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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指挥，做音乐的仆人
———专访著名指挥家陈燮阳

专访 知沪 悦赏言讲

周末
WEEKEND

81岁的陈燮阳依旧留着一头“伏尔泰式”的长发。这个发型是
中国交响乐坛的一个标志。

从艺 55年， 陈燮阳亲历了中国交响乐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他
最享受的，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与乐队一起陶醉于音乐的时刻、

与作曲家共同打磨作品的过程。

他曾带领中国乐团登上世界各大音乐厅，但他也深知，这些年
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音乐作品并不多。 中国交响乐的未来究竟在
何方？他伸出手，向空中划出了一个音符。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陈燮阳
上海交响乐团名誉音乐总监，苏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央

民族乐团特邀指挥。曾获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等。他是在维也纳金
色大厅指挥中国民族音乐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录制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第一人。

在台上太威风不一定是好事

6月 24 日晚，苏州金鸡湖音乐厅，德沃夏克《第九交响
曲》的火热音符落下，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尽管观众只坐
了三成，但指挥台上的陈燮阳感受到了久违的酣畅淋漓。

由于疫情的原因，距离他上一次执棒现场音乐会，已经
过去了 5个月。55年来，他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煎熬。

“我是幸运的，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后，就没有中
断过指挥。”1965年， 陈燮阳被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乐队担
任指挥。在那个特殊年代，对一名刚毕业的指挥系学生来说，

没有什么比拥有一支乐队更为幸运的了。

他接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指挥芭蕾舞剧 《白毛
女》。没想到，这一“挥”就“挥”了整整 18年，《白毛女》成为陈
燮阳指挥生涯中最厚重的一块奠基石。

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35周年，由全国千余名演员
参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在北京上演。指挥
组一共有 5人：严良堃、聂中明、胡德风、徐新和陈燮阳。陈燮
阳是最年轻的。

此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无论是重大节庆演出，还是重
要的外事演出，直至近年来的国庆 65周年、建党 95周年纪
念演出，都能见到陈燮阳的身影。

面对由成百甚至上千演员组成的演出阵容，如何把控全
场、真正把团队拧成一股绳，无疑是对指挥的掌控力与舞台
经验的巨大考验。陈燮阳总能举重若轻地用手、眼神与肢体
语言带动乐队的理性与激情。轻轻一挥手，让弦乐喃喃低语，

再一挥手，让铜管迸出胜利的号角，乐队与合唱如千军万马
听命于他手中的指挥棒。

有人将指挥形容为高踞王座之上的雄狮， 一些世界知名乐
团的指挥家素有“指挥皇帝”之称。陈燮阳却从来不想做乐队的
“皇帝”。“指挥是靠整个乐队的演奏来共同完成音乐的‘再创作’，

在台上太威风不一定是好事。”陈燮阳说，“我用心来指挥，乐手们
心悦诚服，我们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气场，感染台下的观众。”

忘不了那碗萝卜烧肉

14岁那年，陈燮阳正在江苏武进读初二。在原南京军区前
线歌舞团工作的姐姐陈力行写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央音乐
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正在招生，学杂费全免，

鼓励弟弟报考。接到信后不久，陈燮阳穿着一件祖母做的白布
汗衫，背着一把二胡，到街上理了发，踏上了赶考之路。

到了上海，姐弟俩却吃了闭门羹。原来，学校只招小学应
届毕业生，而此时的陈燮阳已经读初二了。心急如焚的陈力
行一遍遍地恳求着负责招生的老师，终于得到了“先听听看”

的回答。陈燮阳拿着二胡走进教室，一曲《歌唱二郎山》打动
了几十名考官。最终，他凭着一张“特一号”复试准考证，通过
考试迈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大门。

陈燮阳一辈子都记得在学校吃的第一顿饭： 萝卜烧肉。

一碗带肉的饭，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从此，他每天早上将
柴可夫斯基的《流浪音乐家舞曲》作为“起床号”。每到周末，

同学们纷纷回家，他依然在学校练琴。

大家都以为，陈燮阳在上海没有家。其实，很多年前，陈
燮阳在上海有个家。他的父亲名叫陈蝶衣，是《万象》杂志的
创办者、《南屏晚钟》《凤凰于飞》等一大批流行歌曲的著名词
作者。然而，父亲离家、母亲去世后，12岁的陈燮阳一直随祖
父母在老家武进生活。

来到上海后，陈燮阳埋首苦读。有一年寒冬，姐夫到上海
出差，发现陈燮阳的跑鞋开了一个洞，脚被冻得通红。姐夫鼻
子一酸，把自己的鞋子脱下与陈燮阳对换。

高中毕业时，陈燮阳从一个不识五线谱的农村孩子成了
各科成绩优秀的学生，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和作曲系都看好
他，老师们“争抢”他。最终，陈燮阳选择了指挥系，随著名指
挥家黄晓同教授学指挥。

“如果当年是作曲系‘获胜’，也许中国会多一位作曲家，

而少了一位指挥家。”陈燮阳笑着说。

一代上交人的“大家长”

1978年 6月， 世界知名指挥家小泽征尔首次来华演出，

全国各地的指挥家云集北京，掀起了一股“小泽征尔热”。坐
在台下的陈燮阳说，自己听得浑身“发痒”。

当时的他根本想不到，3年后自己竟坐在了小泽征尔在美
国的家中，偶像亲自下厨做生鱼片款待他，两人促膝长谈。

在美国学习考察的那一年，为陈燮阳打开了一扇新的艺
术之门。他在耶鲁大学奥托·缪勒教授那里进修指挥，聆听指
挥家伯恩斯坦的排练与音乐会，还与祖宾·梅塔、小提琴家斯
特恩交流。与大师们的交往，为陈燮阳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形成自己的指挥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1982年，陈燮阳在美国首次执棒阿思本管弦乐团，他的
指挥激情华丽又不乏深沉细腻，一曲中国芭蕾舞曲《魂》及勃
拉姆斯《第二交响曲》惊艳全场。

回国后不久，上海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都力邀陈燮阳加
盟。于是他身兼二职，同时出任这两个重量级乐团的常任指
挥，开了我国音乐界的先例。

在美国学习时，陈燮阳发现，国外的交响乐团都是由音乐
总监和总经理分别负责艺术和行政。 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
后，他大胆提出，将上海交响乐团由团长负责制改为音乐总监
负责制。1986年，陈燮阳成为上交首任音乐总监，这在上海乃
至全中国都是一个创举。 紧接着， 他又在全国首推乐团音乐
季，引进国外优秀演奏员，为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建设与改
革树立了标杆。

湖南路 105号曾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家”，从老团长黄贻
钧到继任者陈燮阳，上交在那里度过了 60多年。在团员们心
里，陈燮阳更像一个大小事情都要操心的家长。

“不要与听众为敌”

解放周末：优秀的指挥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陈燮阳：首先要有技术、有经验，更重要的是
做人。如果只有水平，但不会做人，很容易得罪乐
队和观众。指挥必须要尊重演奏员和观众，没有
他们，我们什么也不是。

解放周末：从艺 55年，从上海交响乐团、国家
交响乐团、 中央民族乐团到近年来的苏州交响乐
团，您指挥过的乐团非常多，能谈谈您和乐队沟通
的艺术吗？

陈燮阳：跟我合作过的乐队都很开心，我会
想办法启发大家，从来不会骂人。我觉得永远要
把音乐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指挥和乐队之间
才会形成真正的共识和默契。

指挥最大的成就感不是在舞台上享受掌声，

而是在台下把乐队训练成一支高水平的队伍。一
个交响乐团的成长，有点像广东人煲汤，只有火
候到了，味道才会纯正。我国的交响乐团这些年
发展得很快，但各地的水平参差不齐，打造一个
优秀的乐团离不开指挥长期的专业训练与磨合。

解放周末： 您如何判断一个乐团的水准？

指挥的眼光与普通听众肯定不太一样。

陈燮阳：好的乐团会跟着我走，让我在手里
“揉”。我合作过许多优秀的乐团，但最有默契、

感情最深的还是上交。 现在演奏员和当年相比
已经换了不少，但是乐团的传统一直都在，那是
一种非常纯粹的艺术氛围。 我想做的也是纯粹
的指挥家，实实在在地搞艺术。

解放周末：您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中国交响
乐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很多西方指挥家都
感叹“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那么，中国未来
优秀的交响乐在哪里？对于年轻作曲家，您有哪
些建议？

陈燮阳：许多作曲家都在用各自不同的风
格向世界表达中国， 但这些年真正走向世界、

被世界认可的作品并不多。 在当代作曲家中，

我最敬佩的还是朱践耳先生。当年有人说朱先
生的音乐难听， 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认为。其
实，他的音乐中有相当多的民族性，更可贵的是
他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有新的探索， 有对人性和
对人类命运的求索。这种探索精神是很罕见的。

他的音乐风格虽然是现代派，但是他并不刻意，

他的作曲技法都是为内容服务的。 这对现在的
作曲家很有意义，千万不要为了技术而技术。没
有内涵与思考， 技术只是空壳， 演完就被人忘
了，真正经典的音乐终究是要靠情感打动人的。

这些年，很多西方音乐家说古典音乐的未
来在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交响
乐听众越来越多。 交响乐是一门抽象的艺术，

原本就是难懂的， 作曲家千万不要与听众为
敌，不要孤芳自赏。

解放周末：您觉得这些年听众对古典音乐
的需求与鉴赏水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陈燮阳：1985年， 上交策划了纪念贝多芬
215周年诞辰系列音乐会，贝多芬的交响曲全集
第一次呈现于上海舞台，我与黄贻钧、曹鹏接力
指挥。乐迷通宵在上海音乐厅等候售票，队伍绕
了上海音乐厅好几圈。3年后， 我又策划了一次
贝多芬交响曲全集演出，8场音乐会门票 2个
小时不到就被抢购一空。在改革开放初期，听众
尤其是年轻听众对交响乐可以说是如饥似渴，

但那时候真正能听懂交响乐的人并不多。

1985年， 我和上交老团长黄贻钧先生创办
了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这个“爱乐者的家”

培养了一大批交响乐听众。这些年，在各大乐团
以及媒体的推动下， 听众的欣赏水平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听众的素质
完全不亚于国外，有些乐迷的口味还很挑剔，这
是一种进步。

20世纪 90年代初，外地毕业来沪的演奏家没地方住，只
能住在简易棚里。陈燮阳放心不下，想办法筹措，终于让“家
人”有了安居之所。演出要找赞助、拉广告，也都是由这位“家
长”亲自出马。这段日子后来被陈燮阳视作“上交最困难的日
子”。1993年，陈燮阳提出打破“铁饭碗”，推行全员聘任合同
制，根据职称决定工资，大大提高了演奏家们的积极性。

用一生把中国音乐推向世界

当年在小泽征尔家中吃生鱼片时，陈燮阳曾向偶像讲述
自己的心愿：“我想用我的一生，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这
是他的心愿，他亦视之为诺言。

1990年，为庆祝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建成百年，上交受邀成
为首个登台的中国交响乐团；2000年， 上交与大提琴家马友友
合作，录制《卧虎藏龙》电影原声音乐，并于次年夺得奥斯卡最
佳电影音乐奖；2004年上交建团 125周年， 陈燮阳带着上交登
上知名的柏林爱乐大厅，这是柏林爱乐音乐厅迎来的第一支中
国交响乐团。从《火把节》到《愁空山》，演毕，全场两千多名听众
起立喝彩鼓掌 10分钟。

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除了中国交响乐，他还将中国的
民族音乐推向了世界。

陈燮阳是中国指挥家中少有的横跨中西音乐———既能指
挥西方交响乐团，又能指挥中国民族乐团的音乐家。他的民乐“基
因”来源于童年。他的母亲是京剧爱好者，闲暇时会教他唱一些京
剧与昆曲。听母亲唱《梅龙镇》《甘露寺》是他童年最大的乐事。

“交响乐与民乐的指挥技术与手法差不多，但两者的风
格完全不一样。中国音乐有很多变化，重在韵味。西方音乐重
在结构，重在轻响快慢。”

1998年， 陈燮阳首次带领中央民族乐团到维也纳金色大
厅演出。到了加演环节，陈燮阳手一挥，板鼓、小锣、钹等中国打
击乐器依次奏响了似曾相识的节奏。正当观众们猜测究竟是什
么曲子时，《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旋律奏响了，全场顿时沸腾。没
人想到，这首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返场曲竟以如此特别的
方式登场。

在这场音乐会举办前夕，奥地利著名主持人布拉维教授
给陈燮阳提了一个建议：加演《拉德斯基进行曲》时最好要带
点中国特色。陈燮阳想了一个晚上，终于灵光一现，决定采用
中国打击乐作为引子开场。

《拉德斯基进行曲》结束后，观众意犹未尽，陈燮阳又带领
乐队加演 4首曲子，创下了加演纪录。国内外多家电视台转播
了音乐会的盛况，中国民族音乐第一次在欧洲获得了如此大的
影响。

“我与朱践耳是不可分割的”

陈燮阳 55年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中国交响乐近几十年的
发展。有乐评人曾做过统计，陈燮阳是排演中国作曲家新作
最多的指挥家之一。在执掌上交的 23年中，他指挥演出的作
品涉及 256位中外作曲家，其中国内作曲家有 134人。

“吕其明先生的《红旗颂》我大概指挥了有上百遍，丁善
德先生的《长征交响曲》也是不计其数，《梁祝》更不知录了多
少个版本。”陈燮阳说，“在合作过的中国作曲家中，叶小纲、

谭盾、瞿小松等人的作品我都很喜欢，但我指挥作品最多的
中国作曲家还是朱践耳先生，我与他是不可分割的。”

1986年，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北京音乐厅首演朱
践耳的《第一交响曲》。不少听众是第一次接触现代作品，有
些人感到无法接受，然而这并不妨碍这部作品以深刻的思想
内涵轰动乐坛。紧接着，朱践耳又创作了《第二交响曲》。这部
作品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乐器———锯琴， 充满了悲剧力
量，是陈燮阳最喜爱的朱践耳作品之一。

不少人问过陈燮阳，指挥家与作曲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
的。他的回答是“指挥家应该是作曲家的代言人”。在与前辈
指挥家李凌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还说过一句更绝的话：“指挥
者应该是作曲家的仆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裁判官。”

陈燮阳与朱践耳是难得的艺术搭档。

从 60岁开始，朱践耳用 22年的时间创作了 10部中国人
自己的交响乐。他每写一部新作，陈燮阳就指挥一部。每次排练
新作品时，陈燮阳总会请朱践耳上台给乐队讲作品的内涵和情
感。试奏的时候，陈燮阳发现个别地方演奏效果不理想，就建议
朱践耳修改。“有些意见他会接受，但有时候他也很坚持。”

朱践耳常常会给陈燮阳“出难题”。“他的《第五交响曲》需
要用 50多件打击乐器，我们四处寻找，有的还要自己制作。”

陈燮阳说，“我认为，朱先生的《第十交响曲》（江雪）写的是他
自己。这部作品非常有创造性，其中有京剧的吟唱、古琴的琴
音，演出中还要放录音，节奏必须掐得非常准，稍有差池就会
出岔子，演出的时候压力真的很大。这可以说是我指挥过的最
难的交响曲之一。”

2015年 11月 1日， 在陈燮阳从艺 50周年纪念音乐会
上，当唢呐协奏曲《天乐》演奏完毕时，93岁的朱践耳从观众
席上起立，向台上的陈燮阳竖起大拇指，全场观众的掌声经
久不息。他曾说：“探索者的心是孤独的，如果没有陈燮阳和
上交，我的音乐是死的，是他们将五线谱化作了交响之声。”

2017年 6月，陈燮阳在北京指挥国家交响乐团排练《英雄
的诗篇》时，朱践耳托女儿带来一封信和巧克力，皱巴巴的纸
上写着端正的字：陈燮阳老友，排练太辛苦了，吃点巧克力。

两个月后，朱践耳离世。

2018年 5月， 陈燮阳带着朱践耳的代表作回到了他的母
校———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这是朱践耳生前未尽的愿
望。与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指挥家李德伦、郑小瑛、黄晓同以及女高
音歌唱家郭淑珍等人不同的是，在赴俄罗斯留学前，朱践耳从未
接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患病多年的他，是躺在上海的一个亭子
间里靠听收音机自学的音乐。直到走进这所学校，他才开启了真
正的艺术之路。

“这次演出的排练时间非常紧张。一开始，乐团并不熟悉
朱先生的作品，有点不以为意。可随着排练的深入，他们的态
度彻底变了，不仅非常投入，而且很欣赏朱先生的作品。”最
终这场 3个小时的音乐会轰动了俄罗斯音乐界。

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