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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昊辰访谈：音乐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An interview with Zhang Haochen
⊙ 文字_田艺苗

○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最成功的一

天才捡起来。斯卡拉蒂和贝多芬的《热

场。我在国内的独奏会不多，这几年主

情》是一年没有弹过了。
《伊斯拉美》

● 5月24日的音乐会，是你获得范·克莱

要在北京和上海举办过。我感觉弹独

三个月之前的科蒂斯毕业音乐会上弹

本国际大赛之后第一次回国演奏，我们

奏会比弹协奏曲在某些方面更难一

过。这场的曲目设计风格迥异，也考虑

都去现场听了，音乐会很成功，可以说

些，独奏会更考验人，曲目需要风格跨

了观众的喜好，或者说接受度，当然这

是你在国内演奏最成功的一场。谈谈

度大一些，才可以看出我个人的内容。

些都是我自己喜欢的曲子。本来想弹贝

● －田艺苗

○ －张昊辰

这场音乐会的准备过程和曲目设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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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曲目以前都演奏过，演出前三

多芬的晚期钢琴奏鸣曲Op.111，但是贝

有的高贵、天然，他不滥情。他也像李

斯卡拉蒂，特别欣赏，遵守古典意境，

斯特一样写华彩，但从细节上来看，他

但又有陌生感，可能是限制了延音踏

们完全不同。他跟普遍意义上的浪漫

板，乐句听起来没有那种过于熟练的流

不同，跟世俗心目中的浪漫完全不同。

畅，带有陌生的古典意境，我觉得这个

在肖邦的作品里面，我特别喜欢他

正是我们现代人对古代音乐的看法。

的马祖卡。我觉得能代表肖邦灵魂的就

○ 是的。我首先觉得，斯卡拉蒂是一个

是马祖卡。马祖卡是波兰的民间舞曲，

比较好的开场曲，结构轻松，旋律有品

但肖邦的马祖卡其实已经没法伴舞，

位，节奏、旋律、音色，很多地方可以弹

所以说，肖邦提炼了马祖卡。这些作品

出特点来。古代的音乐，乐谱上没有很

中的旋律、和声很特殊。和声特别绝，

多表情符号，可以自由发挥，虽然这样

很多半音、调性的开拓。肖邦的和声有

有时候也会让你很茫然。我觉得这两

“牵头”作用——在贝多芬去世之后，

首搭配肖邦的马祖卡很好，一脉相承。

我个人觉得和声在肖邦那儿发展最大，
对舒曼、李斯特，甚至对瓦格纳都有影

● 你的长相让我觉得你是肖邦型的钢

响。然后是旋律，不像夜曲等一些曲

琴家，但我听过你的贝多芬之后，才算

子那么“通畅”，而是阴郁、敏感、诗意

真正认识了你。谈谈你心目中的贝多芬

的，它会点到你最脆弱的那个地方，特

吧？他的乐曲？他对你的启示？

别敏感。但是他并不是执意要打动你，

○ 我非常喜欢贝多芬。像莫扎特、肖邦

细看会打动你，远看好像只是个舞曲，

很唯美、脱俗，但贝多芬不同，他的音

有一种很矜贵的东西。

乐是独白，很深刻的独白。我有时候甚
至觉得他的表达方式对于我的口味来

● 是距离感吗？

说有些粗俗，不修边幅，但他那无与伦

○ 对，有距离感。高贵，天然的高贵。

比的精神力量只有用他的那种表达方

他抒情，但不滥情。

式才能最贴切地展示出来。你总是会
被他震撼到，被他触到痛处。我记得有

● 你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么？

一次我弹贝多芬的晚期奏鸣曲Op.111，

多芬晚期作品比较晦涩，考虑到观众可

○ 我不知道。我最喜欢勃拉姆斯，有

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全身毛孔都竖起来

能没法接受，觉得还是弹《热情》比较

克制。我想我藏在心里的东西比表面上

了，不能自已，现场弹的时候都不知道

合适。

多。勃拉姆斯可能跟我差不多，外表古

自己在流泪。我觉得，有时候流泪是被

典，内心有浪漫，浪漫不会冲破古典。

感动，有时候流泪是被震撼。

是特别有“肖邦”味儿的，也就是说并

● 我听你弹肖邦的马祖卡，觉得很多

● 那么你是被感动还是被震撼呢？

不是夜曲之类常见的抒情曲，为什么选

地方对节奏、和声的强调，是有一点故

○ 被一种震撼而感动。我个人很喜欢

择他的马祖卡？你怎么看待肖邦？

意夸张这些你发现的精妙的东西？

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他的每一首晚期作

○ 肖邦虽然被定位为浪漫派作曲家，

○ 我觉得夸张并不属于马祖卡的风

品都很绝，到了晚年，他越来越内省。

其实他与浪漫派的其他作曲家很不同。

格。我不反对夸张，但有一个度。

● 像你选的肖邦的乐曲，我觉得并不

比如说，我觉得，像舒曼的音乐很掏

● 对，听过你参加克莱本大赛时弹的
201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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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斯卡拉蒂呢？我以前听过你弹

人物

心，而李斯特则比较“骚”。肖邦有他特

贝多芬 Op.110，非常震撼，也非常感

曲》和《第四钢琴协奏曲》。

玛祖卡的灵魂不适合“炫”的弹法——

动。各种感情堆置在一起，渴望、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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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呢？因为音乐本身的灵魂在作决定。

追忆、伤感互相渗透，混淆不清，听起

● 你好像特别喜欢德国音乐家，喜欢

它本身的旋律、和声和织体已经决定了

来就像是人生，但音乐给人的感觉竟

纯音乐？

一切。如果做一些“出格”的处理，从

是初生般的纯洁。

○ 是的，德国的3B，刚才说过，除了贝

表面上看很新颖，但实际上降低了它自

○ 贝多芬的Op.110和Op.111我都弹过，

多芬，我还喜欢勃拉姆斯，特别是晚年

然应有的精神档次。而圆舞曲、练习曲

你再听听Op.111，我自己更喜欢这首。

的勃拉姆斯，我个人觉得他晚年钢琴

等则不然，它们本身的织体所赋予的灵

贝多芬的音乐里总是有很多挣扎，英

小品甚至胜过了他的交响曲。他不是肖

魂允许演奏家更多的自由，并且并不会

雄扼腕的那种感觉，无论多少困难，他

邦那种天然型，他有雕琢的痕迹，但他

降低档次，甚至新颖得“更有档次”。

都不会败倒。但Op.111不同，它很超脱，

雕琢得太成功了。他不说破，一直包着，

一种释然的境界。第一乐章狂风暴雨，

就有很多想像的空间。每个人在他那

● 听完你的那场音乐会，全体一致评

第二乐章痛苦求索，最后乐章就自然而

里都会听出不同的东西，其实自由度很

价最高的是德彪西的四首《序曲》。我

然地结束了。自然而然，这个状态对贝

大。我会去他的音乐中寻找打动我的

发现这四首不是按顺序排列的，而是

多芬来说，尤其超脱。他超越了自己。

东西，直指人心的东西，很自由，每一次

6、4、5、10这样排列，为什么？

弹奏都有新发现，可以到达人心的最

○ 是按风格对比来安排的。从《雪上

深处。也是这个原因，我偏好纯音乐。

足迹》开始，这首比较安静，慢慢生长

其实贝多芬是古典的结构大师，
他很严谨，总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

出一个音型。
《飘荡在晚风中的声音和

收。我自己弹贝多芬的时候，把他的音
乐分成“大结构”和“小结构”。大结

● 是的，纯音乐虽然抽象，反而是更具

香味》有一种流动性，和声能表现出香

构指他的整体曲式，如奏鸣曲式、回旋

体，更丰富。

味，体现听觉与味觉的通感。
《安纳卡

曲式，呈示部、发展部、再现部、尾声

○ 纯音乐不像标题音乐或者歌剧，借

普里的山丘》采用了民间舞蹈的节奏，

的结构布局等等；
“小结构”是指细部

助别的艺术形式（如歌剧里的文学），

稍微热烈一些，到《沉没的教堂》再次

的动机发展。在他的音乐里，用理性去

表面上帮助而事实上是“束缚”了音乐

慢慢回归宁静，有一个安静的结尾，一

探究会发现很丰富的东西，比如在《热

特有的抽象性带来的无边的想象力。

种怀古的情绪。这样安排考虑起承转

情奏鸣曲》中，节奏的特点产生的凝聚

纯音乐是完全活在音乐里面。它找到

合，动静结合，类似组曲的那种思路。

力，向外是情感的张力，向内是结构的

了音乐本身的灵魂，它依照音乐本身的

其实我个人花力气比较多的是肖邦的

凝聚力和动力。即使他的情感再疯狂，

抽象逻辑来思考、发展。我记得上次微

《马祖卡》和贝多芬的《热情》，倒没

内在的节制一直都在。

访谈的时候，有朋友问，如何取舍自己

有觉得德彪西特别费劲。

有时候我想，要是贝多芬不是生活

的想法和作曲家的本来乐思。我的回

在古典浪漫交界处，而是生活在瓦格

答是，音乐作品的魅力和曲作者是分不

● 可能是你的音色特别美，德彪西比

纳那个时期，他会怎么作曲？当然他和

开的，但一首乐曲被写下来之后就有了

较适合你。不过我觉得你的弹奏里有

瓦格纳那种“占有欲”是不同的，瓦格

自己独立的生命，不应被创作者束缚。

很精确、很古典的部分，也许拉威尔也

纳想做世界的王，贝多芬只想做自己的

音乐中有三个灵魂：作曲家的，演奏家

比较适合你？

主。他是一个贫贱的人，但他有着一颗

的，音乐本身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忤

○ 拉威尔我也弹过，比如在克莱本比

高贵的灵魂。在他向着“做自己的主”

逆作曲家的精神意图，可能会找到作曲

赛就弹过《夜之幽灵》。我个人觉得，

的高峰越攀越近时，他向自己的灵魂深

家自己也没有发现的美感。所以我想，

德彪西色彩丰富，情感上客观一些，常

处亦越钻越深。

音乐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常听不出情感，只有情绪，面目模糊，

比如说，肖邦的音乐有很多处理方

而拉威尔戏剧性多一些。中国人对印

● 最近还会弹贝多芬吗？

法，圆舞曲可以弹得很炫，但马祖卡就

象派音乐比较投缘吧，德彪西的音乐并

○ 今年还会弹贝多芬的《月光奏鸣

没法炫，炫了就没有精神境界了。为什

不是纯西方的，他用中国式音阶、爪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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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奏，他的方式也很中国，不说破，

○ 这没有科学依据。说某一个音或和

有很多诗意。

声代表一种或数种色彩，可能每个人的

彩，音乐中的另一面被发现了。

感受都不同，音乐不能解释明白。如果

● 那么用和声来表现色彩，是进步还

● 印象派的情感客观一些？

说听见音乐的色彩，不如说听见一种色

是退步呢？

○ 色彩奠定了情感的客观性。色彩来

调的变化，我们可以感觉到和声、调性

○ 是另辟蹊径。音乐的本质是时间，视

自和声。像贝多芬、肖邦的和声是功能

的明暗变化，感官上有个递进的闭合或

觉的本质是空间。音乐是描写时间的

性和声，体现情感的变化，主观一些，

开放的过程。比如红色走向透明，天空

艺术，这种视角让我们对概念重新认

他们的和声中每个音都有固定作用，讲

布满乌云，黑色变得蓝色忧郁。明暗变

识，从另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艺术。

究进行逻辑。德彪西也有调性，但他改

化，带来一个音乐色调的感觉，但具体

变了和声进行的意义，比如，不协和和

颜色难以确定。音乐有它本身的色彩体

● 在你微博上看到你画的画，你喜欢

弦可以并列平行，没有功能，没有情感

系，与视觉没有直接的关系。

绘画？是想从另一视角看音乐吗？

的起伏，很多乐曲只描绘光影，纯粹的

○ 小时候学过画画，当时没什么兴趣。

音乐景观，因此不能从情感上分析，从

● 印象音乐模仿了印象派的绘画。

后来喜欢看画，学了艺术史，印象派艺

色彩上可以说明。色彩不会带有太多情

○ 不一定是模仿。可以说从印象派绘

术史、现代派艺术史之后，就越来越感

绪，你不会说，红色比黄色愤怒，黑色

画中受到启发，找到音乐的色彩。艺术

兴趣了。我喜欢那种抽象艺术想象的空

比白色冷漠……色调拥有感官体验，但

中有一种通感。音乐比较抽象，容易受

间，去发现其中最本质的东西，也会有

情感并不分明。

到别的艺术门类的启发，比如绘画、文

更多个人主观的发现，视觉有了新的使

学，现在还有电影的启发。没有人会

命。我特别喜欢梵高，你看到的不只是

● 但有些音乐家能看见音乐的颜色，

说，苹果的启发，让牛顿发现了万有引

一个景，而是一个灵魂。还有像塞尚的

像斯克里亚宾和梅西安。

力。德彪西看到印象派，发现和声的色

结构也十分吸引我，塞尚结构的本身、
201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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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气场，就是它的形状，就是情感

● 你如何评价自己？你觉得自己是一

的生活，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西方和

的表达，就像音乐玩结构一样。

个什么样的人？

东方在人生观上的差异。西方觉得做

○ 我觉得自己是个善良的人。我觉得

人的最高境界，是个性的发扬，而中国

● 想起我们上次音乐会结束时讨论的

善良很重要，人可以有些自私，但不能

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是无为而治。

话题：如何提炼个性。我觉得你这个想

不善良。无私是一种能力，而善良更本

法就是自我风格的一种寻找，从音乐本

质的是指一种直觉。有人曾经说，先做

● 对，读中国古书会越读越消极，而且

身寻找织体潜力。这个想法太棒了。

钢琴家，再做音乐家，再做艺术家，最

我们以消极为美。未必不好，你年龄未

听你的贝多芬，炫技的《伊斯拉

后做人；又说音乐的境界和做人的境

到吧。

美》，还有后面返场的普罗科菲耶夫

界分不开。我对这种讲法深表怀疑。

○ 哈哈，是的，西方是发掘个性，追求

《第七钢琴奏鸣曲》，都能感觉到你的

无数的作曲家和艺术大师的传记记载

多元化，中国是天人归一。我个人觉得

激情，有很多感情、想法和力量需要倾

着他们在做人上的种种偏狭和缺陷，

中国的追求更“玄妙”，而西方的追求

诉和倾泻。这种艺术家气质非常感人，

如贝多芬对任何贵族的过激否定，肖

更健康。

让我觉得音乐会导赏的那篇文章写得

邦狭隘的处世观，瓦格纳夺友之妻，种

太抒情了。能谈谈你对炫技和演奏中

族主义，等等，数都数不清。所以我认

● 具体来看，在音乐中也有这样的表

激情的看法吗？在生活中你也是“激情

为，就算“做人”，也因指的是西方做人

现吧？

型”的人吗？

的宗旨——做一个充满“自我人性”的

○ 对，音乐上西方也是多元化的。创新

○ 我不反对炫技，炫技也是一种感情，

人，而不是中国的那种做人——做一个

和发展是很重要的，虽然创新不是艺

一种激情，它代表一种表面情感。炫技

在人际和人伦关系中成功的人。一个讲

术的本质。

的激情和贝多芬的激情是不一样的，

人性，一个讲人品。前者强调自我，不

一种玩技巧，一种玩音乐。在科蒂斯读

分好坏，后者强调好坏，节制自我。

书时，老师讲，有两种感情，炫技的感

● 对的，像巴赫就不创新，他是一个集
大成的人物，而德彪西是开路先锋。确

情和内在的感情。内在的感情，是紧张

● 那你会选择哪一种人做朋友？

实没有谁优谁劣之分。

的，有凝聚力的，而炫技是放松的。在

○ 这要看情况吧。很多时候一个人的

○ 是啊，我觉得，勃拉姆斯比巴赫更勇

一般情况下，我追求音乐本身所能达到

做人和他的灵魂不能混为一谈。刚刚

敢。

的最高境界，或者“最高潜力”，只能按

说到作曲家们的做人，也就是想说这一

照它的那个意思弹，按照织体本身的

点。音乐作为一门抽象的艺术，反映的

● 为什么？

运动路径。克制有克制的时候，爆发也

只是作曲家的灵魂，不是他的做人！举

○ 因为他处在浪漫主义时代，在大家

是必须的，如果音乐本身给你爆发的潜

一个例子，贝多芬的脾性暴烈，观点偏

都要浪漫、都要往前走的时候，他一个

力而你没有爆发，那这个曲子就黄了。

执，说话做事不考虑他人感受——这

人在往回看，不跟风，这个其实是很有

当然炫技也有场合吧。比如 5月

是人品；而他写出的作品体现出一种血

个性的。他的往回看，回归古典，让德

24日晚上我返场的那个普罗科菲耶夫

性和热情——这是灵魂。莫扎特的作

意志的音乐完整了。他是一个向内“收

《第七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其实

品体现出一种天真和灵性，这是他的灵

藏”的人。贝多芬向外打开大门，而他

我弹的比本来的速度快，加速了爆发力

魂；而他生活上放荡无度，玩世不恭，

负责“收藏”，把德意志学派收藏了。我

就出来了。不是说本来那个速度不好，

这是人品的范畴。瓦格纳的灵魂气吞

们一般都认为，不能没有德彪西，不能

因为我这个是返场，所以炫技更能烘

山河，而他人品中的那些“独裁者”般

没有瓦格纳，看起来没有勃拉姆斯好像

托出那个情境下的效果。

的占有欲却不为他的音乐所反映。灵魂

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有他就完整了。勃

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内热的人，内

是一种人性本质的精神和情感，不受对

拉姆斯的地位太特殊了。别的艺术形式

心比较激情吧，但生活中是个温和的

错、好坏、高低等生活价值观的影响。

中很少出过类似勃拉姆斯这种站在潮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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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想起这几年在国外

流反面却影响力如此之大的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