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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第一交响曲》的
创作及家国情怀

马思聪的《第一交响曲》创作于

1940—1942年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

构思、写作于颠沛流离的逃亡旅途(最终

完成于广东坪石管阜)①。作品凝聚了马

思聪对家园的个人情感，反映了民族危难、

抗日救亡的宏大时代主题，堪称为一部充

满了家国情怀的“抗战交响曲”。同时，这

部作品也集中展现了当时刚刚30岁的马思

聪在交响音乐创作方面的出众才华。

一、感时而发

1937年“七七事变”，此时马思聪在广

州中山大学任教。随着日寇全面入侵，国

土半壁沦丧，国民家破人亡。1938年10月

广州沦陷，马恩聪从广州逃难到香港，1939

年夏又从香港逃回内地并辗转于云南、四

川、广西等地。在颠沛流离的旅程中，他体

会了家国苦难，也看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不

屈精神，他坚信中国人民最后一定胜利。这

一阶段，他创作了一批作品，如《自由的号

声》《游击队歌》等抗日战争歌曲，并在广

州指挥合唱团演唱，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马

思聪1939年6月在香港为《大地画报》写

的访谈录对理解这部交响乐的创作动机具有

启发意义：“轰炸下的广州留在我心中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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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恐怖，却是激昂。

高射炮的三重奏，一

浸在满城抗战的歌)

广东精神可以说是j

等于活在火线，炮j

险的，谁能担保自i

炸呢?⋯⋯这种生j

压力下提炼出更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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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正是把这些所见所感，经过酝

酿，凝聚在了这部交响曲的乐章之中。如

第一乐章的号角主题，来自北平大鼓(采自

“七七事变”的发生地)；第二乐章有来自

作曲家在云南澄江听来的民歌，也有作者

游学回国途中在地中海航船上写作的温柔

旋律(长笛演奏)。

二、创作经验的累积与迸发

创作自己的交响曲一定是作曲家成长

过程中不断积累的期待。马思聪在创作这

部大型交响套曲之前，已经写过一批成功

的交响性的器乐作品。如单乐章的小提琴

独奏(钢琴伴奏)的《摇篮曲》(1935)《第

一回旋曲》(1937)、三个乐章的套曲《绥

远组曲》(1937，后称《内蒙组曲》)、一部

三个乐章的《降B大调钢琴三重奏》(1933)

和三部弦乐四重奏。弦乐四重奏以其多声

部写作和大型套曲形式都十分接近交响曲，

因而被看做是作曲家开始写作交响曲的必

要准备。据笔者所查阅资料表明，在写作《第

一交响曲》之前，马思聪已经写作了三部

弦乐四重奏。

第一部，是1932年完成的“展示了我

作曲技巧”的四个乐章《e小调弦乐四重奏》o

这部作品由他自己提及，是1931年在法国

学习的翌年，归国后从广州把作品寄给了

法国老师，并得到了其作曲老师法国作曲

家毕能蓬的评语：“技巧是第一流的，你作

的是严肃的音乐，你走的路是正确的路。”④

第二部，是1933年马思聪在南京中

央大学教育学院任职时，根据学生的程度，

为学生练习而写作了一部弦乐四重奏，在

学生毕业音乐会曾演奏过。⑤

第三部，是1938年创作的《F大调

弦乐四重奏》o马思聪曾多次自诩这部作

品，把它视为自己“音乐创作道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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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思聪作品音牙

声部、多乐章作品

累了经验，同时这

作为作曲家的社会’

马思聪从194

励志社交响乐团摊

④《访问马思聪院1

全集》，中央音乐学院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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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J

⑥同注④。

⑦同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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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国内最为专业的中华交响乐团指挥，指

挥了多部交响曲作品如莫扎特《第40交响

曲》、马思聪《思乡曲》《塞外舞曲》(似应

改编为管弦乐曲)。与乐团的合作为他提供

了更多体会交响乐队实际音响的机会。这

些都为他创作交响曲做好了技术铺垫。如

他自己所说：“组织了中华交响乐团，本来

是很好的一件事，但却把我的创作停顿了

一年有半。我想起门德尔松在做了多年指

挥之后，感到了很大的庆幸——我当然也

得到了一些好处，那便是对于乐队的熟悉，

我熟悉了每个乐器及它们的配合所能发出

的效果，这对我很有帮助。”⑨至1941年夏，

马思聪离开重庆到香港，用一年半指挥交

响乐团所得的“好处”，正好可以用在《第

一交响乐》创作中了。

关于《第一交响曲》动笔开篇的时间，

马思聪提及了两个时间点：一是马思聪在

1942年发表的文章所记载是1941年夏由

重庆到香港后开始创作的。⑨二是1984年

4月《第一交响曲》在台湾地区演出，马

思聪在作品介绍中写道：“写作的时间是民

国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⑩这可以理解为

创作构思是从1940年开始，而动笔写作是

1941年夏。乐曲写作至1941年12月8日，

日军入侵香港，马思聪于当月18日离开香

港回到故乡广东海丰继续写作。八天后香

港沦陷。迫于战事，1942年4月马思聪又

举家赴桂林，至同年9月再随中山大学迁

往广东坪石。在马思聪的相关文献中，有

两次提及《第一交响曲》的配器：1942年

5月和1942年秋。⑩而《第一交响曲》应最

终于1942年底在坪石完成。

《第一交响曲》创作和完成之时，马

思聪已经离开了中华交响乐团，这部作品

失去了在当时——抗战期间得以演出的

最佳时机(如肖斯塔科维奇《第七列宁格

勒交响曲》)，可谓历史的遗憾。抗战l

后的1946年7月，马思聪应邀担任{

交响乐团指挥，10月lO日指挥乐团j

了《第一交响曲》的首演。马思聪{

及：“当时这个乐队有三十多人，演出j

还好。”@

三、作品的情感表达与形象塑造

《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是一个不]

的快板(Allegm ma non troppo)，回旋i

曲式结构。音乐一开始使用的是动机：

句，这个短句的素材来源于马思聪193

北平之行所留的“印记”——北平大j

的曲调，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磨刀调》

剪子来锵菜刀”的曲调——结构最短一

单乐段作品。

谱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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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曲调经过马思聪加工，已经远1

材形态，节奏紧缩，成为一个急迫的I

性号角式主部主题。主题先由铜管奏

召，弦乐、木管乐相继呼应，营造了：

爆发的宏大场面，而这一音调也喻示

斗警号肇始北平。

⑧同注②。

⑨同注②。

⑩马思聪1984年台湾演出《第一交响曲》j

乐曲介绍。

⑩1942年5月26日，马思聪在给徐迟的信中

“因为30、31日有演奏会，停顿了降E交响曲编j

的工作。”再至1942年，马思聪为桂林《新音乐》

年第5卷l期，11月1日出版)撰写《创作的经验

文字最后记：‘《降E交响曲》目前还在写着乐队l

则可知．1942年底《第一交响曲》在杀青之中。

@同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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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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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题贯穿在第一、三和第四乐章

(末乐章)，作曲家对主题动机的不同处理

如速度快慢变化、强弱拍的变化、紧缩、

扩大等，表达了不同的音乐内涵。主题的

完整形态出现在第一乐章结尾，由铜管和

弦乐声部共同以彤力度奏出，形成了庄严、
果敢的音响，宣告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之后，抗战转入

持久阶段，中国抗日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

为抗战胜利带来了希望。这一时期有不少

抗战歌曲是表现游击战的，如贺绿汀《游

击队之歌》、冼星海《游击军》《到敌人后

方去》等，马思聪也写过《游击队》一曲。

第一乐章各声部之间的此起彼伏、相互呼

应，形象地表现了当时抗日武装力量前赴

后继的战斗场景。

第二乐章是谐谑曲(Scherzo)，很快的

快板(Allegm鹊sai)。音乐结构是有引子和

谱例3

一个大结尾多段性的复三部曲式，以D．C．再

现，加Coda结束。

乐章一开始是引子主题。定音鼓奏出

主音‘B，只有三小节，但作者表明的力度

却是从弱音到突强，有晴空炸雷的感觉，

表现突然事件的发生。接着双簧管奏出一

段哀伤的民歌风曲调，大提琴接奏这句曲

调。引子结束，弦乐开始奏出快速的段落，

音乐表现出动荡不安的状态，这种性质的

音乐素材占据乐章的大部，多次变化出现，

最后变得特别强烈。给听众联想如敌人人

侵，在战火中人民的逃难，也表现出人民

的抗争。乐章的三声中部，开始段落，节

奏稍慢，使用较为抒情的宁静的曲调，用

双簧管低音区奏出，节奏弱起、切分，音

乐摇曳、延绵。作者说曲调是一个云南民歌，

是在洱海附近听一个木匠唱的。

这个曲调在第四乐章又变形成为主题。

三声中部开始的音乐，与前一部分音

乐形成对比，描绘出一个安逸沉睡的山村。

头一段乐队的配器，只用弦乐、木管和圆号，

使音乐表现出宁静的效果。直到第430小节，

大号用中强力度奏出号声，像从远方传来的

警觉军号，接着好像要催醒这沉睡的山村

般。结尾部Coda篇幅比较大，从第55卜
780小节几乎占据乐章的三分之一。包含

前面哀伤、抗争、沉睡的山村三个主要乐

思，都以发展的形态出现。尾声一开始是

再现三声中部，这时“沉睡的山村”已活

动起来，并遇到似乎是一次空袭。“哀伤的

主题”与“抗争主题”交替，在音乐达到

高潮，从哀伤变成激愤，全乐章以最强声

结束。

第三乐章行板(Andante)。马思聪关于

第三乐章的介绍：“对祖国河山的赞美，对

灿烂的文化，伟大历史人物的怀念与自豪。”

音乐结构是展开型的复三部曲式。乐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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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是一个深沉的引子，用大管和圆号奏

出(第1—5小节)，第六小节用长笛奏出

第一小段的曲调表现长远的历史与苦难。

第20小节由小提琴奏出似乎令人担忧的曲

调，调性一下从bE大调转到bC大调，这是

传统少有的转调。曲调只在表现自豪的一

乐句之后，接着就出现了表现坚强不屈的

三音短句，它是从第一乐章开始带有战争

意味的短句转化来的，这一音型在这一乐

章中占很重要的它的含义很深，这就是坚

强不倒的祖国大山。

这一段落做了一些发展。到第6l小节

乐章结构的第二段，调性转为c大调，曲

调的元素也是来源于第一乐章的战争音型，

但现在改用十六分音符流畅的曲调，好像

寓意祖国的江水，这段音乐开始用小提琴，

其后分别用木管和铜管奏出。到第77—79

小节以全奏和特强力度形成一个爆炸性的

效果，表现敌寇入侵。在第200小节，长

号以弱奏表现坚强不屈的三音音型开始，

圆号以五度模进叠于其上，其后黑管、双

簧管、长笛、短笛、小提琴再模进叠于其上，

形成一个山型的音乐高潮，这代表着民族

的高强，也寓意要抗战到底。本乐章音乐

谱例4

^IIegro咐estoso
St ri ng

以一个历史与苦难的短句结束即例外结束

在降A大调的六级和弦假终止上，这也是

意味深长的：苦难还将持续，由此就引出

战斗性的第四乐章。

第四乐章，庄严的快板(脚瑚鳓oso)。
这个乐章是全曲结构最为庞大的乐章，达

667小节，演奏时间约二十分钟。在结构上

具有回旋、变奏、奏鸣曲快板乐章的特点，

其本体还是发展型的复三部曲式的结构，

这是马思聪所处时代突破传统结构手法的

现代音乐特点之一。作者在这个乐章运用

极致的乐队手法来表现一个宏大的音乐内

容，即中华民族要坚持反抗侵略者，最后

必定得到光荣的胜利。主要主题有两个，

第一主题是有力的、英雄气概的；第二主

题是胜利的进军号角。第一主题(第1小

节开始)bE大调占全曲主要地位。这个调

性不免使人想起贝多芬写的《第三交响乐

“英雄”》，其原型和变体出现共有十次之多，

这种写法也类似回旋曲，马思聪喜欢这类

体裁，他共写过四首小提琴回旋曲。第一

主题素材来自第二乐章的三声中部。

第四乐章第一主题庄严的快板：

开头就是弦乐的全奏，连续的下弓强

音，切分句法似劳动号子，塑造了万众一心、

坚韧不拔的音乐形象。这个素材在第二乐

章中舒缓柔弱，而这时，则以加快的速度、

专节拍、加强力度的连续挥弓齐奏再次出

现，表达了新的乐思，塑造了新的音乐形象，

展现了马思聪对音乐素材高超的塑造能力。

第二主题(第18小节)是第一乐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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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音型的扩大。

乐章的中段是写一个战争的场面。关

于这段音乐，马思聪曾在乐曲介绍中写到：

“乐队强烈长音之后，双簧管单独奏出一小

段音乐，停止在一个长音上，此时号角吹

出一个粗犷的增四度。于是锣鼓齐鸣，弦

乐像愤怒的潮水，起伏奔腾，铜管乐此起

彼落地奏着那不祥的增四度。”

“这一段写战争的场面的音乐是我五六

岁时在乡间过春节看戏班演《三国》，每有

大战斗的场面。戏班的锣鼓队必奏出上述

音乐。人数只有几个，乐器是唢呐、长管，

加长锣鼓，气势也是逼人的。”@在这个段

落中，铜管的使用有着角色的划分，以音

色相对低沉的圆号、长号代表凶残的敌人，

用嘹亮的小号代表英雄的抗日军民，木管、

弦乐和打击乐配合呼应，营造了宏大的战

争场面。乐曲发展中，作者又用定音鼓以

颤音击奏这个增四度(bB—E)，发出特殊

效果，这在其前西洋乐队配器中未见使用，

确为马思聪所独创。这段以交响乐队表现

戏曲武打场面的音乐，是很成功的。第241

小节末拍轻轻再现本乐章的主题，似乎在

远处又响起了进军号，这段音乐以奏鸣曲

快板发展部动机式的发展手法来展开，进

军号好像响遍了祖国大地，并愈来愈嘹亮，

同时与英雄的第一主题交替出现。最后两

个主题交叠在一起，使音乐在高潮中结束。

第四乐章中主题还包含了四川民歌《太

阳出来了》的音乐动机，寓意胜利的曙光。

谱例5

马思聪对音乐主题材料的运用，会根

据不同乐章内容的需要做相应的变形。如

马思聪《第一交响曲》的创作及家国情怀 l 127

第一乐章主题的多次出现，或急或缓，都

表达了不同的音乐形象；再如第四乐章主

题材料来自第二乐章三声中部主题，但用

加快的速度、差节拍、加强力度速度和弦乐

齐奏，则塑造了完全不同的音乐形象。这

些都展现了马思聪对音乐素材进行交响化

处理的高超能力。

这部交响曲的创作还有一个成功的经

验，就是它在四个乐章之间的有机联系。

第一乐章开始的音型，贯穿整个第一乐章，

穿插在第三乐章，并在第四乐章得到发展；

第二乐章三声中部的主题，出现在第四乐

章成为主要的主题。这使得整部交响曲呈

现出双主题回旋曲的“大曲式”特征，加

强了交响套曲的整体感和叙事性，共同表

现了一个宏大的交响曲主题。这个音乐手

法最早是贝多芬用在他的《第三交响乐“英

雄”》中，使交响乐从组曲向套曲转化，同

时以一部交响乐表现一个重大的主题，大

大提升了交响乐的表现力，这是有里程碑

意义的。马思聪借鉴并发展了这种手法，

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马思聪《第一交响曲》创作于20世

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当时的

全中国人民都在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

入侵。马思聪以音乐为武器，他把自己的

真情实感和民族的呐喊概括为时代的声音，

写进了作品中，以浓浓的家国情怀，创作

了这部写实性甚至是自传式的交响曲。在

这部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年轻的马思聪的

人生已经在发生重要改变，他已然成为了

一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由感悟祖国文化

开始升华为关注民族命运，进而把自己全

身心地融人国家民族的抗战大业之中。

⑥同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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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第一交响曲》问世距今已经

历七十五年之久。岁月如水，披沙沥金。

从艺术水平、公开演出、出版发行、社会

影响等方面的状况综合来看，马思聪《第

一交响曲》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第

一部成功的交响曲。从我国抗战音乐文化

来评价，可以认为它是抗战音乐的三大作

品之一，这三部作品分别是：冼星海作曲，

光未然作词《黄河交响大合唱》(1939)；

马思聪作曲《bE大调第一交响曲》(1942)；

马可、张鲁、李焕之、瞿维等作曲，贺敬之、

丁毅作词、编剧的歌剧《白毛女》(1945)。

放眼国际，无独有偶，1942年国际作曲界

呈现了两部反映“二战”时期反侵略战争

的交响曲，一部是肖斯塔科维奇在3月份

完成于苏联列宁格勒的《第七交响曲》，另

一部就是马思聪先生在12月完成的《第一

交响曲》。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上接第100页)但也可能被认为“几乎什

么问题都没有说明”@。第二种定义则强调

了戏剧是歌剧创作的前提，戏剧在逻辑上

先于音乐。即便基维强调作曲家应把戏剧

做成音乐，却无法改变歌剧首先是一种“剧”

的事实。第三种定义则更贴近真实的歌剧欣

赏经验，音乐无疑是歌剧中最具感染力的

表现手段，况且许多歌剧片段还可被单独

演绎。本文以为，前两种观点在理论上更

加稳妥，更经得起理性推敲，第三种观点

则更贴近直觉和感性经验。问题在于，我

们是否必须用一种观点否定另一种观点?

若采用基维的思维方式，答案是“否”。事

物的定义往往取决于下定义者的观察视角，

我们虽不认为任何定义方式都合理，但也

不宜断言事物的定义只有一种可能性。至

少上述三种方案都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和

价值。它们在理论的角逐场上并存、互动着，

时刻提醒人们歌剧问题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况且，三种定义并非没有共识，它们都在

不同程度上强调了音乐的重要性。

作者附言：本文为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四

届高校青年教师基金I

乐社会学研究”(项目

@居其宏曾指出

舞蹈、建筑、美术等独

式，而戏剧和音乐又握

最重要的元素”，“这个

些人的批评，认为它太侣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它

期批评而被越来越多的

今并未提出另一种更理

这便足以证明，在这个

些本质的、接近歌剧艺

地指出了构成歌剧艺术

诸元的本真状态及其在

确地指出了歌剧艺术的!

正确地指出了歌剧艺术

一切，正是歌剧作为一

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基本．

诊纲》害衡寸垆m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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