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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德尔松钢琴作品的艺术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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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门德尔松在力图保持德国音乐的古典传统的同时,努力去丰富它,在形式上将平稳、匀称和洗练作为自己的追

求,而这些又与浪漫主义的幻想性格完美地结合,形成了特有的富有色彩性的独特缤纷的思想以及在形式和音乐细节上

创新的鲜明个性。笔者结合门德尔松钢琴作品对其创作风格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门德尔松;钢琴作品;浪漫婉约

中图分类号: J624.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2816( 2010 ) 03- 0093- 03

门德尔松的钢琴音乐中既有古典主义的严谨与理性,

又有着浪漫主义的抒情和幻想。在门德尔松的钢琴作品

中, 奏鸣曲、变奏曲以及赋格曲这些古典的创作体裁和他的

钢琴小品一样从未排除过鲜明的抒情性因素。古典的形式

和浪漫的情感的结合 ,是贯穿于他一生创作的音乐风格。

一、创作思想兼具  继承性!和  独创性!

音乐创作的风格与音乐家的创作思想和理念密不可

分。门德尔松钢琴音乐所表现的古典与浪漫的二重性特

征, 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门德尔松关于  继承性 !和  独立性 !

的音乐创作思想。在艺术创新的问题上, 门德尔松认为没

有新的道路, 他认为艺术的基本原则是普遍的和永恒不变

的, 任何所谓新的道路都是有其根源的。门德尔松认为即

使是贝多芬也会把传统的东西作为参照模式, 比如贝多芬

的第一奏鸣曲与莫扎特的晚期的奏鸣曲就有很大的继承关

系。当有人向门德尔松提出, 认为他的著名序曲∀仲夏夜

之梦#是完全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时, 门德尔松则不以为

然, 因为他认为∀仲夏夜之梦#与贝多芬的∀菲德里奥#使用

了相同的准则, 自己并没有创造新的准则, 只是两者的创作

思想是不一样的。[ 1] ( 193)

门德尔松的这种对艺术创新道路的见解体现在他的钢

琴音乐作品当中就更多地表现为对古典主义艺术传统的坚

持和传承。当然这并不是说 就像许多音乐评论家所批

评的那样 门德尔松是  传统的!和  保守的!。门德尔

松在音乐创作上对古典主义艺术传统的继承并不意味着门

德尔松的音乐对于古典主义作品 (尤其是巴赫、贝多芬作

品风格 )是一种依赖、模仿和抄袭, 也不意味着门德尔松的

音乐创作缺乏  原创性!。事实上,  原创性!在门德尔松眼
中就是他所说的音乐创作的  独立性!。

门德尔松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就意识到音乐创作的独立

性。门德尔松曾经说过  我从未想过创作一首三重奏应该

象贝多芬或是莫扎特。我创作是根据自己的品味和鉴赏

力,比如说我不喜欢铜号乐器, 就从不会使用它, 即使我知

道它们对听众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喜欢精致交织的声部

和对位法,单旋律的创作手法我没有多大兴趣,所以我研究

巴赫并深受其影响∃∃我努力去尝试那些能引起我兴趣、
符合我气质的创作手法。如果我能够不断坚持这些创作原

则,我就能创作出原创性的作品!。[ 2] ( 313)

我们从 1837年门德尔松给出版商写的一封信中看出,

他非常清楚  前奏曲与赋格!这种传统形式的作品在当时

是不被接受的:  今天我将我的 6首前奏曲和赋格送到了

出版社。我担心很少有人会演奏他们∃∃如果你对其中的

某些部分感兴趣, 我将感到非常的高兴。! [ 3] ( 203)尽管门德

尔松自己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坚持用这种被认为

是  过时的!体裁形式继续创作。一方面, 他希望通过在前

人的基础上探索新的钢琴赋格曲写作风格; 另一方面,他希

望他那个时代的作曲家们能够注意到这种古典大师常用的

赋格体裁, 并且能重新习惯于这种传统体裁的创作。当然,

门德尔松的这种愿望和努力最终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回报。

肖邦曾多次从  十二平均律!中寻找灵感, 虽然他本人从没

有写过一首赋格曲, 但在他的钢琴作品中还是能发现一些

简单对位法的影子∀ e小调小夜曲#即 OP. 62第 2首以及

∀幻想大波兰舞曲#OP. 61(两曲都出版于 1846年 )。

二、创作体裁和题材的二重性

门德尔松的钢琴音乐中选用的体裁一方面是将古典音

乐体裁作为指导范例, 诸如奏鸣曲、变奏曲、协奏曲、赋格曲

等;但另一方面,门德尔松又时时避免模仿常规, 力图摆脱

陈旧的束缚:他喜欢浪漫主义短小作品的形式, 开创了  无

词歌!这种新的体裁形式; 他的赋格曲也是不同于巴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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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现代自由的赋格风格; 他对协奏曲这一体裁做了重大

的改革, 完全废弃了传统协奏曲的双呈示部, 而由乐队和钢

琴一并演奏, 他还取消了再现部后有一供独奏者炫技的即

兴独奏的华彩乐段, 这些做法也就更符合现代奏鸣曲式, 以

至于舒曼和大多数后来的作曲家都沿用了门德尔松的这种

改革。[ 4] ( 241)

在钢琴音乐的题材方面, 门德尔松也同样分别采用具

有古典主义的题材和浪漫风格的题材。比如他的 ∀严肃变

奏曲#,标题中的  严肃!具有多层意义。其一, 这种  严肃 !
表示了一种对贝多芬的敬意。贝多芬 OP. 95的标题是  严

肃的四重奏!以及  狄亚贝尼变奏曲! OP. 120的第六变奏

的速度标语是  严肃的、不太快的快板!。其二, 门德尔松

采用这种  严肃!的主题创作是针对那时德国钢琴界肤浅
浮华的乐风而写的。当时流行着一种所谓  装饰变奏!, 创

作上以炫耀技巧、玩弄声音游戏为主, 音乐内容却空泛平

庸。门德尔松对此极为反感, 而有意识地以自己的钢琴音

乐来和浅薄的演奏技艺对立,门德尔松在这首作品里避免

外表炫惑的技艺性, 决意提倡以巴赫和贝多芬为楷模, 严肃

对待变奏曲写作。[ 5] ( 118)

而在浪漫主义题材中, 门德尔松对  幻想!主题和  大

自然!主题运用较多。运用  幻想!的生活代替实际存在的
生活这是许多浪漫派艺术家的相当典型的现象。门德尔松

受其时代的影响, 幻想的题材在他的作品中频频出现。但

是门德尔松的幻想并不是  一般作曲家的病态的幻想的产

物!, [ 6] ( 204)他的幻想决没有任何阴晦、邪恶的成分,  他的
幻想是与人民的幻想所创造的和在许多民间童话、神话中

散见流传的奇异形象有联系的大自然的光明世界, 或者是

从幻想与现实融合在一起的叙事的和历史的传说中取来的

形象!。[ 7] ( 288)门德尔松的  幻想!音乐所体现出来的是对生
活的美好, 光明方面的富有诗意的解释。比如在 ∀随想回

旋曲#OP. 14中出现的  小精灵嬉戏的舞蹈 !; 另外 ∀3首随

想曲#OP. 33中第 2首 e小调  谐谑曲 !灵感来自长满牵牛

花的青藤, 这首曲子所用的  急板 !主要是为了呈现  仙女
仿佛是在牵牛花的花瓣上跳舞!这样一种形象, 而门德尔

松通过使用轻而薄的织体和在高音区的轻巧断奏模仿了喇

叭的吹奏, 展现了  仙女的舞蹈 !、 花妖的轻盈!等童话般

的梦幻 (参见谱例 1)。

谱例 1:门德尔松∀3首随想曲#OP. 33第二首, 20- 29

小节

门德尔松音乐创作的另外一个  浪漫主义 !的主题是

大自然。门德尔松所固有的对于大自然的深刻精细的感

觉, 在他的创作内得到广泛的反映,他的大部分的作品都充

满了大自然的诗意和气息。他在描写大自然的时候,力图

引起在感情上对大自然的生动的感触, 因此他利用外表描

写的手法比较少, 却以浪漫派艺术家所特有的敏锐感觉, 寻

找必要的色彩来创造出一种风景的  情绪!。[ 8] ( 288)最为典

型的是他的钢琴小品多以写景抒情为主,标题性内容强, 洋

溢着诗情画意。如 1829年的∀三首幻想曲#OP. 16是门德

尔松在英国的威尔士旅行期间所创作, 他白天勾画威尔士

的乡村景色,晚上则在钢琴上即兴创作:其中第一首的灵感

来自康乃馨和玫瑰, 在行板部分逐渐上升的减七和弦琶音

就好像  花儿盛开的芬芳! (参见谱例 2); 第三首是一首波

动起伏的行板, 灵感来自于小溪 (参见谱例 3)。另外, ∀无
词歌#中的  春之歌!、 威尼斯船歌!等篇章页都是通过大

自然的风光抒发了作曲家的思想感情, 体现了具有画家的

眼力和音乐家的敏感的门德尔松对生活的观察。

谱例 2:门德尔松: ∀3首幻想曲#OP. 16第 1首, 14 -

20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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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3门德尔松: ∀3首幻想曲#OP. 18第 3首, 1- 6小节。

门德尔松通过运用  幻想!和  大自然!的题材流露出

他那种理想与自然、幻想与现实、光明的大千世界与愉悦内

心感受融为一体的情趣。

三、音乐情感内涵的明确性

门德尔松曾对有关音乐与语言的美学观做了如下阐

述:  人们常抱怨说音乐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 当他们听音

乐时, 很难描述他们听到的内容,但是每个人都能明白听到

的语言。但对我而言 ,情况刚好相反。无论是整段话还是

单个单词, 我都觉得它们意思太模糊,太主观而容易形成歧

意; 而真正的音乐会比语言给心灵带来更多美好的东西。

我所喜爱的音乐表达的一切,对我来说不是在语言中那种

难以捉摸的、不明确的思想,而是一种明确的思想。我尝试

用语言恰当地表达这些想法,但总是不够∃∃如果你问我

当我写无词歌时我在想些什么, 我会说: 就是歌曲所表达

的。如果有时在我脑海里对某些歌曲闪现出某个确定的语

言, 我也从来不会把它告诉任何人,因为同样的词对不同的

人来说所指的事也不同。只有音乐能表达同一件事,能在

不同的人之间激发出同样的情感, 而这种情感无法用同样

的语言来表达。! [ 7] ( 161)显然门德尔松认为, 在音乐中必须

有感情上的具体性, 而音乐比语言更能明确地传达用语言

难以描幕地微妙情感。正因为如此, 门德尔松常常用音乐

本身来代替文字表明他的思想感情状况。比如他曾把一首

∀无词歌#OP. 30第 2首  降 b小调 !的初稿寄给姐姐芳妮

时写到:  当我收到你的来信时,我的心情是这样的!, 后面
紧接乐谱。

这首曲子, 通过奔放的旋律和活跃的节奏, 表现出一种

兴奋、激动的情绪。音乐包含两个不同的段落, 按  一、二、
一、二、一!的次序交替着, 最后一段从小调转入大调, 表现

出得到安慰的明朗的心情。

门德尔松的 ∀无词歌#因其所具有的鲜明的音乐形象

和明确的思想内容使它成为早期标题音乐的代表。尽管大

多数无词歌都没有标题, 只为少量的标题是作者本人加上

的, 如  威尼斯船歌!、 二重唱!等等, 但是其后人还是可以

根据作品所展现出来的鲜明音乐形象给每一首  无词歌!都

加上了标题, 如  狩猎!、 春之歌!、 浮云!、 纺织歌!等。
四、形式精炼完美、手法简洁朴素

门德尔松的音乐渗透着一种清醒的明澈性, 这倒不是

情绪和信念的明撤, 而是他那从事组织的理性的头脑。他

作品中那种平衡的比例不是一种古典人生观的结果, 而是

来自一种突出的理智和文雅的趣味。

门德尔松理性的音乐创作思维具体体现在他要求音乐

形式的精练完美, 创作手法简洁朴素。门德尔松写给他的

一个学生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他对这个学生创作的一首奏鸣

曲的建议:  %柔板 &第一乐章写得冗长罗嗦,毕竟它在整首

作品中的地位只是一种引子性质的概括, 只能做一些适度

的发展,不然在%快板 &。!门德尔松对协奏曲结构的一些重
大改革就是出于对精炼完美的曲式结构的要求。如他的∀ g

小调钢琴协奏曲#就是在明晰的曲式和精致熟练的配器框
架中,流露出温文尔雅的音乐语言和无忧无虑的情绪,其中

无华彩段、双呈示部的取消、音乐结构的  浓缩!、 连贯!使
得曲式结构更加简洁、明晰,音乐进行更加连贯。

门德尔松之所以对∀无词歌#这样的钢琴小品由衷的
青睐,是因为门德尔松偏爱在凝练简洁的篇幅中捕捉瞬现

随逝的灵感。∀无词歌 #中的一首首短小精致的小品表达
了清晰的歌唱性旋律和简洁细腻的伴奏声部。它们的情感

真挚纯朴,具有深厚的生活风格基础,往往通过日常生活场

景来进行抒情写意。

结语:

通过前面门德尔松钢琴音乐作品的分析和音乐风格特

性的探讨, 我们可以看到门德尔松的音乐创作比较讲求高

雅的情趣、适度的感情表达、精湛的技巧和音乐的形式美,

其作品富于绘画性, 抒情性的色彩很浓厚,作品的题材比较

偏向于城市生活、大自然以及某些幻象性的主题,内容通俗

易懂。门德尔松是一个典型的  唯美!音乐家 ,他的创作不

以伟大的思想或重大的社会意义见长, 也不以磅礴的气势

或壮丽的景象瞩目, 他靠真挚的诚心与纤细的抒情动人, 靠

非凡的优雅、精致的技巧和音乐的形式美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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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ssohn P ianoW orks of ArtAnalysis

Zhang X iaolei

(M usic Departm en,t Q ilu Norm alUn iversity, Jinan 250013, Ch ina)

Abstrac t: M ende lssohn seeks tom a inta in a tradition ofG erm an classica lm usic, wh ile effo rts to enr ich it, in the fo rm w ill be stab le,

w e ll propo rtioned, and X ilian as its pursu it, and these aga in w ith the rom antic fantasy of the perfect comb ination o f character, form

ing a un ique rich co lo rs of the un ique ideas, as w ell as colorful and m usic deta ils in the fo rm o f innovation distinct character. The

autho r comb ines h is crea tive sty leM endelssohn s piano wo rks we re analyzed.

K ey words:M endelssohn; P ianoWorks; G race fu l rom ance

(责任编辑:许海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