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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是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阮

昆申应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教授的委约而创作

的一部交响乐作品。这部作品作为北京艺术基

金2016年度的资助项目，在项目负责人宋飞、

文案创意修海林以及作曲家阮昆申的群策群力

下，运用二胡与管弦乐队相结合的表演形式，

在交响乐的宏大叙事结构中，表现中华民族从

古至今追逐梦想的历史足迹与对未来的期待向

往。作品自2017年4月11日在北京中山音乐堂首

演至今已经上演了几十场，并且受到了广泛的

好评。作曲家在创作之初谈到，“中国梦”是具

有时代性的标题，用一部作品来叙述中华五千

年的文明与历程确实是一件难度不小的工程。

由此在音乐理论家修海林的创意之下，选择了

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题材与内容，构成了作

品的六个乐章。在作品的演奏形式上，将民族

管弦乐、西洋管弦乐分别与二胡相结合，构成

这部运用宏大叙事结构来展现中华民族追逐与

实现“中国梦”的音乐作品。实际上，《逐梦》这

部作品无论从乐章构成到乐队编制都具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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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性音乐的解读与诠释

○  吴京津

— 阮昆申《逐梦—为二胡与管弦乐队而作》作品评析

性，特别是在诠释“中国梦”这样一个宏伟的命

题中，既要发挥二胡这件民族乐器的特点，又

要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魄，对作曲家来说

无疑是一种挑战。

一、作曲家与作品题解

阮昆申作为当代中青年作曲家，创作了大

量的优秀音乐作品，其涉及的体裁相当广泛，

有管弦乐、室内乐、艺术歌曲、音乐剧、舞剧以

及大量影视音乐作品。其中主要代表作有2015

年受“金钟奖”二胡比赛决赛委约而创作的二

胡协奏曲《云南印象》，民族管弦乐《打歌》，

管弦乐《兵马俑》，室内乐《寂静》《沉香》，民

乐三重奏《八归》，以及为《河内，河内》《轩辕

大帝》（电影）《火帅》《巾帼英雄穆桂英》《狼

侠》《秋香》等近百部影视剧创作的音乐作品，

其中有多首作品获得了国内外作曲比赛的奖

项。从创作数量上看，阮昆申是一位十分多产

的作曲家，同时其创作题材也非常宽广。他曾表

示，所谓好的作品就是作曲家的内心情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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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达出来，能够打动人心，与听众形成共

鸣。①正是由于几十年不同风格与类型的创作积

累，在接到《逐梦》这部作品的委约时，作曲家

能够用既宏大又细腻的音乐表现出来自中华民

族灵魂深处的声音。

《逐梦—为二胡与管弦乐队而作》这部

作品共有六个乐章，每个乐章以中华民族不同

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题材内容，讲述了我们

伟大民族的历史、当下与未来。六个乐章的标

题分别为：第一乐章《夸父逐日  大禹治水》、

第二乐章《周公礼乐  情间德尊》、第三乐章

《孔子怀仁  大同理想》、第四乐章《中山蓝

图  天下为公》、第五乐章《泽被人民  东方伟

业》、第六乐章《希望田野  中国梦想》。在作

品的编制上，前三个乐章采用了二胡与民族管

弦乐的组合，后三个乐章为二胡与西洋管弦乐

队组合。在一部作品中运用中西管弦乐队共同

完成，这样的演奏形式实际上是十分新颖的，

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从作品内容出发—前三

个乐章运用民族管弦乐表现了古代社会文明，

而后三个乐章则运用西洋管弦乐描述了近代到

当代的中国社会，充分体现了作品的创新性；另

一方面，六个乐章分别叙述了华夏民族六个具

有代表性的历史题材，作品在乐章与乐章之间

既融合又具有独立意义。因此，作曲家在创作

中从题材内容出发，将标题性、技术性与音乐

性高度融合，使每一个乐章都具有独特的风格

与色彩，十分具有艺术感染力。

二、乐队编制的构成

《逐梦》这部作品由于它的题材决定了其

音乐中需要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人文精神，同时

还要展现出浓郁且真切的情感，因此作曲家在

创作中充分考虑到音乐表达的特殊思想性，在

作品中以独特的构思对标题内容进行解读与

描述，首先体现在乐队的编制构成方面。从整

体角度出发，作品分别用三个乐章描述古代社

会，三个乐章描绘近代与当代社会，由此构成了

上文所述的二胡与中西管弦乐队的共同演绎。

那么我们现在将视角具化，在每一个乐章的乐

队编制中，作曲家仍然具有特殊的设计。

第一乐章《夸父逐日  大禹治水》，从作品

的创意方面来说，之所以选择这一题材作为《逐

梦》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主要是因为人类文明

的产生来自于取火与用火。“夸父逐日”的神话

传说讲述了夸父为了给人类采撷火种，使大地万

物获得光明与温暖，与太阳竞走的故事。这不仅

代表了中华先民们敢于超越现实，也体现出人

类为追求梦想而彰显的卓绝奋斗精神。“大禹治

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面对自然灾害，动

员全社会力量，改天换地的伟大事功，这是中华

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同时，火与水都是生命的

象征，是国家与民族精神产生的源头，这是追溯

华夏民族生命与精神的最佳选择。

针对该标题内容，作曲家在乐队编制上做

出了十分巧妙的选择。第一乐章除了二胡作为主

奏乐器之外，运用了九件打击乐、两把琵琶、两

个古筝以及一个笛子和一个埙，构成了不常规编

制的小型民族管弦乐队，其中笛子与埙的运用

是这一乐章的特点。众所周知，1984年我国考古

学者在河南舞阳县贾湖出土了十几只骨笛，这是

迄今为止我国出土乐器中最为古老的，同时也被

专家认定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②而陶埙

虽没有贾湖骨笛那么古老，但也是中国原始的吹

奏乐器之一，可以说两者是中华悠久音乐文化历

史的佐证，同时也透射出了华夏文明的精髓。由

此，为与该乐章的表达内容契合，作曲家运用笛

子与埙两件乐器营造音乐氛围，展现远古先民敢

于超越现实以及追求梦想的勇气与精神。

①搜狐音乐人物访谈：《著名作曲家阮昆申：天地阔远随

飞扬》，http://ent.sina.com.cn/y/2014–04–15/17174127355.

shtml，2014年4月15日。

②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济南：山东教

育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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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章《周公礼乐  情间德尊》主要讲

述了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周公创立的礼乐文

明，开创了人类史上集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

行为文明于一体的先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

基，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及其社会理想。中国

现今被誉为礼仪之邦，最早就可以追溯到周代

的礼乐制度。这一时期的音乐形态有了很大的

发展，礼乐庆典、钟磬齐鸣。由此在第二乐章中

作曲家加入了编钟与编磬两种典型西周雅乐中

的乐器，同时结合吹管乐与弹拨乐，使音乐呈现

出雍容大气、典雅和谐的气质，使听众仿佛置

身于殿堂之中亲临礼乐声境。

第三乐章《孔子怀仁  大同理想》，孔子作

为儒家的创立者，对礼乐文明进行了延续与发

展。另外，在面对新的时代与新产生的社会问

题中，儒家在周代礼乐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注入

了“仁”的新观念，由此构成了封建社会统治阶

级的思想，主导着两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且

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在该乐章的编

制上，作曲家也秉承了标题的立意，在第二乐章

的基础上加入拉弦乐，构成了完整的民族管弦

乐队编制。这一乐章的音乐具有温暖、祥和的

意境，充分展现出标题所要表达的仁爱、大同

思想。

表1  第一至第三乐章编制图示

作品第四至第六乐章运用了传统双管制

的西洋管弦乐队与主奏乐器二胡进行配合，相

继描述了近代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

古老国家步入现代社会所规划的宏伟蓝图，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为中国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和发展开辟的康庄大道，直至当下

“中国梦”的理想追求。每一乐章都是一个宏

伟的命题，采用该编制体现出音乐形象进入

到了近代的描述，这是中国开始面向世界的新

开端，是中国不断打开国门融入世界潮流的新

起点。由此可见，作曲家在六个乐章中，针对不

同内容的描绘运用了不同的乐队编制，充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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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  第一乐章“动”主题的主要节奏型

现出标题性音乐的意义，使每个乐章都具有相

对独立性，同时又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历程展

示，进一步反映出作曲家在作品创作中对细节

的要求与把握。

三、主题的精心设计

主题作为种子在音乐的发展中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主题的设计一方面要依赖于音乐

内容的感性表达，给予受听者深刻印象，另一

方面作为音乐发展的核心素材还要具备展开意

谱例2  第一乐章“静”主题

义。因此，阐述作品标题的另一个独特方式就

体现在作曲家对每一乐章的主题设计之中。

在第一乐章中为表现“火”与“水”的生命形

象，作曲家通过乐队与二胡构成了一动一静两个

主题。“动”的主题以鼓乐和弹拨乐奏出强烈的

节奏音型，使作品在一开始就表现出粗犷、狂野

的情绪，同时急板的速度模仿出夸父为采撷火种

追逐太阳的脚步声。另一个“静”的主题由二胡

承担，慢板、温柔的弦乐构成了单纯的音响。（见

谱例1、2）

在二胡的定弦上，作曲家改变了传统的

D—A定弦，设置为C—G定弦，这样使二胡的

音色更为浑厚与沉稳，凸显两个主题在音乐形

象上的反差。谱例2是二胡的主题，从音高结构

上看我们可以发现，作曲家将纯五度与大七度

作为核心音程，同时强调前置装饰音在旋律中

的作用。一动一静两个主题在音乐发展中不断

交替，构成了音乐情绪的不断升华，也符合标

题创意中所要展现的意志与情怀。

第二乐章的主题由二胡演奏，材料取材自

南宋《风雅十二诗谱》，在这一乐章中作曲家运

用变奏手法，在主题呈示之后进行了五次变奏

发展，构成了本乐章以雍容大气为基调的音乐

风格。（见谱例3）

谱例3  第二乐章主题

该主题建立在降低七音的D大调音阶上， 在这里作曲家进行了特别的设计。实际上降七



－ 144 －

中国音乐（双月刊）2020 年第 2 期

音音阶就是燕乐音阶，据研究，这种音阶形式

在周代宫廷中的“房中乐”中即有应用。在这里

作曲家运用这种音阶形式创作了一个具有方整

结构的主题，实则是营造礼乐中庄严肃穆的意

境。另外，在主题变奏中不断融入吹管乐、弹拨

乐、编钟、编磬等打击乐，使听者犹如身临其境

感受丝弦传情、钟磬和鸣。

第三乐章是作品运用民族管弦乐队的最后

一个乐章，作曲家采用了传统的民族管弦乐队编

制，主题仍然由主奏乐器二胡呈现。（见谱例4）

谱例4  第三乐章主题

在这一主题的设计中，为与标题契合，作

曲家以大二度和纯四度作为核心音程，展现温

暖、仁爱的音响色彩。在具有三部性结构的乐

章中，主题不断变化展开，绵延不断，乐队音色

也不断加厚，使乐章在黄金分割处达到乐曲的

高潮。再现段再次回到安静、深邃的情境中，充

分展现出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以及“仁爱”

思想对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

作品从第四乐章开始运用二胡与西洋管弦

乐队的合作方式，从乐器的选择上突出了标题

内容从古至今的转变，而在音乐形象的描绘上

也更加具有画面感。第四乐章《中山蓝图  天

下为公》，主要描绘了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行

者孙中山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作为近代民

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

华”“天下为公”的口号。实际上他所提倡的民

有、民治与民享正是延续了周公、孔子以来的民

族文化传统与社会理想。因此，为了表达思想

的延续与传承，作曲家在该乐章中依旧运用二

胡来演奏主题，一方面突出二胡作为核心因素

在整部作品中的贯穿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

《逐梦》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即运用民族乐

器的代表二胡来展现中华民族的声音，抒写历

史人文的家国情怀。而从音乐本体出发，第四

乐章一声悠远的钟声后直接进入二胡主题，标

志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开启了新的篇章。谱

例5是这一乐章的主题，以纯五度与大七度作为

核心音程结构。开始♩=58的速度以及有些压抑

的情绪预示着路之艰辛，但这一主题在该乐章

中经过了八次的变奏与发展，在最后一次出现

时伴随着乐队情绪与音响的凝聚，呈现出坚定

而深远的色彩与意境。

谱例5  第四乐章主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实 现了当家做主的理想，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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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6  第五乐章主题

a.第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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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形象，作曲家在这一乐章中借鉴奏鸣曲式

中主部与副部主题的两个对比形象，设计了两

个主题，两者共同构建了乐曲的核心思想。

建设事业的开端。第五乐章《泽被人民 东方伟

业》主要描述了新中国的诞生，人民在不懈的努

力和热切的情怀中创造伟业实现理想。为贴合

b.第二主题

谱例6a是第五乐章的第一主题，由二胡独

奏，以二度和七度作为主题的核心音程，同时我

们通过谱例也可以看出来，在这个主题中作曲家

突出了前十六与后八分附点的节奏型，同时通过

该节奏型使旋律呈现持续上升的形态，表现出中

国人民不怕艰辛万难、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谱

例6b是第二主题，与第一主题坚定的形象不同，

该主题呈现出深情且婉转的旋律，在弦乐队的交

织与衬托下抒写出人民创立东方伟业的宏愿。

第六乐章《希望田野  中国梦想》作为该

作品的最后一个乐章，主要讲述了新时期的中

国承载着中华民族百年奋斗所要实现的民族复

兴伟大理想，由此主题呈现出优美而宏大的性

格特征。在由铜管奏出引子之后，二胡在弦乐队

的背景渲染下演奏出具有抒情且饱含深意的主

题。同时，该主题在这一乐章中作为核心因素不

断出现，每次再现都伴随着配器的变化而呈现

出更加温暖以及充满力量的形态。（见谱例7）

谱例7  第六乐章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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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在作品中通过主题来奠定每一乐

章的色彩基调以及内容诠释，同时使主题始

终围绕音乐作品的形象进行呈示与展开，通

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作曲家在主题设

计上的两点独特之处。首先，二胡作为该作品

的核心乐器，它在音乐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作曲家将六个乐章的主要主题都交给

了它来演奏，这就赋予了二胡这件乐器以特殊

意义。它代表了一种“精神”，一种中华民族从

古至今的奋斗精神，使二胡不仅在每一乐章中

都有不同的表现，同时也成为了贯穿作品始终

的一条线索，构成了六个乐章的连续性与完整

性。其次，我们始终强调《逐梦》这部作品不

同于其他传统的管弦乐作品，它的内容与题

材决定了其作品结构的庞大，六个乐章描绘了

中华民族历史的不同阶段，作曲家在每一乐

章的主题音调设计上都各不相同，无论从核心

音程、旋律进行还是速度情绪方面都与标题

内容十分契合，使听众在欣赏的过程中身临其

境地感受了一次中华历史进程。由此我们可以

说，运用一件乐器表达不同音乐形象，一方面

体现作曲家对乐器本身表现力的挖掘，另一方

面也彰显出作曲家对不同音乐风格的驾驭与

诠释能力。

四、音响色彩的表达

在《逐梦》这部作品中，二胡作为核心乐器

承载着深厚的人文内涵，同时为达到标题性内

容的诠释以及音乐戏剧性张力的表达，就需要

作曲家充分考虑到乐队在作品中的作用。作曲

家在乐队的织体结构、乐器组之间的配合、音

色布局以及演奏法等多方面进行精心的构思，

以此运用二胡与乐队来塑造生动且立体的音乐

形象。作品主要采用了较为传统的配器方式，

辅助以现代音响观念，由于该作品的前三个乐

章为民族管弦乐队，而后三个乐章是西洋管弦

乐队，作曲家结合标题内容充分发挥了两种乐

队编制的特色，寻求每一乐章不同的音响色彩，

下面以代表性的段落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在一般的乐队作品写作中，独奏乐器处于

前景时常常运用弦乐队作为背景支撑，在这首

作品中作曲家就赋予二胡独奏以弦乐队的背景

音色，以此来营造音乐表达的意境。第四乐章

主题的开始由二胡演奏，弦乐队首先在二胡长

音的时候片段性地演奏长音来构成补充，从第

18小节开始（见谱例8），二胡以拱形旋律呈现出

悲吟的情绪，弦乐声部则通过大提琴分奏出一

个对答式的旋律线条，另外一个声部与低音提

琴和后面接连出现的中提琴构成了和声支持。

谱例8  第四乐章第18-26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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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乐章以变奏曲式结构创作完成，

因此作品中多次运用弦乐队作为二胡主题出

现时的背景铺垫，但在每次主题的变奏中，

作曲家通过细节上的变化构成了音响效果以

及音乐情绪的不同。如谱例9，主题的第一次

变奏，二胡的旋律是主题的变化倒影，并且与

主题形成了变头合尾的关系。背景交给了小

提琴与中提琴，同音的分顿弓与连顿弓演奏

法在中弱的力度下衬托出了主题悲凉深沉的

意境。

谱例9  第四乐章第36-42小节

谱例10  第四乐章第50-53小节

在第二次变奏中（谱例10）二胡主题速度加

快，音乐情绪激动，因此在弦乐背景中作曲家将

小提琴与中提琴的音型变化为六连音，构成音乐

流动的效果。伴随着音乐的展开，主题在第119小

节进入了第五次变奏，二胡旋律更加地宽广，仿佛

描绘了革命之路虽然艰难，但是信仰是坚定而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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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磨灭的。在这样的音乐情绪下，弦乐队以长音 形成和声支撑，同时构成了叹息的音调。

谱例11  第四乐章第119-122小节

该乐章的最后一次变奏在乐曲的第163

小节（谱例12），是全曲情绪最高涨的段落，

为烘托出主题坚毅而充满能量的意境，弦乐

队以同音的十六分音符构成行进般的音响效

果，仿佛预示着中国人民不再迷茫与彷徨，

为实现理想而不断前进。在这一乐章中二胡

与弦乐队相结合的配器方式运用得非常精

致，可以说作曲家考虑到了乐曲的内容表达

与技术表达之间的关系，充分展现出弦乐组

作为背景音色在乐队中的作用，同时结合音

乐情绪的需要，在该乐章中适时地加入打击

乐构成音色点缀。

谱例12  第四乐章第163-168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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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形象决定了乐队编制的选择，弦乐

组常常作为乐队中重要的和声背景，但是在

第二乐章《周公礼乐  情间德尊》中作曲家

只运用了二胡与吹管乐、弹拨乐以及编钟、

编磬等六件打击乐，这样的编制实际上是十

分新颖的，缺少拉弦乐器的民族乐队将和声

交给了笙或是阮，强调打击乐在该乐章中的

作用。同时，第二乐章由主题与四次变奏构

成了与第四乐章相同的变奏曲曲式结构，但

是由于乐队编制不同，作曲家在本乐章的创

作中更加突出二胡主题在变奏中的变化发展

以及打击乐模仿西周礼乐的音色。如谱例13

是主题的第三次变奏，乐曲中，二胡在原始

主题的上五度方向独奏构成了主题的变化形

式，乐队中的二胡声部在下四度做旋律的模

仿，和声交由扬琴、中阮以及大阮声部，琵琶

以震音演奏主题的低八度旋律，古筝以主题

对位的形式成为了隐藏在乐队中的另一旋律

线条，构成一种音乐情绪的绘景。最重要的

是打击乐声部，将大鼓、编钟以及编磬音色

镶嵌在乐曲中，充分展现音乐的标题性与情

境感。因此，整体看这一音乐片段在纵向上

形成了四个层次的进行，乐队的音响效果十

分细腻，色彩丰富。

谱例13  第二乐章第133-140小节

在作品中运用音响描绘音乐形象的另

一个经典之处就是作曲家以铜管的音色来

代表新生命，第五乐章与第六乐章分别描述

了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新时代的开启，因此两

个乐章的引子都是由圆号开始，逐渐融入小

号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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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4

a.第五乐章  引子

b.第六乐章  引子

谱例14a是第五乐章的引子，圆号在中音区

以较弱的力度演奏出深沉而悠远的旋律，仿佛

东方旭日冉冉升起。谱例14b中第六乐章的引子

同样以圆号开始，小号紧接进入，两者交替演

奏出了该乐章的核心材料，音响效果更加浓郁

并且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纵观全曲，作曲家根据作品乐章的不同标题

与内容选择了不同的音响色彩表达，下表展示了

六个乐章的曲式结构以及主要的乐队配器特征。

实际上，作品的六个乐章虽不是传统的交响套曲

结构方式，但它具备了套曲的性质，以每一乐章连

续不断地呈示一个整体构思为基础，并且在矛盾

对比中形成戏剧性的发展。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

到，配器作为音乐结构布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作曲

家从整体角度出发，对每一乐章进行了精心的设

计，既富有对比又兼顾到乐章间的连贯性。更为

重要的是，每一乐章所呈现的不同配器特征，其

变化的意义是为配合音乐标题内容的展现。

表2 

③

③该乐章在第一部分中相继陈述两个对比主题，并且在第

二部分中将主题材料相互交织积极发展，构成类似于奏鸣曲式

的展开部，因此笔者称该乐章为借鉴奏鸣原则的二部性结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作曲家为突出每个

乐章的音乐形象，在乐队的音响、音色以及结

构布局方面都做出了富有变化的选择与尝试，

不仅使乐曲贴合标题意义，同时展现出生动的

画面感。实际上这得益于作曲家多年的积累，

特别是来自于影视音乐作品的创作。阮昆申认

为在创作中，技术手段是要为音乐内容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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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这种意义深刻而宏大的音乐主题，能够

将作品的创作理念传递于听者是作曲家应该着

重考虑的问题。④

结  语

《逐梦》这部作品采用六个乐章，将二胡

分别与西洋管弦乐队和民族管弦乐队结合，围

绕具有时代意义的命题，从乐队编制的选择、

主题的设计以及音响的布局方面突出每一乐

章的独特性，同时又构成乐章之间的连贯性，

充分展示出音乐的标题性意义，用音乐诉说了

“逐梦”的民族心声。其中，二胡作为作品中

的核心乐器，它在整体音乐中既体现出独立性

又具有贯穿意义。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中国

杰出的二胡演奏家宋飞教授在创作伊始就期

待这部作品能够发挥二胡“擅长表达民族灵

魂深处声音”的特点来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

并以这种精神激励我们自信于当下和未来。作

品的文案创意修海林教授认为，《逐梦》这部

作品是运用二胡音乐语言对中华文化进行的

新解读，音乐伴随着叙述性的表达，带领听者

重温一次华夏民族从古至今的历程，从二胡音

乐艺术的角度反映对一个时代的情感表现。同

时二胡与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洋管弦乐队

的双重合作也体现出音乐“双文化”的内涵，

可以说从这一角度来讲，《逐梦》是当今中国

处于历史发展新节点的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

音乐作品。⑤

作为北京艺术基金2016年度的资助项目，

《逐梦》从最初的创意设计到音乐的创作直

至作品的整体演绎，不仅得到了业内专家与学

者的关注与认可，同时也为同一题材的音乐创

作打开了视野与空间。“中国梦”作为当代关

注度较高的音乐创作题材，它承载着中国当代

的民族精神，实际上是十分宏大且较难驾驭的

命题。特别是在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以该题材为核心，讴歌祖国、讴

④来自笔者对作曲家阮昆申的采访，2019年7月16日。

⑤来自笔者对文案创意修海林教授的采访总结，2019年7

月10日。

吴京津: 标题性音乐的解读与诠释

歌人民的作品更是星罗棋布，从艺术歌曲、合

唱、器乐独奏到大型的管弦乐，形式丰富多彩。

《逐梦》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作品之一，

它的创新性体现在作曲家敢于在一部作品中

融汇中西、贯穿古今，将时代精神、历史情怀与

音乐意境进行有效的结合，无论从标题的创意

还是音乐的表达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优

秀的管弦乐作品。

另外，在笔者的研究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思

考，首先是关于音乐的演奏形式方面。作品的

首演由中国音乐学院金野教授执棒，中国音乐

学院华夏民族乐团和青年爱乐乐团共同参与演

奏。这种由中西管弦乐队共同完成一部交响乐

的形式，一方面需要听众在上下半场乐队音色

的转换方面作出一定的调整与适应，另一方面

由于两个乐队参与演奏的人数较多，在作品的

推广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其次在音乐的

内容方面，《逐梦》所要传递给听众的信息的确

非常丰富，要在一部交响乐里将中华上下五千

年的历史进行详尽的描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

的事情。作品选择六个具有典型性的题材来代

表中华民族的伟大抱负，在音乐中既要考虑突

出每一乐章的性格特点，又使整首作品具有完

整性，从创作的角度来说也是很难做到尽善尽

美。由此，作品受到篇幅以及时长的限制，有些

实质还是做了浅尝辄止的探索。总体来看，《逐

梦》这部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以独特的方式传

递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深厚的人文

精神，但仍有待通过不断的斟酌与打磨，使艺

术作品更加完善。尝试即突破，作曲家在创作

中对标题性音乐的表达与诠释做出了具有价值

的探索，也使我们对未来中国同类题材的音乐

创作有了新的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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