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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上海音乐学院第五届国际钢琴大师班 

陈宏宽教授专场一 

时间:2008年 9月 30日,上午 8:45~12:00 

地点: 新北楼 216教室 

场记: 吕莉娅 

记谱：李嘉龙 

摄影、录音：谢莉、郭一涟、周河清 

小   序 
2008年 9月 30日，上海，台风席卷下的天气分外阴冷，长假清晨的街道更是难得的清

静。 

上午 8：15 分，上海音乐学院，新北楼大门口人头攒动，2008 年上海音乐学院第五届

国际钢琴大师班在此召开。不断涌入大楼的忙碌身影，在空气中制造出热切且略带焦急的气

氛，与校门外闲散的气息碰撞出奇妙的突兀感觉，令人不得不为即将到来的课程兴奋。 

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身边走过，仍然是齐肩的略带花白的中发，一身简洁的黑衣，

矫健而沉稳的步伐，手里夹着一叠乐谱，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正和一个学生挥手。——就

是他，陈宏宽教授，美籍华裔钢琴大师，现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国际钢琴艺术中心

主任，也是本届大师班第一堂大师课的主角。  

 

1、 曲目：肖邦《幻想波兰舞曲》作品 61号 
Chopin Polonaise-fantasy,Op.61 

学生：朱林蕾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2 
 

     认真听完学生的弹奏后，陈教授开始讲课： 

   “最近上音正在举办一些推广室内乐的活动，因为中国室内乐的现况有些落后，大众对

室内乐的认识也很不足。刚才这位同学弹奏中的缺陷，其实就是对室内乐认知的缺乏。室内

乐最为重要的是了解、容纳，室内乐中的乐器必须互相融洽，比如小提琴奏鸣曲，钢琴与小

提琴的配合需要互相迁就，小提琴在演奏走奏鸣曲的时候会使用一些与独奏或交响演奏时不

同的弓法，以求音色与钢琴的匹配。因此每个演奏者都必须牢记室内乐的两个要素： 

1、 声音与声音间的融洽。 

2、 和声感受 。 

因此弹奏此类作品也是一样。如今弹钢琴的学生正是缺乏这些了解 

钢琴如何表现出室内乐的效果？ 

比如 24小节开始的左手伴奏与右手旋律就是重奏的关系。要做到这样的要求，左手作

为独立、肯定的成分必须更加完美，只有所有的声部都尽可能的完美，才具有存在感，才能

去进一步讲究声部的联系与配合。在这部分中，左手的伴奏有两个因素，中声部为不动的二

度动机因素，低声部为流动的旋律，大部分人认为高声部和低声部构成的支声性旋律更为重

要，其实不一定，在这里，中声部的二度因素恰恰起到充实低声部的作用。谱例 1： 

 
右手旋律是围绕 b1反复叙述的一个线条，在肖邦的长乐句中，常常能找到一个或一些骨干

音，这样存在于这些骨干音中间的音就有了过渡、装饰的功能，演奏出这些音之间的主属关

系，音乐才不会散，观众也就不会迷失在长旋律中。钢琴家水平的高低正是取决于这些细节

成分的完美处理。 

66—91 小节，这里贯穿着一个典型的波罗乃兹音型，看似流动抒情的旋律其实始终被 

“X XX  X X” 强烈的节奏统治，因此，演奏不要过多 rubato， 应该保持一种音乐上的高雅

作风，这一整句都需要这一种态度，不能动摇，否则，在你三遍 rubato 之后，观众就感到

疲倦了。谱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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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91小节最后一拍的断句，91小节的后半拍 d1 — be1与 92小节开始音 f1 是一个整

体，因此作为新乐句的开始，断句应该在 d1 前。 

    108—115小节这里比较难，作者标明了 agitato（激动的、激烈的、焦急的），这又需要

室内乐思维，这里的 agitato 不能一味粗鲁地靠加大声音和加快速度实现，而是靠各个声部

内在的茅盾拉扯出来的复杂关系。因此中声部切分的音程不能忽略，它具有很强的拉扯感，

同时要注意的是低声部不仅是伴奏因素，也具有完整的旋律性。有了中声部与低声部的支撑，

高声部的旋律就不再单一，音乐的层次才能丰富。 

    152—180 小节，这部分又是非常典型的室内乐风格，有四个声部。如果中低声部过于

弱，声音就很单薄，很冷酷。若中低声部都细心的弹奏，出来的音乐就很热情，很丰富。因

此必须让各个声部的完美的存在，就像弹奏巴赫一样，时时刻刻保持每一个声部的横向线条

以及声部之间的平行关系。 

    199—205 小节，这是引子部分向下跳进音型的变形，我们弹奏引子的时候，要求不必

要过于主观地去做雄厚的感觉，因此 199—205小节的和声也是从不稳定到稳定，这种和声

进行，已经产生了一种很有层次的空间，不要再突出某一声部或某一音，因为它们具有互相

融合的关系，应该逐声部叠加出醇厚的感觉。” 

     

 

2、 曲目：勃拉姆斯《亨德尔主题变奏曲与赋格》作品 24号， 
Brahms Variations and Fugue on a Theme of Handel,Op.24 

学生：许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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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教授听完 1—10变奏，即开始授课： 

   “声部之间的完美关系”恐怕将成为这次授课的主题，这仍然是室内乐思维的建立问题。

这里包含两个含义，除了各个声部线条的完美，进行中构成的和声关系是否完美也是演奏者

要同时关注的。 

   主题（1—8 小节）：左手的和声导向很明显Ｉ—Ｖ—Ｉ，因此右手的旋律的线条要与之

吻合，有“松——紧——松”的感觉，颤音处不需要用踏板，轻透一些。 

   主题变奏 1（9—16小节）：这部分很有趣，乐句看似由摇摆的一慢一快的切分动机组成，

但大拍子仍然十分稳定。音量的处理要根据和声的需要。 

   主题变奏 2（17—24小节）：出现了新动机——三连音。三连音的演奏是有流动倾向的，

不是完全死板的均匀。这就要求一些演奏的小技巧。这里每一个三连音的第一个音都需要略

微拉长，这样就有旋律的流动性了，但必须不露痕迹，这就很难了。首先演奏者自己不能太

刻意去“做”，一但脑子里有了拉长这个音的意识，出来的就必定过多。这个度很难用言语

表达，需要反复练习感受，最后成为一种手指的敏锐感觉。 

   左手仍然具有二部性，第三声部是我一直很强调，这部分的三声部要小心，不要出现重

音，悠闲如水的流动。21小节后仍然具有四声部性。 

谱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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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变奏 3（25—32小节），我的弹奏和你的弹奏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和声。和声是创造

音乐空间的关键。音乐中的空间与现实不同，现实生活中时间是连续的，所以现实的空间受

时间的限制。音乐中，空间是连续的，因此音乐的时间要受空间支配。茅盾的是，这又不能

绝对，时间对空间同样具有引领能力，因此当音乐的时间与空间的支配关系出现冲突与交叉

时，音乐就产生强烈感，也是最扣人心弦的地方。 

谱例 4： 

 

（ 谱例 4是一个 b B大调半中止的和声进行，前两小节主要以调内 I级与 V级的主属功

能进行，具有强烈的“矛盾——解决”的内在联系；后两小节离调至 b小调，最后以五级属

七和弦回归 b B大调，具有“远离——回归”的联系。两种联系交叠在一起，制造出内在的

张力。） 

音乐空间的构建有几个层次，一是音乐出现前的准备，二是音乐的充满，三是音乐的消

失，因此，演奏时为了构建一个整体的空间，时间与时间之间的交接就要有所准备。 

 

主题变奏 4，注意左右手大指、食指、中指之间的内部和声关系。演奏这里跳跃的大和

弦时，手臂的运动要像游泳一样运用大臂、手肘和前臂的力量，这样出来的和弦才会有弹性。

要强调每次和声变化时的关键和弦。 

    主题变奏 5，需要用音与音之间恰当的伸缩性来实现 rubato的感觉，左右手的速度要统

一。室内乐的感觉再次出现（谱例 5），音乐的逻辑与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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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变奏 6，八分音符后的十六分音符不要太快，左右手的声区空间从宽到紧。 

主题变奏 7，上声部的重复音弱化，突出中间声部。后十六音符要有向第二拍进行的倾

向。结束时（61—64）音区跨度逐渐增大，必须强调定声部和高声部的对比，创造较为宏伟

的空间。谱例 6： 

 

主题变奏 8：左手反复音必须用 321指法，才有涌动的韵律，连续的律动构成完整的空

间。 

    主题变奏 9：第 2小节最后不要提前做 Piano，强弱关系与左手的进行是十分紧密的。

三连音处高声部旋律要突出，但不能太快。” 

 

 

3、 曲目：海顿《第 38号奏鸣曲》第一乐章， 
Haydn Sonata,NO.38,1st movement 

学生：董佳盈 

 

    “前阶段我为学校挑几台斯坦威，恰巧碰到他们做展览。于是看到了三台不同时期的钢

琴复制品，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那台古钢琴。古钢琴的琴键其实很浅，很轻，用它弹海顿

和莫扎特，就很自然而然地去‘做作’，这是因为古钢琴只有音量的大小之分，却没有音色

的变化 ，恰当的“做作”对于演奏家来说是很大的学问。 

    现代演奏者必须去想现代钢琴与古钢琴的区别，如何恰当地在现代钢琴上演奏为古钢琴

写作的作品？乐谱中很多的弹奏要求，其实是针对古钢琴的，在古钢琴上恰到好处的演奏方

法，到了现代钢琴中就不那么自然了。因此，演奏者在读谱时，首先要弄清作者的用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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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根据理解在钢琴上摸索出最为适合的演奏方法。 

第一乐章： 

1—4小节，注意空间的构建，右手旋律可以找到骨干音，左右手每次动机的最后一个音

必须要一体，踏板、音值都要一样，每次动机都要完整的去弹奏，不可草率。  

5—8小节，的逻辑为：开朗——含蓄——总结，乐句的结束要充分，略作 legato。 

9—11 小节，出现跳跃活泼的下行三十六分音符新动机，弹奏时用手弹起的重量顺势而

下，但速度不要快，否则就弹成音阶了。每一个跳跃的音符都是有它自己的个性的。 

谱例 7： 

 
第二乐章： 

总体上，左手是一个旋律性的线条，要注意音与音之间的上下走向。 

第三乐章： 

注意重复音要轻一些，突出外围音。33 小节 的动机要注意动机的起始收束，否则就会

像打嗝一般。”     

最后陈教授希望大家有机会接触古钢琴，这样对于不同版本的海顿的弹奏，就能有具体

的感受了。                 

                   

4、 曲目：贝多芬《第 23（“热情”）奏鸣曲》作品 57号 

Beethoven Sonata,NO.23“Appassionato”,OP.57 

学生：曾文韬 

 
   “开始的乐句，十六分音符起到连接的作用，所以演奏时不能太轻，这样乐句的连

贯性就被破坏了。” 

   由于学员并没有准备熟练，所以陈教授的授课围绕“如何练习”的问题进行展开： 

   “我记得小时候我的老师和我谈到如何练习指力问题，我的老师可以用五指在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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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扣出 非常大的声音。如何能练出如此强的手指？事实上，就是要求练习时，每一次

用手指弹奏时都是力从肩膀直线输送到指尖的。这需要学生自己去体会，坚持练习。” 

 

 

后   记 

 

陈老师回答了在座学生的一些关于技术、琴谱版本、踏板的问题。 

最后对其强调的问题总结如下： 

一、室内乐的思维对于钢琴演奏者来说十分重要，要深刻理解“共融”的室内乐核心要

求。必须对所弹的乐曲进行空间的整理与规划，其中，和声是创造空间的关键，一切速度、

力度、线条的走向都要在和声的空间构架下整合。“声部之间的完美关系”更是这次授课的

重点，即力求各个声部线条的完美，以及进行中构成的和声关系的完美。 

二、音乐中的空间与现实不同，现实生活中时间是连续的，所以现实的空间受时间的限

制。音乐中，空间是连续的，因此音乐的时间要受空间支配。和声就是创造音乐空间的关键。

音乐空间的构建有几个层次，一是音乐出现前的准备，二是音乐的充满，三是音乐的消失，

因此，演奏时为了不割断和声与和声之间构建的整体空间，发音的时间与时间之间的交接就

要有所准备。 

但是，时间对空间同样具有引领能力。音乐最强烈、最扣人心弦的地方正是时间与空间

的支配关系出现冲突与交叉时。所以演奏者处理这样的乐章要清晰的表现出和声进行的拉扯

关系，而不是一味的加大音量，加快速度。 

三、踏板的作用就是保留你弹奏时产生的泛音群。用踏板的奥妙就在于选择恰当的泛音

列，及时终止踏板的停留时间。例如：想让一个音更为集中有力，就需要脚和手一起下去一

起拿开；若要音较为松散，就提前踩踏板；若只想保留尾音就在手拿掉之前轻轻踩下。 

左手低音区在踏板的作用下，会对高音区产生干扰，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就要求演奏时把握

力度的变化。力度变化与踏板的结合就可以产生不同作曲家索要就的不同风格。 

 

陈教授还说道：“虽然演奏时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做出每一个层次的要求，但是仍然需要

我们去努力，尽可能在演奏时心中明白每一个富有层次的细节该如何处理，力求做到百分之

九十，这样，演奏的时候就问心无愧了。谢谢各位！” 

 至此，本节大师课圆满结束，学员们以热烈的掌声回报陈教授的精彩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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