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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
传统与现代
：古风音乐的当代阐释
□朱芳

今年，影响过众多歌迷的元老古风音乐创作团队
专业化、产业化、体系化制作初具雏形。但需要注意的
墨明棋妙迎来成立 15 周年，他们选择平台频道进行直
是，墨明棋妙从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同好社团”，他们组
播，举行周年生日会，同时，墨明棋妙原创音乐团队 15
织松散，制作流程不规范，制作水平也尚不能和国内主
周年数字专辑《侠字十解》歌曲也陆续上线。回顾过往，
流音乐相比，其作品只是在“古风圈”流传，尚未突破
古风音乐在其发展的十余年间，已然蜕变。尽管在学术 “自娱自乐”的创作形态。而 2010 年以后，以动漫、游戏
上对于“古风音乐”的定义尚不明确，但从古风音乐爱
的影视化改编为契机，其中，游戏《仙剑奇侠传》系列的
好者到一般的古风音乐听众，都对其音乐风格达成了
影视剧改编尤为成功，在收视和口碑上获得丰收，在开
一定的共识。歌词古雅，曲调唯美，伴奏多用我国民族
启了中国电视剧市场“仙侠古偶”的时代的同时，也将
乐器，古风音乐在风格上有着独特的美感，有别于偏
古风音乐推向大众。古风圈依托电视剧的成功粉丝群
重金属感的摇滚音乐和倾向厚重感的古典音乐。从旋
体数量激增，古风音乐创作也迎来了新阶段持续性的
律到歌词，古风音乐都在追求一种“古韵”，从中国传
创作高潮，一方面，粉丝群体中的专业音乐人加入，使
统乐器中取用旋律音色，从古典诗词中取用歌词意
得古风音乐创作在质量上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主流音
象，从古代故事、典故中获取立意，成为古风音乐创作
乐市场也注意到了古风音乐的存在。如今，古风音乐不
的普遍手段。从古风音乐的艺术形态上来看，其发展
仅在网易云音乐、QQ 音乐等音乐平台独占一席，古风
的文化根源是中国古典文化，同时，在当代文化的视
音乐人更是纷纷受邀为大型网游、古偶电视剧等制作
阈下，古风音乐又是动画、漫画、游戏、小说等当代流
歌曲，墨明棋妙乐团就先后为游戏《古龙群侠传》
《笑傲
行文化发展下二次创作的产物，从发展历程看，古风
江湖》等制作主题曲，加之抖音的崛起，作为短视频配
音乐的发展从本质上颇有现代文化向传统文化“求
乐的古风音乐也爆款频出，更为大众所熟知。综上，古
索”的意味。作为以二次元文化为阵地发展起来的小
风音乐已经悄然完成了从小众文化向当代大众文化的
众音乐风格，古风音乐一度“盘踞”在小众爱好者圈
转变。
层，其发展深度和传播广度都有所局限，但随着文化
古风音乐的价值：
的不断融合与发展，古风音乐逐渐实现了其“破圈”，并
故事到演唱，从表达到寓意，当创作者回归到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的融合
逐渐发展成为主流音乐中不可缺少的音乐类型。作为
之中，
就会有更多的
“中国音乐”
被创作出来。
流行音乐中的新生力量，一方面，古风音乐在创作主
古风音乐之“古”可以从词、曲两个方面加以赏析。
挺进主流市场是古风音乐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这个
体、受众规模、传播领域等方面不断突破，一直在开辟
首先，从旋律曲风上，
“古风”音乐善于在编曲中加入中
过程并不是单向的。我们必须看到，古风音乐的加入无
主流音乐市场阵地；另一方面，古风音乐本身的独特性
国传统乐器，营造一种古韵悠长的音乐氛围，如《锦鲤
疑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注入了一管新鲜的血液，
对当下
抄》中的点睛二胡，
《琵琶行》中的扬琴、琵琶，
《倾尽天
也反哺了当今流行音乐的创作，
“ 古风”成为时下音乐
流行音乐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一方面，由于古风音
人们探索的方向之一。
下》前奏中的笛子、古筝等；除此之外，从中国戏曲唱腔
乐作曲、编曲的难度较低，它的“流行化”有助于开启流
中发展而来的“戏腔”唱法，近年来也常见于古风音乐
行音乐“平民化”创作的时代；另一方面，无论是早年间
古风音乐的发展：
的演唱中，如《典狱司》
《北海》等。从歌词上，古风歌曲 “QQ 音乐三巨头”之一的许嵩靠“古风”闯出一片天地，
小众文化向当代大众文化的破圈
用综合文言、诗词的句式句法，运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
还是近年来《红昭愿》
《芒种》等歌曲传唱一时，抑或是
词句意象来填写歌词，相思红豆、天涯仗剑、江南烟雨
古风音乐在中国的萌芽与发展，要追溯到本世纪
《半生雪》
《踏山河》等成为抖音神曲，
我们都能看到古风
初期。彼时，动画、漫画、游戏等兼具娱乐性和艺术性的
等常见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词句和主题也同样在古风歌
音乐的面貌越来越多样，无论在词或曲上，都与既有的
文化产品随着电视和网络的普及走入青少年的生活，
词中可以瞥见。值得一提的是，古风音乐不仅是用古典
流行音乐结合得更加紧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意味
词句表达，也从古籍典故中立意，讲述“中国故事”，如
着流行音乐的面貌越来越多样。近年来，
“古风”音乐风
迅速赢得青少年的喜爱。相同爱好的个体之间相互吸
《琴师》所写的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我国有史书记载的
引，进而形成了集体效应，
“ 二次元圈”就此诞生。最初
格及其市场潜力日益被关注，
使得
“古”
音乐元素成为当
兴趣相同者之间仅限于基于文化产品的交流和谈论，
最早的琴师钟仪的故事，而《琵琶行》更是对白居易长
代流行音乐的新热点。
“古风电音”
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
但年轻人逐渐不满足于此，于是，流行文本的同好者在
诗《琵琶行》的原词演绎，将诗中的故事、词句、意境完
而来的典型音乐类型，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古风音乐
原作或原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内容包括对于影
整的保留下来。从文化根源上分析，古风音乐是在中国
实现了和电子音乐的融合。以徐梦圆为例，作为古风电
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最终形成并发展的，是当代年轻人
音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他将琵琶、古筝等中国传
视、小说、动画等流行文本的重新演绎与改编。古风音
乐便由此产生。
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向传统文化求索的结果。站在受众
统乐器的音色大胆的融入到欧美电子音乐中，
创作出具
在古风音乐发展初期，基于既有歌曲的改编和填
的角度，古风音乐的传播和流行，对于中国民族器乐、
有浓浓中国风的作品，
为听众所称道。
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可以
诚然，古风音乐尚处于成长阶段，它依然存在很多
词成为主要的创作形式，当时的创作还停留在个体创
作的层面，虽然也有心然、董贞等小有影响力的古风音
让大家以古风音乐为窗口，去品读诗词歌赋的美感，去
问题，但我们应该看到，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古风音
乐人崭露头角，但整体创作水平依然很低。2007 年，古
领略古人插花品茶、对酒当歌的生活意趣，去了解历史
乐，正在拥抱当下市场，完成其流行音乐的蜕变；古风
风音乐发展迎来了第一个转折，墨明棋妙原创音乐团
深处的人物轶事……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自
音乐正在拥抱现代技术，反哺流行音乐的创作，完成类
队成立，标志着古风音乐制作进入了集体创作阶段。墨
我，寻找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站在创作者的角度，古
型的突围与融合，古风音乐的传播和发展是传统和现
风音乐使人们意识到，灿烂而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将
代的兼容并蓄，
共同发展。
明棋妙原创音乐团队中囊括了曲、词、唱、奏、混音、MV
制作、美工各方面人才，从墨明棋妙开始，古风音乐的
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的音乐创作提供养料，从词到曲，从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副教授）

第十五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开幕
9 月 9 日晚，由北京文联、中国国家话剧院
主办，北京剧协和北京青年戏剧工作者协会承
办，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支持的第十五
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小剧
场开幕。19 位青年导演的 18 部新作在 3 个月时
间里将在线下、线上相继亮相。
在当晚率先举办
的“48 小时 V 戏剧”单元中，大山猫剧团的《欢
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和磁福中年剧团的
《胆小慎入！夜访老剧场！
》从 6 部现场竞演作品
中脱颖而出，分获“最佳创意奖”和“最佳作品
奖”
。
此外，
戏剧节
“戏剧在读”
“戏剧在谈”
“戏剧
在听”
“戏剧在嗨”
“戏剧在案”等单元板块内容
也将陆续揭晓。
青戏节艺术总监孟京辉表示，面对当下生
活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挑战，青年创作者们在新
的命题和时代之思中始终能以活跃的思维发现
灵感、保持创造。据悉，本届青戏节“戏剧在场”
单元，14 位导演的 13 部新作将分别在北京 7 家
剧场上演。
其中，
既有以鲜明的艺术风格聚焦后
疫情时代的李凝的《宽恕尾椎》、洪天贻的《花
园》、杨志晓的《破晓·每日居家》、温琦的《无处
可逃 No Way Out》；也有从不同视角切入个
人身份与精神观照的命题，
如潘晓楠的《日记帮

助构成》、孙铭池的《铭铭》、李瑜和赵婕宇让的
《醉夜游神》、顾雷的《长翅膀的杜若》；
还有通过
对社会现象与各种议题的探讨，展现青年创作
者思辨力与创作力的曲媛媛的《天堂没有最佳
赏味期》、陈老巨的《狗的荒原》、白尚武的《所以
眼泪总在破晓前毫无征兆地掉落》、扎西旺加的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等作品。
“戏剧在线”单
元中，张哲川的《致命文档》、回响 Echoing 团
队的《禁闭所 A Space For One Person》、林
宏佳的《直到最后》、马璇的《白夜》、孩子马戏团
创作团队的《我们 WOMEN》等作品将以个性
化的媒介表达在云端呈现给广大观众。
据介绍，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自 2008 年创
办以来，
以培养青年戏剧创作人才、推出优秀青
年戏剧作品为宗旨，已培养了李建军、王翀、陈
明昊、邵泽辉、杨婷、李凝、孙晓星、丁一滕等一
批青年导演，推出了青年戏剧家作品 493 部，其
中包括英、法、德、意、俄、美、日等 20 个国家创
作的 91 部优秀作品；同时，有 32 部中国优秀戏
剧作品在亚、欧、非三洲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
地的国际戏剧节参加展演，演出场次 600 余场，
使青戏节的平台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
桥梁。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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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文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曲协、内蒙古
自治区文联、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八届全国
少数民族曲艺展演近日在鄂尔多斯市举行。展演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努力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
合现代文明的曲艺精品，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
喜庆氛围。
本届展演自今年 3 月启动以来，共收到 22 个曲协团体
会员和 6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民（宗）委（厅、
局）报送的 79 个
曲种的 131 个节目，
其中 88 个节目来自西部地区。
参选节目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颂扬民族团结，
弘扬主旋律、
传
递正能量为主线，
用观众熟悉的相声、
小品、
快板、
单弦、
二人
转，
和极具少数民族特色的好来宝、乌力格尔、盘索里、瑶族
铃鼓、
苗族嘎百福、
白族大本曲、
藏族扎念弹唱、
土族道拉，
以
及鼓曲联唱等创新表演形式，
既说唱优秀传统经典，
也反映
建党百年、
抗击疫情和少数民族同胞幸福生活等主题。
两天的演出中，祝赞词《礼赞新时代》、陶力《英雄江格
尔》、盘索里《沈清传之父女相逢》、苗族嘎百福《搬出大山幸
福来》、好来宝《献礼伟大的党》
《科尔沁走马赞》、岱日查《美
丽乡村我来说》、乌力格尔《扬鞭催马新征程》等少数民族曲
艺节目精彩纷呈，快板《说唱民族团结》、评弹《救心行动》、
呱嘴《走在幸福的大路上》、河南坠子《端砚》、温州鼓词《带
货姑娘》、曲艺小品《民兵额吉》、单弦表演唱《一家亲》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曲艺节目引人入胜，生动展现了各民族交往
交融交情谊、同心同德同发展的美好景象。 （晓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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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新时代中国艺术家
的神圣艺术使命。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由中
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 23 支乐团联合委约创作、赵麟
作曲、上海交响乐团世界首演的交响乐《千里江山
图》，是一部具有中华美学精神品格的音乐作品。
它体
现了中华美学精神独特的气象气息。
中国人和西方人
对于大自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西方文化把风景作为
一个纯粹的对象，加以精确和尽可能客观的描绘。中
国文化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对大自然、对风景的独特审
美意识，
或者说是哲学意识。
同样面对自然风光作画，
中国是山水画，西方叫风景画。风景画是冷静地描摹
大自然真实的状态。
山水画除了表达大自然的气象之
外，还传达人和自然的和谐、共荣、天人合一。孔子讲
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庄子说，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
与我为一。就是说人和山和水和宇宙之间，有一种心
灵上和精神上的呼应，
是浑然一体的。
汉魏六朝以后，
我们更是形成了自成体系、非常发达的山水画和山水
诗。大自然以风景作形态，作为审美对象进入艺术的
时候，则大体是从《蒙娜丽莎》开始的，山川河流的风
景的背景，
由此逐渐形成了独立的风景画。
欣赏、理解
交响乐《千里江山图》就要从中国人对自然意识的理
解进入。中国山水画和西方的风景画不一样。风景画
□
强调的是焦点透视，就是通过一个固定的视点看风
景，近大远小。山水画则以散点透视的方式观察看取
大自然，讲究平远、高远、深远“三远”。这部作品总的
来说，
它的风格是偏向优美，
偏向于逶迤和柔和，既空
灵又悠远。
移步换形，
你在欣赏山水美景时，
人被自然
一点点的融化。
像民间故事里的
“画中人”
，
像《桃花源
记》中的渔夫“缘溪行”，进入佳境。你听音乐，不仅仅
是在欣赏大自然的山水风景画，而是慢慢地随着这个
作品融入到自然当中，自己也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当你听到风声时，你成
为风，掠过山谷，掠过松林的树梢，你是流水的一部分，一泓水波流过山
谷，你是流云在月光下漂浮。
中国美术史上有两件北宋时代的作品非常引人注目。一件是张择端
的《清明上河图》，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世俗社会生活。还有一件就是 12 米
的青绿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集中表达中国文化意识中人和山水和自
然的关系。
这些年，
国潮和宋韵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自信再发现的重要文化
思潮。2017 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展出，观众排队 3 小时一睹风采。舞蹈
家以此为主题创作的舞剧《只此青绿》红遍全国，文学则有红色题材的长
篇小说《千里江山图》。
现在是以音乐为媒介的交响乐《千里江山图》。
作曲家赵麟出身世家，其祖父赵望云先生是黄土高原长安画派开宗
立派的创始人，父亲赵季平是新时期中国音乐民族化的杰出探索者。
得天
独厚的家学渊源，使他对绘画、音乐，
对中国文化，
有着自己的深刻体验和
哲学感悟。交响乐《千里江山图》以笙、琵琶、二胡、竹笛、人声与交响乐队
交错浑成的丰富的音色和织体，既表达原画中青山叠翠绿水蜿蜒浩渺流
云悠闲自在的飘逸的画意，同时，又借用苏东坡、辛弃疾山水诗的精华语
词，特别是唐代伟大的山水诗人孟浩然写庐山的组诗诗意。所以，它是山
水诗和山水画叠加，是真切细腻描绘山水大自然风光的优美音画，
是与人
在山水间行走，浏览、沉浸其间，主体惬意旷达自由的内心感受的抒情音
诗，是交响乐民族化综合的当代表达。
峰回路转。全曲最后乐章，焕发出“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
折腰”的气概，表现了中华民族对祖国河山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些表现
是很壮观的。毛泽东题庐山有“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名句。结束部分就
像庐山的险峰一样，呈现了一种昂然挺立、耸峙江边、跃上葱笼的雄
姿。也抒发了 900 年前，一个 18 岁的青年画家，胸怀壮美河山，意气风发
的青春情怀。
交响乐《千里江山图》首演总体是成功的，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喧嚣而
不乏焦虑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沁人心脾的清泉、一缕习习的清风，与现场
听众的情感投入，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美学效果。
希望在首演后再听取一些
意见，如诗句的择取方式，节奏、布局的微调等，继续加工，成为一部能够
代表中国民族风格、有中华美学精神品格和时代气息的优秀交响乐作品。
我想，它会引起国外的音乐界的兴趣。因为这样一种音响组合，民族器乐
的穿透力，和独特的韵味，是西洋交响乐所没有的。期待能够精心打磨成
为一部能够代表我们国家，
代表中国文化新成就的交响乐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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