生如
此鲜明的转变呢？究其原因，是因为不适
宜的互动方式不仅会引发台下观众的骚
乱，破坏音乐的欣赏环境，更会扰乱音乐
家的思维，阻碍音乐家技术水平的发挥，

从而影响到整个音乐会的演奏效果。

不过， 现在仍有一些音乐家认为，

应该容许乐迷们尽情地在恰当的时候
表达自己的感受。在诠释与传递伟大作
曲家乐思的过程中，与聆听者之间产生
良性的互动，是一件好事。

（陈俊珺综合）

“写我作为听众想听到的音乐”
解放周末：您的许多作品都含有中国音乐

元素， 不乏中国味道， 却不一定都采用中国乐
器。您在作曲时是如何考虑中国乐器的使用的？

周天：真诚而自然地表达我个人的音乐
语言，是我一直追求的。我的成长经历、对各
种音乐的喜好和不同文化的熏陶， 塑造了我
的审美观。在创作时，我尽量依照这种审美观
来构思作品， 并且永远将音乐本身放在第一
位。换句话说，我努力让自己的作品在没有“东
西方”文化符号的前提下，成为一部我自己爱
听的纯音乐作品。何时使用中国乐器也会依照
这个标准来。 文化的交融发生在我过去近 20

年每天的生活里，它对我而言太自然了，因此
我就让它自然地通过音乐流淌出来。

解放周末：您创作的《九成宫》源自清代
的绘画，《礼献》的灵感来自乐府古诗。从一个
灵感到一部作品，中间会经历哪些环节？

周天：其中的转化是很个人化的过程。以
《九成宫》为例，我上中学时曾在书上看到过
清代画家袁耀的《九成宫》。2003年，我在纽
约大都会博物馆偶然看到了这幅画的真迹，

被深深触动，突然就想写一部作品。

我记得那天在大都会博物馆先看了许
多西方的油画，光影下，一幅又一幅人物肖
像出现在眼前。而当我走进中国馆，一眼望
去，都是大自然，人是自然中的一个一个点，

那种感觉和西方绘画截然不同。音乐是很抽
象的，如果画里有 4个人，我就写 4段旋律，

那音乐就没有生命力了。在写《九成宫》时，

我试着把中国的美学融入交响音乐的语言
里，把那份意境写出来，然后再慢慢地把中
国的音乐色彩填进去。这部作品没有宏大的
旋律，但能让人感觉到自然的力量。

解放周末：您的不少作品都是由西方的
交响乐团进行首演的，演奏员们能够理解其
中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吗？

周天：他们基本都能理解，但有时候还
需要我和他们进行交流。我会让演奏员明白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甚至还会解释一些例如

装饰音之类的细节，只有让演奏家们信服了
我的音乐，他们才能带给听众令人信服的演
出。

解放周末：有些听众觉得，现当代音乐
很深奥，甚至听不懂，但您的作品却不会给
人以距离感，您是如何实现旋律美和作曲技
法之间的平衡的？

周天：打个比方：我今晚要去听一场音乐
会。节目单上第一首曲子是贝多芬的序曲，第
二首曲子是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 下半场出
现了一个不知名的作曲家的作品。 我和所有
人一样，会想象这首曲子是怎样的，我作为听
众希望听到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我就会那样
去写，因为我自己就是听众。我写的音乐百分
之百是我个人所喜爱的， 不会为了任何理论
或别的目的去写音乐，这是我作曲的初衷。我
觉得很幸运自己的品味可以被听众接受。

解放周末：作为“80后”，您觉得您与谭

盾、周龙、陈其钢等上一代作曲家有哪些不同？

周天：我非常敬仰上述作曲家。他们的成功
为我们年轻一代打开了一扇门，也为我们树立了
目标和榜样。 他们的创作提醒我要大胆地从自
己的人生经历和审美观中汲取营养， 并将其融
入作品里。 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模仿上一代的
成功之路。我出生在改革开放后，这是一个繁荣
的大时代， 我的音乐里或许会少一份压抑和焦
虑，而多一份包容和拥抱世界的渴望。我记得有
一位外国的乐评家曾经说，听我的音乐，他听到
不是东西方的差异，更多的是东西方的融合，我
想这也许会是中国音乐今后的一种走向。

解放周末：听说您正在为下一届上海艾萨
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创作 《第二号小提
琴协奏曲》。您对这部新作品有怎样的构想？

周天： 这部作品目前正在写作的阶段。我
非常喜欢小提琴这件乐器，我在第一部小提琴
协奏曲中把我对小提琴的情感化为绚丽的节
拍和旋律，就好比是我对小提琴的初恋。在新
作品中， 我会对中国元素进行更深的挖掘，在
旋律和炫技之外，会有更深层的思考。

上海交响
乐团2019-2020

音乐季开幕音
乐会上， 余隆
（右一）指挥乐
团首演了周天
（右二）的作品
《礼献》， 王健
（左一）演奏了
周天创作的
《水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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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译制片:诸神之战（美国）

央视十一套
11:52 影视剧场: 情满四合院

(14-16)
14:29 过把瘾:黄梅星搭档(12)
15:34 京剧:朱砂痣
17:27 青春戏苑:京韵芬芳
18:41 梨园周刊
19:20 CCTV 空中剧院： 封箱

戏（14）
22:02 影视剧场: 爱情的边疆

(25-27)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遗 失 声 明
上海普实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遗失

《房间隔缺损封堵器注册变更文件》，国械注

准 20173771279；《室间隔缺损封堵器注册变

更文件》，国械注准 20173771286；《动脉导管

未闭封堵器注册变更文件 》， 国械注准

20173771284；《封堵器介入输送装置注册变

更文件》，国械注准 20163770277；《抓捕器注

册变更文件》，国械注准 20153772081；《左心

耳封堵器系统注册变更文件》， 国械注准

20193130279。 批准日期均为 2019 年 12 月

20日。声明作废。

外 资 清 算 公 告
经股东决定，闺璞（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解散。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天内向清算组（委员会）申报债权。

公司地址：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日京路 35号 4层

4048室

清算组（委员会）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日京

路 35号 4层 4048室

清算组联系人：张雪瀛 电话：13801623265

遗失声明
重庆市九云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遗失股权出

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质权

登记编号 ：0020190278，

出质人：何蔚，质权人：重

庆市九云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