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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莲》是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青

年作曲家朱琳应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委约创作

的弹拨室内乐作品，2019年4月18日晚由上海音

乐学院民乐系吴强教授团队的18位青年演奏家

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首演，获得了广泛好评。

在谈及作品的创作初衷时，作曲家说道，她希

望以《江南》这首汉乐府诗作为题材和载体，

用音乐语言呈现诗歌中表达的情景交融的画

面。①作曲家在作品的扉页中写道：

以“采莲”为题材的诗歌非常多，让作曲者最

为心动的是一首题为《江南》的汉乐府诗作。“江

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

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诗作

表层描写了采莲人在采莲时观赏鱼戏莲叶，鱼在莲

叶间穿梭往来的轻灵的样子，传达出采莲人欢快

的心情。深层实用比兴的手法，将“莲”谐“怜”和

“恋”，象征爱情，以鱼儿戏水于莲叶间来暗喻青

年男女在劳动中相互爱恋的情景。音乐作品不仅用

灵动音响勾画《江南》诗中的景，同时也用长线条

旋律刻画诗中的情。其中还借用苏州评弹元素作为

江南地域的符号象征，也为更加恰当地表达诗中情

摘  要：《采莲》是青年作曲家朱琳在弹拨乐创作领域中的又一佳作。作品以民族弹拨

乐为载体，通过诗歌与音乐的结合，用灵动的音响形态生动地展现了情景交融的美丽江南画

面。作曲家将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音乐构思缜密精致，音乐语言新颖别致，

音乐风格清秀高雅。本文主要围绕作品中主题材料发展的精炼性和指向性、弹拨乐器音色

的探索、结构与调式调性布局等方面进行音乐特征分析，探究其音乐创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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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乐辉映  情景交融

○  郭鸿斌

— 弹拨室内乐《采莲》的音乐特征分析

景交融的画面。

面对笔者的采访，作曲家朱琳坦言她自己一

直以来都非常喜欢弹拨乐器。弹拨乐器演奏中

发出的极具质地的音响和丰富的音色是朱琳最

感兴趣的部分，她认为这是当代音乐创作中非

常有特点和价值的东西。或许正是基于长期以

来对于弹拨乐器的喜爱和关注，多年来，朱琳在

弹拨乐创作领域进行了很多积极的探索，创作

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如民族弹拨乐《无词歌》

（1999），古筝独奏《江舟赋》（2012），琵琶四重

奏《芬芳》（2013）、《仓才》（2014）等。这些作品

体现出作曲家对于弹拨乐器新的音色、新的艺

术表现力的追求和探索，也体现出作曲家对中国

传统音乐元素独特的理解和使用。

《采莲》为单乐章形式的室内乐作品，演

奏时间约11分钟。其编制为2把柳琴、2把小阮、

6把中阮、2把大阮、2把琵琶、2台扬琴、2架古

筝。（见图1）这些乐器被分为两组，呈对称形

状依次排开。本文将着重从主题材料发展的精

炼性和指向性、弹拨乐器音色的探索、结构与

①内容来自笔者2019年11月12日对朱琳老师的现场采访。



－ 144 －

中国音乐（双月刊）2020 年第 5 期

调式调性布局等方面对作品进行音乐特征分

析，探索民族室内乐创作的多元技术与风格。

图1  座位图 

谱例1  《采莲》第一部分主题动机（第9-12小节）

而成，全曲由五个基本部分组成。主题材料的

发展体现了两个主要特征：精炼性和指向性。

（一）主题材料发展的精炼性—五度核心

动机贯穿

《采莲》的主题及主题材料发展很有特

点，它与传统调性音乐作品的主题呈现方式有

很大不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其主题材料发

展的前后有机联系和贯穿上。引子部分，在阮

族乐器上用拨片磕DA空弦作为背景，来引出和

衬托真正的主题。现将五个部分的主题作横向

比较来分析各部分主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主题材料发展的精炼性和指向性

《采莲》的结构是以循环原则为基础构建

《采莲》主题动机在第9小节由扬琴Ⅰ与古筝

Ⅰ奏出，如谱例1所示，从D音到A音的上行五度

旋律音程是全曲的核心动机和最重要的音高材

料。扬琴在弱力度背景下持续演奏D音和A音的

五度和声音程，快速的滚奏，音乐细腻而连贯，

主题性格优美抒情。随后，扬琴Ⅱ与古筝Ⅱ奏出

主题动机的下行二度模进，从C音到G音。实质

上，这里是以D和C为中心的两个调式的并列陈

述，这两个调式在音乐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游

移并起到结构标识的重要作用。从第9-36小节，

作曲家用了28个小节的规模来强调主题核心动

机，足以说明这一动机在音乐后续的发展中占据

着何等重要的地位。第37小节开始，主题动机由

中阮、琵琶、古筝、扬琴共同奏出，伴随着其他乐

器的点状旋律陪衬，小阮以D音和A音为骨干音

形成了清晰完整的主题旋律线条。

谱例2是作品第二部分开始的主题，加变

宫的D宫六声调式。从曲式学的角度来看，这里

有些类似回旋曲式的第一插部。织体的构成很

丰富，柳琴和琵琶以八度叠加的方式演奏下行

主题旋律，五度核心动机在旋律进行中作为骨

干音而存在。中阮声部作为和声层，演奏交替

进行的四、五度和声音程，构成纵向的和声骨

架。大阮和古筝演奏低音声部，前者演奏五度

核心动机作为骨干音的低音线条，后者演奏音

色渐变的D音主持续音。扬琴演奏对位化的旋

律以增加织体的横向层次感，值得一提的是，

扬琴声部中，作曲家有意强化了五度及其转位

音程在横向旋律发展过程中的凝聚性作用。除

此之外，该部分还衍生了一个全新的四音动机
#C—E—B—#C，这个四音动机在该部分以及

其他部分中多次以移位变形的方式出现，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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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重要的展开性动机。 

如谱例3所示，从第124小节开始，作品进入

第三部分，主题变化再现，结构规模大幅度减

缩。琵琶演奏横向的主题五度动机及其转位，扬

琴以震音的手法演奏强力度的四、五度双音，织

体中首次出现的八分音符三连音节奏音型由古

筝奏出。D音和A音的五度音程构成了这个三连

音节奏音型的核心音高素材，音乐在强有力的节

奏音型和力度衬托下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谱例2  《采莲》第二部分主题动机（第78-80小节）

谱例4是曲式的第四部分，可理解为第二插

部，也是全曲接近高潮的部分。中阮、大阮、琵

琶、扬琴以横向展开、音型化、平行进行、纵向

叠置等不同织体形态将五度核心动机延伸发

展，直至将音乐推向高潮。

谱例5是全曲的再现部分，在经历了前两

个插部的发展之后，最后一次再现承担了三

重的曲式功能。首先，进一步肯定了主题的主

导地位，使得主题的三次陈述形成了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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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3  《采莲》第三部分主题动机（第124-127小节）

谱例4  《采莲》第四部分主题动机展开（第179-182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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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心力，赋予了曲式结构收束的功能作用。其

次，作曲家将苏州评弹音乐元素与主题动机

结合，给予原始主题新颖的性格面貌，将主题

的发展带向了更高水平，丰富了音乐形象内容

的表达，起到了概括的功能作用。再次，第二

插部对比性材料的出现及其离心力量的发展

对再现部产生了影响，再现部延续了插部积极

的主题陈述和发展趋势，戏剧性对比冲突的

再现部在此具有更为复杂的继续发展的功能

作用。

谱例5  《采莲》第五部分评弹音乐主题动机（第226-227小节）

图2  五度核心动机贯穿 

②《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

乐集成·江苏卷》（上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4年，第

24页。

《采莲》的五个部分之间在材料的运用上

逻辑性很强。五度音程作为贯穿全曲的核心动

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

第一、三两个部分强调音乐的统一性；第二、四

两个部分，五度动机在横向旋律、纵向和声、对

位旋律、低音线条、衍生动机、固定音型等多个

方面均起到了核心结构力的作用，突出音乐的

对比性；第五部分，五度动机融合了苏州评弹音

乐元素，从材料发展上则更具有总结提炼和点

题升华的作用。这样的材料组织与循环组合结

构中的材料发展是契合的，第一、三、五三个部

分具有主部性质，第二、四两个部分具有插部

性质。作曲家在全曲的材料使用上高度精炼，

用五度核心动机贯穿以保证音乐发展的统一

性，以五度动机在织体各个层次上的变化来突

出音乐的对比性。作品的五个部分是一个有机

整体，作曲家朱琳在主题材料的布局上体现了

统一中求对比、对比中求统一的辩证思维。

（二）主题材料发展的指向性—从隐性到

显性

1. 对苏州评弹音乐元素的汲取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上卷）对于

苏州弹词的调式特征和过门音乐有这样的一段论

述：“苏州弹词除〔陈调〕为商调式外，〔俞〕〔马〕

两调（包括以此两调音调因素为基础而创新的大

部分流派唱腔）都为宫调式。曲调以宫音为主音，

以徵音为属音，上句落在1或6上，下句落在5或1上。

上下两乐句不断反复而又以1、3、5三音为骨架音

的过门串联其间。”②

结合上文所述，我们来分析一首苏州弹词

的音乐片段。（见谱例6）

该唱段为加清角的bB宫六声调式。其中，

琵琶演奏的过门音乐为bB宫五声调式。从伴

奏音乐的曲调构成上不难看出，bB宫调式主和

弦的bB、D、F三个音在其中起到了旋律骨架的

作用，巩固了宫调式的地位。而且，主和弦在

横向分解进行中出现了六次（含唱词中的间奏

部分）相同的音级排序形式，即D—F—bB，见

谱例方框标识处，笔者暂且称之为主和弦三

音组。这个三音组是这段过门音乐的特性音

调。除此之外，谱例6弹词的唱腔部分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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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第五部分的主题之间在音高、调式方面也

谱例6  苏州弹词《梁祝·送兄》唱段《我是有兴而来败兴回》片段（第1-13小节）③；尤惠秋演唱；俞崇道记谱

③同注②，第156页。书中的谱例为简谱，本文中所用五线

谱谱例系笔者根据原谱重新制谱而成。

谱例7  苏州弹词《梁祝·送兄》唱段《我是有兴而来败兴回》片段（第8-10小节）

 

存在关联。

谱例8  《采莲》第五部分评弹音乐主题动机（第226-227小节）

 

谱例8是《采莲》第五部分的主题核心音高

素材，加清角的E宫六声调式。比较谱例8与谱

例6的两个三音组：#G—B—E，D—F—bB，二者

在音级排序及音高关系上完全一致，只是《采

莲》的第五部分改变了调性中心和节奏组合方

式。比较谱例8与谱例7，二者采用了相同的六

声调式。除此之外，谱例8与谱例7的旋律骨干

音之间的音程性质高度相似。从相同的三音组

音级排序到相同的调式，再到旋律骨干音之间

相同的音高关系，我们发现，作曲家从弹词音

乐元素中汲取了音高、调式等素材作为《采莲》

第五部分的核心材料。

2. 对苏州评弹音乐元素的发展

《采莲》的创作除了在音高、调式等方面

汲取了苏州评弹的音乐元素之外，还将这一传

统音乐元素进行了深层次的融合发展。

谱例9  《采莲》第二部分片段（第107-110小节）

 

谱例9中的四小节柳琴演奏的音乐片段为

加清角的E宫六声调式，与《采莲》第五部分主



－ 149 －

郭鸿斌: 诗乐辉映 情景交融

题采用了相同的调式。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这个

旋律片段在动机发展上的特征。旋律从主音E到
#F的级进上行开始，随后小三度上行跳进引出

清角音A，进而形成三音动机E—#F—A，笔者将

该动机标记为a。随后，a动机改变了节奏组合模

式。第109小节最后一拍至第110小节，a动机裁截

为E和#F的两音动机并引出新的四音动机#G—

B—#F—#G，这种连句式的手法使音乐达到了

片段内的小高潮。对比谱例8和谱例9中的两个

四音动机：E—B—A—#G，A—E—#G—B，作曲

家在谱例9中有意保留了苏州评弹音乐元素的

核心音高，但却将四音动机在排序上进行散化

处理，并以不同的节奏组合形式“掩盖”其本来

面貌。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

写：“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

处理手法既是为作品最重要的主题动机材料埋

下伏笔，做好铺垫，更是将苏州评弹音乐元素提

炼升华为一种新的音乐陈述语言。

谱例10  《采莲》结束前的片段（第318-322小节）

 

谱例10是作品临近结束前柳琴、小阮、中

阮演奏的片段，作曲家将之前出现过的主要动

机在此作了集中概括和全新组合。共有四种动

机：a、b、c、d。a动机是《采莲》的五度核心动

机D—A；b动机是评弹音乐动机变形后的四音

动机#F—A—E—#F；c动机是节奏紧缩了的评

弹音乐动机；d动机是c、b两个动机的结合。短

短四个小节的陈述，四种动机以不同的形式由

不同的乐器组合演奏，这种动机发展的模式保

持了作品统一的风格。 

综上，对于作品各部分重要的主题材料进

行分析后我们发现，作曲家在材料的使用上体

现了精炼性和指向性的双重特征。笔者认为，

精炼性是指贯穿全曲并起到结构聚合功能的五

度动机；指向性是指从隐性逐渐走向显性。这

里的“隐性”指的是音乐开始的五度核心动机，

而“显性”指的是乐曲最后一个部分中具有苏

州评弹音乐元素的主题。

如图3所示，为了直观地呈现出作品在主

题材料运用上的上述特征，笔者将《采莲》五

个部分中出现的主要动机做了罗列。很显然，

作曲家在创作前就已经预设了结果和目的地，

她从第五部分的苏州评弹音乐中提取一个五

度音程作为整首作品的核心音高素材。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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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隐性到显性的主题材料发展 

在第二部分引入了一个新的四音动机，主题动

机经历了第三、第四两个部分的巩固和移位

后，在第五部分作了结合提炼。笔者将第二部

分的四音动机重新做了排序，将前两个音移高

小三度，即可看出这正是第五部分主题动机

的核心素材。作曲家将之前出现过的三个主要

动机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融合评弹音乐元素

的全新动机。整首作品在五度核心动机的“掌

控”下井然有序地朝着既定的运动轨迹前行。

正如杨儒怀教授在《音乐的分析与创作》中谈

到动机所特有的表情素质时说：“显示动机发

展的力度，统一、联系整首作品，以及揭示作

品形象内容和戏剧发展的巨大主导组织作用，

乃是首先在主题内部进行最初的呈示性发展，

而在乐曲的后面各个曲式部分中再进行积极继

承性发展和真正展开性发展的多层次多级别

的动机贯穿发展。”④朱琳在潜移默化中将奏

鸣—交响套曲的组合原则与循环组合原则

相结合，从苏州评弹音乐中汲取核心语汇放置

于前，使音乐的前后发展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

逻辑联系。音乐的五个部分在一个整体构思的

基础上串联发展，最终得出结论，使精炼的核

心音高材料在隐性到显性的发展过程中实现

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二、对弹拨乐器音色的探索

作曲家朱琳从苏州评弹音乐元素中汲取音

乐语汇赋予了《采莲》江南地域符号象征，为了

用音乐语言展现作曲家心中的江南画面，为了

作品整体风格的需要，作曲家对民族弹拨乐器

的音色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采莲》在配器上充分展现了弹拨乐器的

性能，注重使用弹拨乐器的点状音色装饰、润

色主题旋律。不同乐器的连接和组合使主题旋

律在点、线交织中富于音色的变化。除此之外，

为了追求特殊的音色，创造独特的音响，作曲

家在配器上也作了精心的设计。

（一）古筝的定弦

朱琳在《采莲》的演奏说明中写道：“古筝

设定两种定弦方式，即古筝I定弦：d e g a b，古

筝Ⅱ定弦：c d e g a。”

给古筝设定两种定弦方式，作曲家主要是

出于调式的考虑。古筝I演奏第一部分的主题，

核心音高是D和A，参见谱例1。古筝Ⅱ演奏的核

心音高是C和G，参见谱例11。《采莲》主题音乐

开始的部分是建立在以D和C为中心音的两种

调式上，两架古筝的两种定弦，使演奏者通过

空弦的演奏即可自然地呈现大二度关系的两种

调式的并列陈述关系。

（二）阮的特殊演奏法

《采莲》的引子从中阮I的演奏开始，为了

营造神秘、空灵的音乐氛围，作曲家刻意采用

特殊的演奏法，用拨片侧面磕d1弦，发出近似

口弦音色，如谱例12所示。随后，小阮也采用类

似的演奏方式将这种效果叠加和延伸。这是作

曲家为了音乐作品内容表达的需要在配器上对

弹拨乐器新的音色的探索。

（三）相位关系

“用来表示振动（波动）在某一时刻的状

态的一个力量叫作相位。这个量通常用角度来

④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上册），北京：人民音

乐出版社，2003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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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称为相位角，简称相。”⑤“如果有两个

相同的波在同一起始点向外传播，但是一个波

比另一个波延迟了一些时间，那么两个波之间

就会有相位移。”⑥朱琳在《采莲》的配器方面

有很多精心安排。配器上她主要考虑了“相位”

关系和音色变化，同时也受到电子音乐创作思

维影响，这首作品的乐器对称排开。结合《采

莲》的乐器对称排列图和谱例12，我们发现，作

曲家将中阮Ⅰ和中阮Ⅱ在第5-6小节以横向相距

一拍的距离进入，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两件乐器

的简单模仿。但实际上，从后续此种手法的连

续使用来看，作曲家在此是将声学原理与配器

法相融合，更多考虑的是乐器之间所发出的声

波的相位关系。相同的乐器之间以相隔一定的

距离先后进入，两个声波形成波形之间的相位

移，音乐在时间和空间上交织环绕。加上左右

对称的乐器设置更增添了相互间的呼应，再附

以特殊的演奏法产生微妙的音色变化，这种新

颖的构思和精致的技法，既符合人们的美学观

念，又准确地描绘了主题动机进入前幽深、秀

雅的音乐意境。

（四）音色变化

《乐记》中这样写道：“是故审声以知音，

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

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

则几于礼矣。”⑦“‘审声’即把握音乐表现手段

的物理属性（高度、强度、速度、音色等）。”⑧在

超越千年的古代，人们就已经有了明确的“音

色意识”，实在令人惊叹。

在《采莲》中，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作曲

家朱琳对于弹拨乐器性能的熟谙和对其潜在音

⑤梁广程：《乐声的奥秘》，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

年，第2页。

⑥〔美〕Bruce Bartlet, Jenny Bartlett著：《实用录音

技术》，朱慰中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⑦转引自蔡仲德注译：《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

（上），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第276页。

⑧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年，第348页。

谱例11  《采莲》主题动机移位（第14-17小节）

谱例12  《采莲》引子（第1-6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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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音色的深入挖掘。作品第二部分的开始片

段，古筝演奏八分音符节奏的D音持续音，朱琳

作了细致的力度变化标记，并同时要求古筝演

奏者在琴弦可演奏范围内，边弹边移动触弦点

位置，以达到音色渐变的效果。作曲家在此通

过力度的变化和激发点的改变进而最大限度

地获取音色上的微妙变化，这与《乐记》中所说

的“审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结构与调式调性布局

《采莲》由五个基本部分组成。在引子深

邃、灵秀的音乐氛围中，第一部分主题以一个单

纯的上行五度动机进入，音乐给人感觉清新自

然、静谧悠扬，乐思在弹拨乐器的交织中逐渐

积蓄力量。第二部分主题以下行俯冲式的旋律

姿态与第一部分主题形成对比，全曲重要的四

音动机在此引入。在减缩的第三部分再现后，

音乐进入了全新主题构成的第四部分，一个建

立在以E音为基础的不同空间、力度上的泛音列

凝聚了该部分音乐发展的力量，并将音乐推向

了高潮。连接过后的第五部分再现是作品结构

设计的点睛之笔，音乐主题在此既保留了之前

的五度核心动机，又自然地将其与苏州评弹音

乐元素融合。音乐灵动明快，充满生机和活力。

整首作品的结构是以循环原则为基础构建

而成的。在西方曲式原则中，一般体现循环原

则的曲式有三部五部曲式、双三部曲式和回旋

曲式。值得注意的是，作曲家虽然是以循环原

则来组织结构，但是在主题材料发展、调式调

性布局等方面与西方曲式结构的构思有着很大

不同。比如作品第一、第三、第五部分虽然有循

环曲式主部的结构性质，但是，三个部分却不

是以固定不变的形式出现，而且最后一次所谓

的“再现部分”并不以传统意义上的主调开始，

甚至并不是第一部分主题真正意义上的再现。

作品的第二、第四部分虽然有循环曲式插部的

意义，但是，第二部分却意外地以主调开始，这

违背了循环曲式中插部与主部调性对比的原

则。作曲家朱琳在组织《采莲》的结构时突破

了西方曲式思维的束缚，她更多地着眼于音乐

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

神和传统音乐结构中的起、承、转、合原则相结

合，五个部分之间有一条内在的发展线索贯联

其中。引子和第一部分是“起”的阶段；第二、第

三部分具有“承”的功能；第四部分充当结构中

“转”的角色；第五部分具备概括收束的“合”

的曲式功能意义。作曲家将循环原则与起承转

合原则相互渗透，有机结合，使得各部分之间不

是简单机械地罗列和拼凑，而是根据作品内容

表达的需要进行音乐结构形式的配套。笔者试

图将汉乐府诗《江南》与《采莲》结构图示、传

统音乐结构原则进行对应。（见图4） 

 

图4  汉乐府诗《江南》与《采莲》结构图示 

《采莲》的结构布局思维与汉乐府诗《江

南》存在着某种关联，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全

诗由七个句子组成，后四句基本上是第三句的

重复，第三到第七句比较，每句仅改变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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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即“间”“东”“西”“南”“北”。这样不

断循环重复在形式上非但未流于呆板，反而使

得反复吟诵的诗句更显魅力，妙趣横生。某种

意义上来说，这首汉乐府诗给了作曲家一种音

乐形象的启发，作曲家将音乐形象化作抽象性

符号，并将这些抽象符号按照音乐自身的逻辑

进行展开。朱琳将《采莲》运用循环原则来组

织结构，既保持了主题核心音高的循环特征，

又附以主题在反复出现时新的变化，将诗歌的

韵律与音乐的结构相契合，用动机贯穿手法、

循环原则结构与汉乐府诗《江南》建立“诗”与

“乐”的内在格律联系，生动地刻画了这首汉

乐府诗的深远意境。

在作品的调式调性布局方面，并不局限于

西洋大小调和五声调式。在调式选择上以大调

为主，在调性关系上以上行三度和四度为主，这

与作品明朗的音乐风格相契合。第一、二部分，

三度上行的调性布局非常明确，主题乐思在调

性中心音的逐渐上升过程中得以延伸和展开。

第三部分首次出现了小调，为音乐注入了柔美

的一面。第五部分的调性主要以连续的四度上

行为主要特征，强有力的上行四度调性布局，使

音乐陈述富于动力和张力。该部分出现了全曲

最具色彩性的调式调性对比，即在音乐即将结

束前的第298-302小节，作曲家将同中音调关系

的e小调和bE大调并置，远关系的调式调性对比

使音乐进入了全新的意境，优美抒情、诗情画

意。用作曲家朱琳的话来说：“这好比人们欣赏

江南美景过程中的片刻遐想和短暂休憩。”无

论怎样，短暂的停歇是为音乐最后一次的冲刺

作准备，音乐最终在极具评弹音乐特征的主题

引领下以势不可挡之势结束全曲。

《采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首名为《江

南》的汉乐府诗作。作曲家朱琳将诗歌的内容

与音乐的语言相结合，用音乐的陈述语言展现

诗歌的内容，巧妙地将苏州评弹的音乐元素融

入其中，既根植于传统音乐，又赋予其新的生命

力。作品立意高远，布局缜密，表达传神。同时，

作曲家对于苏州评弹音乐元素的汲取不是简单

地将评弹音乐曲调作为主题进行变奏发展，而

是注重从评弹音乐中提取动机，并在动机发展

的基础上逐步融入评弹音乐元素。音乐发展的

层次非常鲜明，从单一动机到动机变形，再到

多个动机的纵横交织，作品始终被核心动机及

其演变发展所形成的结构力所控制。

《采莲》在主题材料发展方面呈现出精炼

性和指向性的双重特征，在配器方面体现了作

曲家对于弹拨乐器音色的积极探索精神，在结

构与调式调性布局方面既立足于中国传统音

乐，又融汇了西方曲式结构思维。这些创作技

法和音乐构思均立足于音乐自身逻辑关系展开

的需要，立足于作品整体风格和音响形态的需

要，立足于作曲家高远立意的需要。同时，诗歌

的内容为作曲家的音乐创作提供了艺术想象的

空间，弹拨乐作为载体以其丰富的音色组合生

动地表达了作曲家对于江南美景的热爱和向

往之情。作曲家注重从传统音乐元素中汲取语

汇并赋予其新的演变形式和符号意义，使之与

现代作曲技法相融合，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精

髓，又融入了当代作曲家极富个性的美学观念，

在诗与乐的辉映中展现情景交融的独特意境和

唯美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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