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曲：陈思昂

演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指挥：彭家鹏

坐看云起
琵琶协奏曲



《坐看云起》

作品简介



作品创作的灵感来自唐代诗人王维的五

言律诗《终南别业》，其中“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所富有的禅机妙义，使作者在生活

和创作中受到了极大的启发。

作品是以江南民间小调《无锡景》曲调为

素材写成的一首单乐章标题协奏曲。

作者用来自勉并献给身于迷惘困惑与逆境

中的朋友，请相信山穷水复之时，必有柳暗花

明之日，身处绝境时不要失望，因为那正是希

望的开始。

作品简介



陈思昂

星海音乐学院作曲教师。2004

年以专业优秀奖学金考入中央音

乐学院作曲系本科，2009 年又以

优异成绩保送作曲硕士研究生，师

从唐建平教授，并受到包括拉赫

曼、林德伯格等大师的指导与垂

青。2012 年 7 月毕业于中央音乐

学院。其作品被中国国家交响乐

团、中国爱乐乐团、中国电影乐团、

中央民族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

海民族乐团等多家乐团上演，并成

为乐团保留演出曲目。曾受北京现

代音乐节及中央音乐学院“211 精

品室内乐工程”委约创作作品，并

受组委会邀请参加了 2009 年德国

多瑙艾辛根现代音乐节。

作曲家简介



261

将民间小调融于当代创作
思维与技术的初步尝试

——《坐看云起》创作笔记

陈思昂

《坐看云起》这部作品是我于 2013 年底创作的一部单乐章的琵

琶协奏曲。

作品的主题素材来源于江南民间小调《无锡景》的基本曲调。

2013 年 6 月，我曾经为无锡市演艺集团创作了大型民族舞剧《金陵

十三钗》，《无锡景》的素材作为女主角玉墨的形象主题贯穿全剧。这

个主题在当地是非常接地气的，颇受百姓喜爱，旋律动人，富有情

感。完成了这部舞剧后，《无锡景》仍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希

望能用当代的创作思维与技术，把这个民众喜闻乐见的主题融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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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乐创作中，我准备创作一部将民间小调移入西方管弦乐的作品。

有了创作的想法后，我需要为作品找到一个合适的灵感切入点。

此时的我刚刚毕业，对于生存、工作、创作、未来都很茫然。

我有必要创作一部既能激励自己，又能对身于迷惘困惑与逆境中的

朋友们有所启发的作品。这部作品中带来的信念就是永远不要绝望，

请相信山穷水复之时，必有柳暗花明之日，身处绝境时不要失望，

因为那正是希望的开始。

 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律诗《终南别业》，为我带来了一个非常

好的灵感题材，其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所富有的禅机妙

义，恰恰可以释解我以及我周围的朋友们毕业之际所面临的心理危

机。为此，我把下面这段话作为作品的主题思想、发展脉络 ：

一路走来，竟看到流水的尽头，无路可走便索性坐了下来，看

见千变万化的云雾缓缓涌起，山里的水是因雨而有，云又可变成雨，

到时山涧又会有水了，何必绝望？在生命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可能

发生各种状况，不论在家庭、事业、爱情、学问等各方面，我们披

星戴月勇往直前，后来竟发现是一条没法走的绝路，山穷水尽失落

沉沦难免出现。此时不妨换一个角度和心态，否极泰来，困境之中

处处有转机，水穷到云起的过程正如一个人修行的过程，得之不喜、

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心态豁达，方能笑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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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云起》的实际创作过程周期很短，但是完成周期却又很长。

前面说过，作品创作将从中西合璧入手，初期是以西方管弦乐队为

载体的。当作品第一部分刚刚写完的时候，恰巧学校组织去海南体

验、采集当地民间音乐。对于一个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人来说，民间

音乐的体验少之又少，我不能错过这样难得的机会，而正是这次采

风让《坐看云起》的创作产生了质的变化。

在海南采风的时候，当地群众与音乐工作者对于民间音乐的保

护及传承的热诚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对民间音乐的执著和热情让

我感到惭愧。作为新一代的专业作曲人员，我有责任帮助他们传

承，帮助他们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些民间音乐。十多天里的采风见

闻，让我重新审视了我的创作，一股保护民乐、发扬民乐的情绪在

心中涌起，愈见强烈。采风结束后回到学校，我推翻了《 坐看云起》

之前已写好的部分，毅然决定采用民族管弦乐为载体，把这部作品

变为了琵琶协奏曲。

以上就是《坐看云起》这部作品在主题、寓意以及创作目的上

的说明。

一、作品创作所遇到的困难与突破

如何把传统经典民间音乐转化为符合时代文化气息的作品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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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所面临的最大课题。

这部作品是我第一部民族管弦乐队作品。在之前读书的几年里，

我从未进行过民乐队作品创作，认为民乐不好写，无从下手。学校

也没有针对民乐写作的相关课程，民乐队的直观印象更多来自于老

一辈的作曲家、师长们创作的作品，对于民乐的语汇，表达方式没

有方向，所以民乐写作一直是我写作领域的空白，不敢涉及。不过

在我创作的一些西方乐器编制题材的室内乐作品，曾经使用过民间

音乐素材，结合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正是这些

素材，使我的作品增色不少，外国的专家、教授对此很感兴趣，他

们强调这种才是他们所没有的，应该牢牢抓住。最近几年我尝试接

触民乐队写作，为一些经典歌曲配器，逐渐的对民乐产生了兴趣，

并开始编配民乐队作品。正是通过这些实践，使我积累了一些民乐

队的写作手法，也认识了一些民乐演奏家，通过和演奏家不断的沟

通，尝试去了解这些乐器。这些经验是学校无法讲授的，非常难得

并且及其重要。《坐看云起》在创作时，我找到了相熟的琵琶演奏家，

她亲自为我讲解了一些实用有效果的弹奏技术，给予我极大的支持。

当作品完成后，又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演奏，帮我修改了不理想、不

合理的地方。在这部作品中的琵琶独奏声部中，有部分段落的写法

并不琵琶化，和常见的琵琶语言不太一样，对此，演奏家与我交流，

告诉我通常琵琶会是如何进入，使用怎样的演奏法。最后经过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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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按照我的写法保留下来，虽然这些琵琶语言不太常见，但由于

我对于琵琶声部与乐队声部的这种写法，使作品并不属于传统的协

奏曲性质，协奏性并不强，更多的是强调两者间相互作用的完整关

系，强化了乐队的功能性，有的片段甚至感受到琵琶在给乐队伴奏。

对于演奏家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亦是逆向思维在演奏上的一

种突破。对于我来说，通过陌生领域的创作实践与不断学习，不熟

悉的东西逐渐熟悉，亦是观念上的一种突破。

二、民乐创作的环境与作品的方向选择

目前的民乐创作环境，对于作曲者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民乐作

品的稀缺让大量新作品获得了演出机会，演出机率很高。乐团的需

求，演奏家的需求，大大刺激了作曲家创作民乐的动力。

在学校读书期间，作曲教学主要以西方音乐体系为主，近些年

西方现代作曲技术的流行，使作曲家本身也产生了民乐创作究竟以

哪种体系为创作核心的困扰，究竟是写实验派、学院派的风格，还

是写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民乐究竟怎样写？这个问题因人而异，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理应尊重各种发展形态。每个作曲家都

有自己的审美特点，创作的作品必然各不相同。没有哪一种写法是

最好的，最正确的，权威的。如果大家都统一模式来创作，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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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性就无从体现。优秀艺术作品的产生就是在各种不同的风格、

流派、技法中慢慢筛选出来的。

民乐作品的独特性就是音乐语言，这些语言是西方音乐没有的。

民族乐器非常适合演奏动人的旋律，尤其适合演奏中国民间的曲调，

味道十足，打动人心。现在的西方音乐大师在作品中但凡涉及到东

方元素、中国元素时，基本都会直接使用中国民族乐器来表现，从

听觉角度更加直观、鲜明、富有个性。

《坐看云起》在写作开始就明确了写作方向——感人、好听。

我试图突出旋律上民族特色的重要性，充分重视旋律在音乐表现

中的意义，尤其是独具个性的民族音乐语言。同时在作品的技术

上体现新意，要想办法融入个人特点。希望作品在面对学院专家

时，能展现出专业的技术和理念 ；面向社会时，又要在不失专业

性的基础上找到一个能和老百姓接触上的触点。把专业性和可听

性结合到一起，以适应大众的审美需要，虽然听众感受到的是更

多的创作成分，但仍然能从中体会到耳熟能详的民间特色。民间

曲调经过加工后重新获得了新生，拉近了新音乐与听众之间的距

离，同时也加强了新音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另外，作为新生代

的音乐创作者，体现时代精神，符合时代文化气息，也是不可回

避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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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结构布局

作品的开头，我选择了让琵琶静静地独奏，充分展现了乐器的

个性以及琵琶为《无锡景》旋律所带了的韵味。主题原型的呈示，

从音乐印象来说，一是唤起回忆，引起共鸣，加深巩固 ；二是追求

风格的完整，明确中国传统风格的审美取向 ；三是为主题的下一步

展开奠定基础。

音区选择了更为深沉的区域，把原本明快的《无锡景》主题

变为了深沉、感人的情绪。作品就是在这样一个情绪基调下展

开的。

作品以情绪划分段落的话，可以分为九个段落，分别为 ：1. 深

沉（引子），2. 伤感（《无锡景》发展的新主题），3. 抒情（发展段落），

4. 迷茫（第一段独奏），5. 展开（主题发展的新材料 II），6. 振奋（强

有力地节奏），7. 希望（大线条的旋律），8. 尽情展示（华彩），9. 充

满希望的修行（三分钟的无穷动快板）。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所富有的禅机妙义转化为上面的

九种情绪，而这几种情绪的布局及连接也非常符合音乐的审美听觉，

符合听众的听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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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获与不足

作为一名在民乐创作方面的初学者，第一部作品就获得了专家

前辈们的肯定，对我而言是极大的鼓励，也使我更有决心在民乐创

作的道路上走下去。我会不断坚持创作民乐作品，发扬民族文化精

神，争取收获更好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中，我尝试性地融入了一些

比较西化的写作手法，比如强化了和声概念，细化了配器织体，打

击乐中西结合。获得的惊喜是感受到了民乐队声音上独特的色彩斑

斓的美感，同时也发现了很多不足与问题。过度细化密集的配器导

致声部不平衡，音响过重，层次不鲜明，弹性显得笨拙。不过正是

通过这些尝试，让我更有经验，更有自信。相信通过一步一步的积

累，我会做得更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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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琵琶协奏曲《坐看云起》印象

程炳杰

作品相关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句出自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律诗

《终南别业》，描写诗人独自信步、走到水的尽头、坐看行云变幻的

生动形象，表达了诗人闲适的生活情趣与豁达的精神情怀。适逢青

年作曲家陈思昂从音乐学院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正处于人生的重要

转折期，对生活对创作有了新的思考与感悟，这句富有禅机妙义的

诗句触动了作曲家的创作灵感，《坐看云起》正是随感而作。

《坐看云起》是一首单乐章琵琶协奏曲，为琵琶独奏与民族管

弦乐队而作，表达了作曲家对自然、生活以及人生的理解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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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以丰富的演奏技巧、细腻的配器手法勾勒出“天、地、人”三

位一体的诗画意境，精致地刻画了作者漫游山水之间、思绪涌动的

情境，通过对诗情画意的细腻刻画表达年轻人心灵的境界、对生活

的彷徨以及人生的苦闷，从而奋发向上、热情追求远大理想的精神。

作者也有意通过这部作品的创作表达一种积极的励志的情怀 ：用以

自勉并献给身在迷惘困惑与逆境中的朋友，……身处绝境……正是

希望的开始。

作品解析

《坐看云起》整体结构布局继承了单乐章协奏曲的基本处理手

法，具有三部性、展开性特点，同时又有一定的自由性。音乐的发

展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呈示部分，采用变奏展开的手法，分别

由主题的呈示、主题的三个变奏及结尾五个段落组成 ；第二阶段为

展开部分，由两个对比的段落及华彩段三个部分组成 ；第三阶段为

结束部分，具有再现及结尾的功能。

表 1.

第一阶段

1～85 小节

第二阶段

86～160 小节

第三阶段

161～208 小节

呈示部分 展开部分 结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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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第 1～85 小节，为呈示部分，以变奏展开的手法发

展主题。

一、主题呈示段

第 1～17 小节，G 宫调式，主题材料出自江南民间小调《无锡景》。

这首歌最初主要流传于江苏无锡一带，因其曲调优美流畅，广泛流

行于大江南北。这首歌的旋律结构很有特点，虽然它同传统民歌“起、

承、转、合”结构关系具有鲜明的联系，但它内部结构并非简单的

“起、承、转、合”关系，而具有“承—展”性质。

例 1.

通过对谱例的解剖可以看出，旋律中间的 8 小节不像前后两句

那样构成简单的 4+4 的对称结构关系，而是 5+3 的不对称关系，而

这个 5+3 的结构又可以细分为 4+1+3。也就是说，第 5 小节开始具

有“承”的性质，但是到第 8 小节并没有结束，而是增加 1 小节补充，

构成不稳定的展开，之后 3 小节（第 10～12 小节）是这前 5 小节（第

5～9 小节）省略两小节的缩减综合，从而形成“起—承—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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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特征。这正是这首民歌的魅力所在，或许也是作曲家钟爱这

个主题的内在原因，并对这一主题做了完整的引用。

例 2.

主题对原民歌的加工主要体现在采用很慢的速度而且以较长时

值的音符记谱，这种处理方式从音乐印象来说，一是唤起回忆，因

为人们大多对这个曲调很熟悉，容易引起共鸣 ；二是追求风格的完

整，明确中国传统风格的审美取向 ；三是为主题的下一步展开奠定

基础。

主题呈示由独奏琵琶独立完成，开始部分仅仅加上笛子运用特

殊演奏方式，乐谱标注为“不吹奏固定音高，类似于气声、风声”，

配合颤音奏法与不规则的由演奏人员自由控制的忽强忽弱的力度处

理，营造风声簌簌的效果，速度采用比较自由的慢板，第 8、11 小

节的钟声、锣声更是营造出佛家空灵境界，这与作者对中国古典艺

术美学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中国古典艺术美学以中国古典哲学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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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其核心是以儒家哲学为基础有机汲取

道家、佛家、法家哲学的精华，于事追求务实，于人讲究谦让，于

心则强调境界。乐曲开始第一部分主题的呈示显然受到这一美学原

则的深深影响，无伴奏的琵琶独奏与几件音色反差极大的乐器营造

氛围相得益彰，从技术上为下文的展开做了很好的铺垫，而在音响

上营造的是诗画境界。

二、第一主题变奏段

第 18～32 小节，G 宫调式。如果说主题第一次原型的呈示是

营造高远的境界，那么主题的第二次呈示则具有铺陈直述的意思。

开始琵琶独奏高八度重复主题，采用泛音奏法，尤显铺述意境深远、

清新淡泊之意。

例 3.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情绪的逐渐变化 ：主题的重心逐渐转交给

乐队，弦乐低音区持续音衬托，打击乐器装饰，吹管乐器从第 22

小节起逐步加入，一步一步铺垫，以色彩变化推动音乐的发展。

然后弦乐演奏衍生出来的新材料，琵琶则改变角色，以八个音符

为一组，构成比较自由的带有华彩性与节奏性的形象作填充，同

时弹拨乐器组采用大量线条性进行，以多重线性声部构成复杂的

织体相互交织，一步步营造紧张的情绪，到乐段结尾部分形成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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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小高潮。

三、第二主题变奏段

第 33～48 小节，C 宫调式。主题被瓦解，具有展开性，在整

个呈示部分内部，这一部分具有连接过渡的功能，通过诗画的效果

表达情绪的转折，音乐相对安静，显得黯淡幽怨。

例 4.

主题由琵琶独奏，速度比较自由，笛子声部与之构成呼应，弦

乐声部以五声性音高、线条化织体构成支撑。弹拨组则发挥色彩性

装饰点缀作用，构成一幅云水相间的水墨画效果。

四、第三主题变奏段

第 49～72 小节，C 宫调。

例 5.

虽然在呈示部分整体材料形态特征上各部分具有显著的变奏

性，但这一部分乐队全奏主题的出现，却让人轻易联想起传统协奏

曲的结构布局方式，即独奏乐器完成主题呈示之后由乐队再次呈示

主题，从而使第一阶段又具有双呈示部的特性。然而，联系前后音

乐发展的关系，这一段落又具有再现特征，尽管调性已经走向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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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主题由乐队全奏，弹拨乐器组承担音型化织体的伴奏，音乐

性格走向明朗、热情而丰满……

五、结束段

第 73～85 小节，琵琶主奏。情绪大起之后再次大落，回归安静，

琵琶在低音区徘徊，预示一种幽怨、彷徨的情绪变化。

第二阶段，第 86～160 小节，为展开部分。

展开部分由三个段落组成 ：两次对比新材料的展开和华彩段。

第一展开段是一个四小节的主题和它的六次变奏。第二展开段引入

新主题，以宽广的性格将音乐一步步推向高潮，寓意前途光明。琵

琶独奏华彩段是音乐的转折点，这是协奏曲传统做法，也是独奏乐

器必要的炫技处理。

一、第一展开段，第 86～113 小节。

新主题与呈示部主题形成强烈的对比，性格反差极大。这个主

题是由一个三音动机构成的，以小二度为核心音程。三音动机围绕

中心音 E 重复四次，形成以 E 为中心的环绕结构，回避了调性的

明确方向，这是现代音乐创作中作曲家们非常关注的方面。

例 6.

新主题基本音高组织 ：以 F、E、D、E 四个音为骨干，围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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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一个环绕进行，完成主题基本性格的塑造，是犹豫的、哀怨的、

带有叹息的、彷徨的情绪。

虽然新主题的性格对比很大，但是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出这个三

音动机跟《无锡景》的主题有着形态上的联系，是从《无锡景》主

题衍生而来，是《无锡景》主题材料开始处的部分截取。

例 7.

这样的材料处理方式显然是为了整个作品主题材料上的统一——

在对比中寻求统一，但是为了获得更加突出的对比效果，这个动机

形成乐思的方式，依然抛弃了中国古典音乐的陈述方式。相对于第

一个主题材料明确的五声宫调式的色彩，这个主题材料的调性取向

被大大淡化了。

第一展开段运用变奏手法将主题以固定声部变奏的方式展开，

声部的一次进入则结合了赋格段的写法。具体方式为 ：

变奏一，主题高八度重复，笛子则在下方以倒影模仿的方式与

主题形成对位关系 ；

变奏二，笛子在下方以相同节奏叠入对位声部，低音区则加入

和声支撑，使织体变厚 ；

变奏三，主题由弦乐八度演奏，加上和声支撑及派生线性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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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体更加丰满 ；

变奏四，以音色变化的方式对前一变奏的变奏，全奏主题及派

生声部 ；

变奏五，全奏，笛子高音区模仿填充，主奏琵琶则作节奏化填充；

变奏六，全奏，织体同变奏五，速度加快。

这样，经过六次变奏处理，通过织体的加厚、音色的渐变，一

步步将音乐推向阶段高潮。

二、第二展开段，第 114～129 小节。

引出新材料，拉宽，节拍由原来的四拍子改为六拍子，显得更

加宽广。分两步将音乐逐步推向高潮 ：第一步，第 114～121 小节，

宽广的织体，包含四个基本层次，第一层为主题，第二层对位声部，

第三层为和声的支撑，第四层为低音层。音乐以第一层为主，唢呐

组的加入起到强大的支撑作用，造成非常辉煌的效果。第二步，第

122～129 小节，三个层次更加强调和声层，特别是织体的调整，采

用密集的六连音音型，将音乐推向高潮，引入华彩段。这一部分织

体处理非常别致，配器细腻，音色新颖，特别是钟琴等打击乐器的

下行进行，大大拓展了民族管弦乐队音响表现力。

三、华彩段，第 130～160 小节。

开始在低音 A 持续音上，琵琶独奏声部比较充分地展示琵琶演

奏的技巧，第 143 小节起加入部分新色彩，引导出新的陈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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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琵琶独奏声部则突出节奏性与非规则性，内部包含半音化的进行。

弦乐则在 A 羽主和弦及它的 VI 级九和弦的支撑基础上向上模进，

形成 a1—a2 的上八度进行推动。

第三阶段，第 161～208 小节，为再现部分（结尾）。

这一部分兼具再现与结尾的功能，由四个部分组成 ：呈示部主

题再现——连接句——第一展开段主题再现——结尾。

呈示部主题再现，第 161～172 小节。乐队全奏，明亮、辉煌、

舒展，如作者所述：柳暗花明。主题由 C 宫开始，三次上四度模进，

开始音分别是 E、A、D、G，最后分裂出 1 小节，变化重复，过渡

到连接句。

连接句，第 173～178 小节。以节奏性、对比性表现激动热烈

的情绪，独奏琵琶与乐队的全奏之间形成演奏方式上的对位关系。

第一展开段主题再现，第 179～198 小节。再现了主题的三音

动机。以 1 小节为基本单位、二度关系向上模进，结尾分裂材料通

过模进引出连接的节奏性材料。音高组织的核心结构是由 e2—d3 步

步推进，完成展开段的简化再现。

结尾，第 199～208 小节。独奏琵琶在前面音型基础上再次以

非规则节奏叠入，配器突然转入安静的，由两层音色组成，一层是

独奏琵琶，辅之以有音高打击乐的支撑，一层是弦乐低音和笙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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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支持。在这个引入的基础上，每一小节都加入新的乐器，织体一

步一步加厚，促使音乐向前推动，直至音乐的最高点，以强的方式

结束在 A 羽五度音程上。

作品印象

通过上文对作品的简单剖析可以看出，作为当代新生代青年作

曲家，陈思昂的创作不仅表现出良好的音高组织能力，而且具有扎

实的音色调配能力，同时，在音响风格方面也有很强的驾驭能力。

笔者以为，《坐看云起》能够引起业内同行的认可，与作曲家这些

综合能力是密不可分的。

在音高组织方面，作曲家有效地将现代音乐音高组织技巧同民

族五声调式的主题巧妙结合起来。五声性音高组织的核心作用显然

对民族风格的建立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尤其是琵琶独奏主题可谓

充分展示出中国古典风格的神韵。在纵向音高组织关系上，作品大

量采用四度加五度叠置的和声，将五声调式的各音级自由结合起来，

甚至全部作为和声材料，特别突出的是纯四、五度叠置与大二度相

结合的原则，大大丰富了其基本和声构成。七声性音高组织则从另

外一方面发挥作用，它的介入不仅没有妨碍音乐的表达，反而丰富

了音乐表现力，也使得音乐具有较好的现代性效果。横向上大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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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半音化进行，纵向上大量采用七和弦、九和弦作为基础结构，小

二度音程则成为破坏调性中心的重要元素，它在横向上使线性进行

缺乏明确的调性，纵向上也使和声性音响结构脱离调性和声的藩篱。

在音色技巧方面，可以看出作曲家扎实的音色调配能力。在整

个作品情绪的变化过程中，音色的调配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

最为突出的是让音色发挥描绘性、点缀性及展开性效果。如 ：作品

开始琵琶独奏主题时，竹笛采用非常规奏法表现自然环境，钟、磬、

锣等打击乐器的加入酿造出带有中国古典“释、道”的人文气息。

此外，在第一展开段，音乐的展开除了织体的不断丰富之外，配器

在这里显然也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部作品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其引人入胜的音响风格。曲作者

充分发挥了现代音乐创作技法，巧妙融合东西方音乐风格，立足于

生活与社会现实，别致地借用中国古典艺术惯用的表达方式，通过

诗画的描绘，塑造深刻的意境，借以表达人文精神，表现出一种古

典文人心理气质，从而表现出中国古典艺术美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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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艺术司音乐舞蹈处副处长

黄小驹在开幕式上的致辞

6 月 12 日晚上，我们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欣赏了十首青年作曲家

的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随后，我们在这里举办第三届“华乐论坛”。

首先，我代表文化部艺术司和诸迪司长，对前来参加论坛的各位来

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对民乐事业的关注

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文化部历来重视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从 2010 年起，文化部、

财政部联合实施了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和扶持工程，五年来投入 3000

万元，促进了民族音乐的传承保护、创作演出、人才培训、理论研

究和交流传播。2011 年，文化部出台了《关于扶持发展歌剧、交响乐、

芭蕾舞、民族音乐的阶段性指导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对这些

艺术品种的扶持力度。今年，文化部、财政部正式设立了国家艺术

基金，按照项目资助、优秀奖励、匹配资助的方式对艺术创作生产、

传播交流、普及推广、征集收藏、人才培养等进行资金支持，申报

指南已于近日发布。此外，我们还通过举办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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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展演、第十八届全国音乐作品（民乐）评奖等活动，推出了一

大批优秀民乐作品和人才。

由文化部艺术司与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联合举办的“华乐论

坛”，自 2012 年来已经举办了两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

评。今年是第三届，我们把研讨主题放在了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和青

年作曲人才的培养上。青年作曲家是民乐事业的生力军和潜力股，

他们的创作思想、创作理念影响着民族音乐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

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观众对民乐的认知。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青

年作曲家的扶持力度，千方百计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

凝聚人才，把一流人才团结在民族音乐的旗帜下，鼓励青年作曲家

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

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民族音乐的繁荣发展，为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