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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伊果．斯特拉溫斯基（Igor Stravinsky, 1882-1971）的《D 調小提琴協奏曲》創作於
1931 年，這首樂曲是斯氏第一次為小提琴創作協奏曲。斯特拉溫斯基本人並不會演奏小
提琴，這使得他可以從完全不同的觀點來思考，以較不常出現的技巧、非小提琴正常的
演奏方式（anti-violinistic）來創作。從《D 調小提琴協奏曲》開始的十年間，斯特拉溫
斯基與小提琴家杜希金（Samuel Dushkin, 1891-1976）密切合作，兩人從斯特拉溫斯基的
芭蕾舞劇、歌劇、鋼琴作品中選曲，為小提琴與鋼琴改編了多首二重奏作品並且巡迴演
出，為小提琴的聲響和演奏技法開創一個新的格局。這些二重奏曲目包含 1932 年改編
自芭蕾舞劇《仙女之吻》
（The Fairy’s Kiss, 1928）的《嬉遊曲》
（Divertimento）
，以及 1933
年改編自芭蕾舞劇《普欽奈拉》（Pulcinella, 1920）的《義大利組曲》（Suite Italienne）。
斯特拉溫斯基的新古典主義時期（neoclassic period）為 1920-1951 年，他的小提琴
作品大多是這個時期的創作。在這三十年間，斯特拉溫斯基試圖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創
作，音樂風格冷靜、簡約。最重要的是，斯特拉溫斯基運用二十世紀的創作手法來重新
詮釋十八世紀的作曲形式與作品，保留巴洛克時期的特色並且巧妙地加入新穎的音樂元
素。
本篇論文將簡述斯特拉溫斯基的生平、時代背景、音樂風格，以及小提琴作品，進
而針對《D 調小提琴協奏曲》
、
《義大利組曲》
、
《嬉遊曲》的創作背景做研究，並且深入
了解這三部作品的樂曲結構和演奏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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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gor Stravinsky‘s (1882-1971) Violin Concerto in D was composed in 1931, which
represents his first attempt at composing a concerto with the violin as solo instrument. Not
being a violinist himself, Stravinsky came upon many unique ideas, generating musical figures
independently of what is usually suggested by the physical configuration of the instrument and
the familiar movements of the player's fingers and developed a kind of 'anti-violinistic' writing
style.
Stravinsky’s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violinist Samuel Dushkin (1891-1976) began
with his Violin Concerto in D and continued for over a decade. Together, they transcribed a
number of pieces from Stravinsky’s ballets, operas, and piano works for violin and piano. In
addition, the duo performed these transcriptions on tour together, introducing a new vista of
sound and technique to a wide audience. This duo repertoire includes Divertimento (1932,
transcription from ballet Le Baiseer de la fée) and Suite Italienne (1933, transcription from
ballet Pulcinella).
1920-1951 marks the neoclassic period of Stravinsky’s career, during which time most of
his violin works were finished. In this thirty-year span, Stravinsky tried to compose in an
objective and rational way, demonstrating a cool and simple style of writing. Stravinsky applied
his own distinct 20th-century approach to the 18th-century composition form and works,

iii

preserving the features of baroque period and inserting novel musical elements masterfully.
This study will reassess the biography, time, musical styles, and the violin works of
Stravinsky. Furthermore, the musical background, analyses, and performance interpretations of
Violin Concerto in D, Divertimento, and Suite Italienne will be discussed in detail.

Keywords: Igor Stravinsky, neoclassicism, neoclassical period, Violin Concerto, Suite
Italienne, Divertimento, Samuel Dush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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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伊果．費多羅維奇．斯特拉溫斯基（Igor Fedorovich Stravinsky, 1882-1971）的小提
琴作品在二十世紀的現代小提琴曲目當中，佔有 極重要的地位。他的新古典主義
（neoclassicism）創作風格，1以及偏離傳統的小提琴作曲手法，賦予小提琴在音色和演
奏技巧上嶄新的樣貌。初步接觸斯特拉溫斯基的作品是筆者在德國留學的過程中，曾參
與管弦樂團的音樂會，演奏過斯特拉溫斯基的《火鳥》
（The Firebird, 1910）和《春之祭》
（The Rite of Spring, 1913）
，感受極為震撼，但當時對斯氏其他的小提琴獨奏作品之認識
則稍嫌不足。碩士畢業回國後，筆者於 2017 年 2 月 22 日前往國家音樂廳聆賞「格里摩
2017 小提琴獨奏會」
（David Grimal 2017 Violin Recital）
，2並且對節目中的最後一首作品
－斯特拉溫斯基為小提琴與鋼琴創作的《嬉遊曲》（Divertimento）留下深刻的印象。格
里摩精彩的詮釋激發筆者學習《嬉遊曲》的動機，並且希望更進一步了解斯特拉溫斯基
的小提琴作品，因此同時選定了音樂會常見的曲目《D 調小提琴協奏曲》
（Violin Concerto

二十世紀初，音樂界興起新古典主義的風潮，其特色是復興浪漫時期以前均衡的樂曲結構和簡
約分明的音樂風格，並且加入新的創作元素。「新」（neo-）常隱含著對巴洛克時期、古典時期音樂特
徵的仿作或變化，主要的美學特徵為客觀、有節制的表達，作曲技巧包含清晰的動機、輕薄的織度、均
衡的曲式，以及依循傳統的風格和樂曲架構來創作。KRUMMACHER, FRIEDHELM, RUDOLF
STEPHAN. “Klassizismus.” In: MGG Online, edited by Laurenz Lütteken. Bärenreiter, Metzler, RILM, 2016–.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1996. Article published online 2016. Accessed November 26, 2021. https://www.mggonline.com/mgg/stable/11692
1

小提琴家格里摩（David Grimal, b.1973）五歲開始學習小提琴，1993 年就讀法國巴黎國立高等
音樂學院期間，得到小提琴與室內樂大賽的首獎。
2

1

in D）和《義大利組曲》（Suite Italienne）做研究。
由於斯特拉溫斯基不會演奏小提琴，小提琴家杜希金（Samuel Dushkin, 1891-1976）
3

在當時成為他創作時的得力幫手，提供譜寫小提琴聲部的建議，這份合作關係維持了十

年。兩人第一次合作的作品是《D 調小提琴協奏曲》，斯特拉溫斯基希望創作出不同於
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 1833-1897）、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
柴科夫斯基（Pyotr ll’yich Tchaikovsky, 1840-1893）的小提琴協奏曲，因此摒棄當時以優
美旋律和炫技為主的作曲理念，企圖創造屬於他個人的小提琴語法，比如四個樂章以同
樣的三和絃開始，上面兩音是極為罕見、寬廣的十度雙音。值得注意的是，斯特拉溫斯
基以不同以往的觀點為小提琴創作，強調敲擊效果（percussive effect）
；刮擦小提琴（scrape
of the violin）
，以連續的上弓、在弓根處（au talon）重複拉奏下弓、和絃（repeated upbows,
downbows and chords）。4
較為特別的是，在《D 調小提琴協奏曲》最後一個樂章裡，斯特拉溫斯基創作了
一段給小提琴獨奏家和樂團首席的二重奏，似乎有意模仿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的《雙小提琴協奏曲》（Concerto for Two Violins in d Minor, BWV 1043）。
斯特拉溫斯基在杜希金的協助下，完成了幾首給小提琴和鋼琴二重奏的改編曲。本
篇討論的《義大利組曲》中，多數的樂段是斯特拉溫斯基引用十八世紀作曲家裴哥雷希

杜希金是出生於波蘭的美國籍小提琴家，他在孩提時離開俄國，拜師於巴黎音樂院的教授雷米
（Guillaume Rémy, 1856-1932）
，並且接受過小提琴大師奧爾（Leopold Auer, 1845-1930）的指導。杜希金
於 1918 年在巴黎首次登台，1924 年在紐約首次登台，但他在歐洲的名氣較為響亮。杜希金的養父菲爾喬
德（Blair Fairchild, 1877-1933）是極為富有的美國作曲家，杜希金在巴黎、紐約的音樂教育和生活費用都
是由菲爾喬德資助。
3

Lena Seeger, “Stravinsky and the Violin: Aspects of Style in Stravinsky’s Violin Transcriptions,” (DMA
Documen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015), 20.
4

2

（Giovanni Battista Pergolesi, 1710-1736）的作品而創作。
《嬉遊曲》是斯氏從柴科夫斯基
的鋼琴、聲樂作品得到靈感，以個人獨特的和聲與作曲手法，重新創作出似曾相似的音
樂。
在國內尚未有探討斯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之專書，而國內論文大多僅針對單首
樂曲作研究。有鑑於此，筆者雖自認才疏學淺，仍希望研究、詳述斯特拉溫斯基三首較
為重要的小提琴作品，並且加上自己觀察到的論點在這份論文中提出，期盼能將研究心
得以及演奏經驗分享給有興趣的同好，提供一個可以參考的資料。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論文最主要的研究範圍是斯特拉溫斯基的三首小提琴作品《D調小提琴協奏曲》
、
《義大利組曲》和《嬉遊曲》
。筆者將會由「創作背景」
、
「斯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
、
「樂曲分析」
、「演奏詮釋」等面向探討分析。
「創作背景」將會概括地介紹斯特拉溫斯基所處的時代背景和作曲家的生平。斯氏
一生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戰後物資缺乏、資金不足、各種豐富及多元的思潮湧現，大環
境的動盪不安激發他創作各種類型的音樂，並且不斷地嘗試充滿新意的作曲手法。「斯
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所探討的範圍是斯特拉溫斯基創作小提琴作品的觀點和理
念，並詳細敘述斯氏和杜希金的合作關係，除此之外，筆者將會進一步討論斯氏較常使

3

用的小提琴作曲手法和「較不常出現的技巧、非小提琴正常的演奏方式」
（anti-violinistic）
。
在「樂曲分析」的部分筆者將會探討三首作品的曲式、和聲、節奏、樂句結構，以
及各首樂曲的特色。雖然斯特拉溫斯基用協奏曲、組曲、嬉遊曲命名這三首作品，但經
過仔細觀察後，筆者發現斯特拉溫斯基並無依循傳統的曲式來創作，而是以創新的作曲
手法重新詮釋傳統的曲式。舉例來說，在《D 調小提琴協奏曲》中，斯特拉溫斯基捨棄
傳統協奏曲快、慢、快三個樂章的形式，以觸技曲、詠嘆調一、詠嘆調二、隨想曲來創
作。
《義大利組曲》
、
《嬉遊曲》則是包含了作曲家原創的音樂元素與其他作曲家的旋律，
筆者將會分樂章逐句的分析、比對。
「演奏詮釋」的部分，筆者將提出自己的演奏心得與
詮釋觀點。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進度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
《義大利組曲》
、
《嬉遊曲》是斯特拉溫斯基分別從十七世紀
的巴赫、十八世紀的裴哥雷希、十九世紀的柴科夫斯基之作品得到靈感而創作，筆者依
照巴赫、裴哥雷希、柴科夫斯基的時代，訂定本篇論文的研究順序。
本論文分成七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研究方法
與進度，以及文獻探討。第二章概述斯特拉溫斯基所處的時代背景、生平和音樂風格。
第三章為斯特拉溫斯基的新古典主義時期（neoclassic period）
，分為三節：第一節為二十
4

世紀的小提琴作品概述，筆者將會簡述二十世紀小提琴作品的音樂風格與演奏特點；第
二節為斯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概述；第三節將會進一步討論斯特拉溫斯基所使用的
小提琴語彙。第四章探討《D 調小提琴協奏曲》，內容包含斯特拉溫斯基和杜希金的合
作關係、創作背景、樂曲分析與演奏詮釋。第五章討論《義大利組曲》
，內容包含芭蕾舞
劇《普欽奈拉》
（Pulcinella）的創作背景、
《義大利組曲》的作品概述、樂曲分析與演奏
詮釋。第六章研究《嬉遊曲》，內容包含芭蕾舞劇《仙女之吻》（The Fairy’s Kiss）的創
作背景、
《嬉遊曲》的作品概述、樂曲分析與演奏詮釋。第七章為結論，經由以上章節的
研究與探討，融合筆者客觀和主觀的看法，歸納、彙整出本論文的結論。
在西文作者和音樂名詞之翻譯上，筆者主要參照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
詞暨辭書資訊網，惟考量到國內現今使用的譯名之流通性，部分的譯名參考施寄青翻譯
的著作《春天加冕－史特拉汶斯基》。此外，本篇論文引用外文書籍之內容皆為筆者自
譯，並採用標楷體呈現（與文本書寫之新細明體有所區隔）
，關於原文之出處皆標示於註
腳。

第四節 文獻探討

關於斯特拉溫斯基的生平故事，最直接的第一手資料為作曲家本人於 1935、1936 年
出版的兩集法文自傳 Chroniques de ma Vie 之英文版，此英文版《伊果．斯特拉溫斯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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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Igor Stravinsky: An Autobiography）於 1958 年發行。 5這本自傳以第一人稱敘述斯特
拉溫斯基 1934 年以前的創作歷程，使讀者可以了解斯氏的觀點與音樂事業的發展。英
國音樂學者懷特（Eric Walter White, 1905-1985）的著作《斯特拉溫斯基，作曲家和他的
作品》
（Stravinsky, the Composer and His Works）則是以客觀的角度描述斯特拉溫斯基一
生不同階段之際遇，並且詳實地記載斯氏的每部作品，包括創作背景、製作過程、演出
細節等，可說是一份寶貴的參考文獻。
奧利佛（Michael Oliver, 1937-2002）的《伊果．斯特拉溫斯基》
（Igor Stravinsky）內
容除了涵蓋斯特拉溫斯基的生平和創作經歷，更詳述了斯氏和編舞家、舞蹈家、畫家、
設計師的合作關係，加上豐富的歷史圖像，使讀者能全面地了解斯特拉溫斯基的作品。
除此之外，懷特的《斯特拉溫斯基：一份評論性的調查》
（Stravinsky：A Critical Survey）
、
弗拉德（Roman Vlad, 1919-2013）的《斯特拉溫斯基》（Stravinsky）與格里菲斯（Paul
Griffiths, b.1947）的著作《斯特拉溫斯基》
（Stravinsky）以斯氏重要作品之創作歷程、樂
曲內涵，以及作品風格之分析為主軸，並且穿插生平概述。
由克拉夫特（Robert Craft, 1923-2015）與斯特拉溫斯基共同編撰的訪談式對話《呈
示與發展》
（Expositions and Developments）忠實地紀錄斯氏的觀點，同時回顧斯氏 1960
年以前的重要事件。斯特拉溫斯基在《呈示與發展》中用較輕鬆、坦率的方式論述內心
的想法，並且栩栩如生地描繪陳年往事。相較於 1936 年的自傳大多著重於創作過程，
並且只記載 1934 年以前的經歷，
《呈示與發展》更多地敘述作曲家平易近人的生活日常。
克拉夫特的第一本個人著作《斯特拉溫斯基－生活一瞥》
（Stravinsky: Glimpses of a Life）
不僅描述斯特拉溫斯基在法國和美國的生活、幾部重要作品的創作，更提及斯氏鮮為人
知的家庭生活，包含和兩任妻子、孩子們的關係。除此之外，克拉夫特的另一本著作《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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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溫斯基自傳》於 1958 年由紐約的出版社 M. & J. Steuer 發行。
6

特拉溫斯基－一份友誼的紀錄》（Stravinsky: Chronicle of a Friendship）以作者的日記為
基礎，詳細地紀錄斯特拉溫斯基晚年的日常生活、社交狀況、活動剪影、書信往來，對
深入了解斯特拉溫斯基是一份不可或缺的文獻資料。
克洛斯（Jonathan Cross, b.1961）的《斯特拉溫斯基傳奇》（The Stravinsky Legacy）
針對斯特拉溫斯基的藝術美學和創作手法詳加論述，書中探討的範圍包含樂曲的塊狀創
作手法（block form）
、節奏上的結構安排、斯氏對二十世紀作曲家所產生的影響、斯氏
的新古典主義創作之分析等。此書雖然沒有直接提及斯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但是
從理論觀點上對斯氏的創作完整且全面地做介紹，對研究者來說是一本值得參考的書籍。
除此之外，由克洛斯編輯的著作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travinsky 彙整了全球頂尖
的音樂學者所撰寫之論文，主題包含斯特拉溫斯基的成就、影響、創作風格，以及作品
分析。另外，俄國音樂學者德魯斯金的（Mikhail Druskin, 1905-1991）
《斯特拉文斯基傳
－性格．創作．觀點》（Igor Stravinsky: his life, works and views）深入探討俄國文學和音
樂對斯特拉溫斯基的影響，並且針對斯氏的性格與創作風格作論述。
在中文文獻方面，筆者主要參考施寄青的《春天加冕－史特拉汶斯基》
，此書翻譯自
《伊果．斯特拉溫斯基自傳》
；許常惠的《音樂七講》
，此書翻譯自《音樂詩學》
（Poétique
musicale）
；彭宇薰的《藝術．文化．跨界觀點：史特拉汶斯基的音樂啟示錄》
；汪純子與
王紅川共同著作的《斯特拉文斯基畫傳：古典音樂燦爛的現代之聲》
，此書翻譯自西約昂
（Robert Siohan, 1894-1985）的《斯特拉溫斯基》（Stravinsky）；陳蕙慧的《史特拉汶斯
基》，此書翻譯自弗爾諾（Roland Vernon, b.1961）的《介紹史特拉汶斯基》
（Introducing
Stravinsky）
。
目前並未有專書討論斯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國內的碩博士論文大多以《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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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組曲》
、
《嬉遊曲》
、
《D 調小提琴協奏曲》單首樂曲為研究題目，筆者主要的參考資料
為 Karen A. White 的博士論文《斯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Violin Works of Igor
Stravinsky）
、Lena Seeger 的博士論文《斯特拉溫斯基和小提琴：探討斯特拉溫斯基的小
提琴改編曲之風格》（Stravinsky and the Violin: Aspects of Style in Stravinsky’s Violin
Transcriptions）
，以及小提琴家、音樂學者施瓦茲（Boris Schwarz, 1906-1984）的英文專
文 《斯特拉溫斯基、杜希金和小提琴》（Stravinsky, Dushkin and the Violin）。
Karen A. White 在博士論文《斯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中，概述了斯特拉溫斯
基的生平，以及作曲家的小提琴作品。Karen A. White 將斯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音樂分
為兩大類，原創作品與改編作品，並且針對《D 調小提琴協奏曲》
、
《雙重協奏曲》
（Duo
Concertant）、《義大利組曲》、《嬉遊曲》的創作背景和樂曲特色詳加敘述。值得注意的
是，本篇論文並無深入探討作品的樂曲形式或作曲手法，但在相關資料極為稀少之際，
對演奏者和研究者是一份有價值的參考文獻。
另一份重要的參考資料為 Lena Seeger 的博士論文《斯特拉溫斯基和小提琴：探討
斯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改編曲之風格》。撰文者首先概括地介紹二十世紀的小提琴改編
曲、作曲家的改編手法，再深入討論斯特拉溫斯基於新古典主義時期的作品特色。最重
要的是，本篇論文詳盡地討論斯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語彙、作曲手法、各個作品的特色。
施瓦茲以演奏家、音樂學者之觀察，在《斯特拉溫斯基、杜希金和小提琴》一文中
敘述斯特拉溫斯基和杜希金的合作關係、《D 調小提琴協奏曲》的創作背景，以及斯特
拉溫斯基對這部作品的觀點，為研究者提供重要的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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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希望藉由上述主要的參考文獻，在此論文中將《D 調小提琴協奏曲》
、
《義大利
組曲》和《嬉遊曲》的獨特之處和所包含之意念彙整出來，希望能讓有興趣的演奏家和
音樂學者多一份具參考價值的研究資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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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斯特拉溫斯基的創作概論

第一節 時代背景

斯特拉溫斯基出生於十九世紀末的俄國，一生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斯氏
礙於健康的因素未受到徵召入伍，因此可以專注地發展音樂事業。大時代的變動、戰亂
的衝擊、豐富的人文思潮對他的生活與創作手法造成影響，激發出多樣化的創作風格。
除此之外，斯特拉溫斯基因著巡演而造訪各地，曾於俄國、法國、瑞士、美國長期居住，
起初於 1934 年入籍法國，最終定居在美國加州並且於 1945 年入籍美國。這些經歷與變
遷使得他有機會接觸各國文化和二十世紀百家爭鳴的藝術潮流，成為滋養他創作的養
分。
斯特拉溫斯基三十二歲時，第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 1914-1918）爆發，戰前
他透過芭蕾舞劇《火鳥》
、
《彼得羅希卡》
（Petrushka, 1911）
、
《春之祭》成功地於巴黎的
樂壇嶄露頭角。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最終使他完全切斷和祖國的連結，創作手法
從俄羅斯風格轉為新古典主義，同時，受限於戰時短缺的製作經費，斯氏開始創作編制
精簡的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在歐洲，也被稱為「歐戰」
，戰前歐洲列強在政治勢力、殖
民地掠奪、軍備競賽上的利益衝突顯得錯綜複雜，
「歐洲火藥庫」巴爾幹半島積壓已久的
民族糾葛和分裂成為歐戰的主要導火線。1914 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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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 Ferdinand von Österreich-Este, 1863-1914）夫婦在塞拉耶佛遭塞爾維亞的激進青
年暗殺身亡，一個月後爆發為期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對立的同盟國（德國、奧匈
帝國、土耳其、保加利亞等數個國家）與協約國（英國、法國、俄國、美國、中華民國、
義大利等國）為主要軍事陣營。這場塗炭生靈的戰爭從歐洲列強互相牽扯下演變成延燒
至全球的歷史大戰，造成一千六百萬人死亡、兩千一百萬人受傷，人口和經濟的損失龐
大，數百萬平民流離失所、疾病纏身。除了美國與亞洲外，歐洲各國都遭受重創，戰敗
國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必須負擔巨額賠款，埋下二十年後另一場世界大戰的種
子。6
俄國於二十世紀初歷經動盪不安的內憂外患，國內農奴制的經濟體系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中瓦解，飢寒交迫的俄國人民在工廠倒閉、失業率驟增、長期通貨膨脹、糧食缺乏、
貧富差距的惡劣環境中，於 1917 年起義推翻三百多年來的君主專制政權，史稱二月革
命（Feburary Revolution）。二月革命後由中產階級和自由派組成臨時政府，然而，列寧
（Vladimir Lenin, 1870-1924）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於同年發動十月革命
（October Revolution）
。列寧在成功取得政權後成立蘇維埃（Soviet）政府，宣布俄國退
出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兩場革命是俄國歷史上的鉅變，接下來隨即爆發內戰，多達三十
萬人捲入鬥爭中。列寧政府把國家所有的工業國有化，並且根據國家政策重新分配土地，
列寧於 1922 年完全控制俄羅斯後即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個共產極權國家－蘇維埃社會主

Geoffrey Wawro ，《哈布 斯堡的滅亡 －第一次世界 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 解體》 (A Mad
Catastrophe: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黃中憲譯（臺北：左岸文
化出版社，2014）
，14-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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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共和國聯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USSR）。
於此期間，斯特拉溫斯基逐漸明白到他失去了在故鄉的房產，從俄國的經濟來源也
已經枯竭，這使他的財務狀況更為拮据。加上奶媽和弟弟相繼辭世的打擊，斯氏體認到
回歸俄國已經變得遙不可及，遂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移居法國，並且在離鄉將近半
個世紀後才重新踏上俄國故土。法國為崇尚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在政治上與俄國蘇維
埃政府並不友好，因此，斯特拉溫斯基開始找尋其他的創作素材，不再執著於他原本擅
長的俄國民間音樂。
斯特拉溫斯基五十七歲時，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入侵波蘭，英、法兩
國為了維持歐洲和平向德國宣戰，一場長達六年並且幾乎導致文明毀滅的第二次世界大
戰（World War II, 1939-1945）就此引爆。這場戰爭涉及全球大多數的國家，以同盟國（法
國、美國、英國、蘇聯、中華民國、加拿大、澳洲、印度等五十七個國家）對抗軸心國
（以德國、義大利、日本為主）
，主要的參戰國紛紛投入國家所有的經濟、工業、科技、
軍隊，以達到總體戰備狀態，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並且死傷人數最慘重的戰爭，共有超
過七千萬人喪生。7
斯特拉溫斯基於 1939 年移居美國並且再婚，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停息後入籍美國。
戰後的西歐國家殘破不堪，反觀美國遠離兩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遭受的破壞較小，因
此吸引許多歐洲移民轉往美國發展，其中不乏音樂家、藝術家、科學家、思想家和各界
的菁英份子，富含歐洲悠久傳統的知識和文化資產就此紮根於新大陸，和當地原有的特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上」》(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鈕先鍾
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
，5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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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融合，孕育出豐富多樣的文化產物。

第二節 生平概述

筆者依照懷特的專書《斯特拉溫斯基，作曲家和他的作品》
，將斯特拉溫斯基的一生
大致分為啟蒙與學習（1882-1909 年）
、音樂事業起飛（1910-1919 年）
、移居法國（19201938 年）、移居美國（1939-1971 年）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 啟蒙與學習（1882-1909 年）

斯特拉溫斯基於 1882 年六月十七日出生在俄國的奧拉寧鮑姆（Oranienbaum），位
於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芬蘭灣沿岸地區。斯特拉溫斯基的父親費奧多．斯特拉
溫斯基（Feodor Ignatievitch Stravinsky, 1843-1902）為著名的歌劇男低音，在費奧多接受
了馬林斯基劇院（Mariinsky Theatre）的工作合約後，他們舉家遷往聖彼得堡。
斯特拉溫斯基在家中排行老三，從小和父母與兩位哥哥的關係並不熱絡，和他較為
親近的是弟弟格瑞（Gury）和褓姆貝塔（Bertha）
。由於費奧多的關係，斯特拉溫斯基從
小耳濡目染，大量地接觸父親的樂譜收藏。他的幼年時光大多在旁聽馬林斯基歌劇院的
歌劇、音樂會排練中渡過，培養出對音樂的鑑賞力和敏銳的感受力。在七歲或八歲的時
14

候，斯特拉溫斯基第一次造訪馬林斯基劇院觀賞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劇《睡美人》
（The
Sleeping Beauty），從此開啟他一生對芭蕾舞劇和柴科夫斯基作品的熱愛。
一直到九歲時斯特拉溫斯基才開始接受正規的音樂教育，定期上鋼琴、和聲、對位
的課程。在第二位鋼琴老師卡旭派蘿娃（Leokadiya Kashperova, 1872-1940）的鞭策下，
8

他的鋼琴技巧進步神速。卡旭派蘿娃要求他用手指延續音符，並且禁止他使用踏瓣，雖

然斯特拉溫斯基最終對於老師的限制感到厭煩，但這樣的訓練對他有深遠的影響，比如
他在小提琴與鋼琴的二重奏《嬉遊曲》中，很少使用制音踏瓣。在這段期間，斯特拉溫
斯基學習了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 1809-1847）《第一號鋼琴協奏曲》（Piano
Concerto No. 1 in g Minor, Op. 25, 1831），海頓（Franz Joseph Haydn, 1732-1809）、莫札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貝多芬、舒伯特（Franz Schubert, 1797-1828）
、
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的鋼琴作品，以及改編自李姆斯基－柯薩可夫
（Nikolai Rimsky-Korsakov, 1844-1908）歌劇作品的四手聯彈樂曲。9
然而，斯特拉溫斯基的雙親不顧他想精進音樂的心願，堅持要他攻讀聖彼得堡大學
的刑法和法律哲學。斯特拉溫斯基於聖彼得堡大學就讀時認識了李姆斯基－柯薩可夫的
兒子弗拉迪米爾（Vladimir Rimsky-Korsakov, 1882-1970）
，透過弗拉迪米爾的引薦，斯特
拉溫斯基開始向李姆斯基－柯薩可夫上私人的作曲課，李姆斯基－柯薩可夫是斯特拉溫
斯基的恩師，同時也是生命中最像父親角色的長輩。

卡旭派蘿娃是俄國鋼琴家、浪漫派作曲家、教育家，為魯賓斯坦（Anton Rubinstein, 18301894）的學生。
8

李姆斯基－柯薩可夫為俄國五人組（The Five）的成員之一，以異國情調的音樂風格、精巧的管
弦樂配器手法著稱，他著名的交響樂作品《天方夜譚》（Scheherazade）即為最好的典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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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年父親病逝後，斯特拉溫斯基毅然地決定將音樂當成一生的職志，從此專注地
開展他的音樂道路。從 1903 年起的三年間，他幾乎每周跟李姆斯基－柯薩可夫上兩堂
課，學習樂團中各種樂器的音域和譜表、基本的管弦樂法、作品的曲式和結構分析，並
且練習為不同的樂曲做管弦樂配器，比如貝多芬的奏鳴曲和四重奏、舒伯特的進行曲。
斯特拉溫斯基提到：

「我和他是如此工作的，他會給我幾頁他剛完成的歌劇（pan voyevoda）之鋼琴
樂譜，要我練習管弦樂配器的寫作。當我完成了一部分之後，他會給我看他在
相同樂段的樂器配置。我必須比較兩份樂譜，接著他會請我說明他做法不同的
原因，當我答不出來時，就輪到他來解釋。」10

斯特拉溫斯基於 1905 年完成聖彼得堡大學的法律學士學位後，隔年和他的表姊凱
瑟琳．諾先卡（Catherine Gabrielovna Nossenko, 1881-1939）結婚，育有四個子女。
斯特拉溫斯基完成於 1908 年的大型管弦樂幻想曲《煙火》
（Fireworks）是為了祝賀
李姆斯基－柯薩可夫的女兒結婚所創作的，這是斯氏自認為在《火鳥》以前最好的作品。
1909 年可說是斯特拉溫斯基音樂生涯的轉捩點，偉大的表演經紀人狄亞格烈夫
（Sergei Diaghilev, 1872-1929）對斯氏的《煙火》和《詼諧幻想曲》
（Scherzo Fantastique）
讚賞不已，兩人多年的合作就此展開。當時，狄亞格烈夫剛在巴黎成立俄國芭蕾舞團
（Russian Ballet）
，俄國芭蕾舞團每年固定於巴黎、倫敦、蒙地卡羅等城市的舞蹈季公演，

Eric Walter White, Stravinsky, the Composer and His Work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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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和不同國家的戲院簽約進行短期演出，11為世界上極富盛名的傑出芭蕾舞團。斯氏
為俄國芭蕾舞團創作，於接下來的幾十年成為名聞遐邇的音樂家，在二十世紀作曲家當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階段 音樂事業起飛（1910-1919 年）

斯特拉溫斯基為俄國芭蕾舞團所寫的芭蕾舞劇《火鳥》是他的首部舞台創作，於 1910
年在巴黎歌劇院（Opéra Garnier）首演，這也是他第一次造訪巴黎。
《火鳥》獲得極大的
成功，並且在媒體上佳評如潮，首演當晚法國作曲家德布西（C1aude Debussy, 1862-1918）
也是座上賓，他給予這部作品極高的肯定；隔年的《彼得羅希卡》同樣贏得眾人的喜愛；
1913 年的《春之祭》在故事題材、音樂、舞蹈上都非常的創新，於首演時造成觀眾一片
騷動，這三部芭蕾舞劇是斯特拉溫斯基最著名的作品，使他成功地開始於國際樂壇上發
光發熱。
於巴黎工作的期間，斯特拉溫斯基結識了許多藝術界的菁英，比如作曲家德布西、
拉威爾（Maurice Ravel, 1875-1937）、薩悌（Erik Satie, 1866-1925）、浦契尼（Giacomo
Puccini, 1858-1924）
、卡瑟拉（Casella Alfredo, 1883-1947）
、法雅（Manuel de Falla, 18761946）、德拉惹（Maurice Delage, 1879-1961）、施密特（Florent Schmitt, 1870-1958）；編

狄亞格烈夫為斯特拉溫斯基的遠房表親，兩人於 1909 年以前並不熟捻。狄亞格烈夫具有深厚的
藝術涵養，曾經創辦藝術雜誌 Mir Isskustva，為當代最重要的藝術經紀人，同時也是俄國芭蕾舞團的經理。
他將音樂視為芭蕾的基底，主張將音樂、舞蹈、佈景、舞台服裝整合，使展演達到水乳交融、渾然一體的
流暢性，許多當時傑出的編舞家、畫家、音樂家都在他的召集下合作。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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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家佛金（Michel Mikhailovich Fokine, 1880-1942）、尼金斯基（Vaslav Fomich Nijinsky,
1899-1950）；作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吉侯社（Jean Giraudoux, 18821944）
；藝術家伯努瓦（Alexandre Benois, 1870-1960）
。在人才薈萃的環境下，斯特拉溫
斯基的創作吸收了多方藝術的精華和養分。
斯特拉溫斯基一家從 1910 年起在秋、冬兩季到瑞士過冬，於夏天回聖彼得堡。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斯氏因健康的理由免除兵役，得以在戰亂中留在中立國瑞士
持續地創作。在瑞士生活的這段時間，斯特拉溫斯基從俄國民族詩集和故事本得到靈感，
在瑞士作家拉穆茲（Charles Ferdinand Ramuz, 1878-1947 ）的協助下將俄文詩作逐字翻
譯成法文，創作包含聲樂或朗誦的作品《婚禮》（The Wedding, 1914）、《狐狸》（Renard,
1915）、《大兵的故事》（The Soldier’s Tale, 1918）。
俄國芭蕾舞團於 1916 年一月首次於美國登台巡演，斯特拉溫斯基礙於合約的問題
無法隨行，但是他在 1915 年年底於日內瓦和巴黎的行前演出中指揮《火鳥》
，這也是斯
氏第一次以指揮家的身份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17 年，斯特拉溫斯基和畢卡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於羅馬初次見面，兩
人對藝術創作的理念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著重創作素材的根本，認為藝術以純粹的本
質存在而非用來表達情感，此外，樂於探索未知領域的特質使兩人一生的創作風格不斷
地更替。斯氏和畢卡索雖然在短暫相處後即分道揚鑣，但在時代背景的影響下，音樂學
者從兩人同時期的作品中可以觀察到共通點，比如畢卡索的野獸主義（Fauvism）代表作
《亞維農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1906/07）與斯氏 1913 年富有原始主義

18

（Primitivism）風格的《春之祭》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畢卡索在立體主義（Cubism）時
期的《三位音樂家》（Three Musicians, 1921）使用相對較為平淡的色彩，而斯氏在 1918
年《大兵的故事》首次嘗試以小型室內樂團的編制凸顯各樣獨奏樂器純粹、單薄的音色；
值得注意的是，兩人都有復古的新古典主義作品，比如畢卡索的《沙灘上奔跑的兩個女
人》（Two Women Running on the Beach, 1922），以及斯氏的《普欽奈拉》。12
1917 年，隨著俄羅斯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利、國內經濟崩潰，臨時政府推
翻了皇朝專政，爆發十月革命。斯特拉溫斯基的財產和土地於戰亂中被革命政府沒
收，他在俄國的經濟來源完全被切斷，斯氏的財務狀況原本就不寬裕，現在更是捉襟
見肘。雪上加霜的是，他摯愛的褓姆和弟弟相繼病逝，使得他對祖國的情感連結消失
殆盡，這是斯特拉溫斯基生命中最黑暗的時期之一。
由於世界的局勢動盪不安、支持藝文活動的贊助銳減，斯氏開始創作編制較為精簡
的室內樂團作品。這類型的第一部作品為 1918 年《大兵的故事》，此樂曲融合了朗誦、
演奏、舞蹈的元素，企圖用簡樸的舞台和演出形式，以小型移動式戲台的方式在瑞士演
出。這樣的作品可以在更多的場地展演，而不像芭蕾舞劇需要大型佈景、佔地廣闊的劇
院、龐大的經費、繁雜的製作過程。歷經幾場以斯特拉溫斯基的管弦樂、室內樂作品為
主的音樂會，其中包含安塞美（Ernest Anserment, 1883-1969）13指揮瑞士羅曼德管弦樂
團（Orchestre de la Suisse Romande）演奏《夜鶯之歌》（The Song of the Nightingale），斯

12

Eric Walter White 1984, 62-63.

安塞美為瑞士指揮家，曾經為斯特拉溫斯基許多作品的首演和唱片錄製擔任指揮。1918 年，安
塞美成立了瑞士羅曼德管弦樂團，於歐洲、美國巡演，他以精確地詮釋困難的現代作品而聞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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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逐漸體悟到自己的創作唯有在音樂廳才可以完全地發揮價值。
斯氏於《斯特拉溫斯基－一份友誼的紀錄》中提到：

「我非常享受這場音樂會，因為演出的詮釋十分細膩、完美。我從中得到一
個結論---非常遺憾地，雖然我是許多劇院作品的作者---那就是完美的演繹只
有在音樂廳才有可能實現，因為戲院舞台上所呈現的綜合了幾項元素，音樂
必須仰賴它們才能傳達給觀眾，這和在音樂會裡純粹只有音樂的情形是不同
的。當我在兩個月後聽到相同的指揮－安塞美詮釋《夜鶯之歌》後，更加地
證實了我的觀點，這次是狄亞格烈夫監製的芭蕾舞劇於巴黎歌劇院演出。」14

《普欽奈拉》為斯特拉溫斯基移居瑞士期間最後一部創作，這也是他第一部新古典
主義風格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斯氏決定搬往法國。

第三階段 移居法國（1920-1938 年）

1924 年，斯特拉溫斯基首次以鋼琴獨奏家的身分站上巴黎歌劇院的舞台，首演他的
《給鋼琴及管樂器的協奏曲》（Concerto for Piano and Wind Instruments），此後的五年他
是唯一可以演出此曲的鋼琴獨奏家。以指揮家、鋼琴家的角色親自詮釋自己的作品意味
著創作概念完滿的體現，然而，繁忙的舞台演出也限縮了他的創作時間。
斯特拉溫斯基於 1925 年第一次於美國各大城市演出，他在《斯特拉溫斯基－一份
友誼的紀錄》中提到：

「大眾已經很熟悉我那些經常被演奏的作品，他們曾經在很多音樂會中欣賞過，
但看我以指揮家、鋼琴家的角色出現是一件新奇的事，受到滿場觀眾的喝采和

14

Eric Walter White 198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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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譽，毋庸置疑地，我自認為已經達到非凡的成就。」15

1929 年，狄亞格烈夫逝世，他和斯氏長達二十年的合作畫上句點。斯特拉溫斯基一
生中總共為狄亞格烈夫和俄國芭蕾舞團創作《火鳥》
、
《彼得羅希卡》
、
《春之祭》
、
《婚禮》
、
《普欽奈拉》五部芭蕾舞劇。斯氏這個時期的大型作品還有新古典主義的經典鉅作－歌
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 1927），以及芭蕾舞劇《謬斯的主宰阿波羅》（Apollo
Musagetes, 1927）、《仙女之吻》。
1934 年，斯特拉溫斯基成為法國公民，這使得他於 1931 年以後的作品在美國受到
著作權的保障。斯特拉溫斯基於 1935、1936 年出版了兩集以法文撰寫的自傳。然而，
斯氏在入籍法國短短五年之後移居美國，並且於 1945 年成為美國公民。
斯特拉溫斯基於 1935 年第二次的美國巡演獲得極大的成功，他不僅指揮、彈奏自
己的作品，並且和杜希金演奏多場鋼琴與小提琴的二重奏音樂會。這趟旅行開啟了更多
來自美國的創作邀約，包含為剛成立的美國芭蕾舞團（American Ballet）創作的《紙牌
遊戲》
（A Card Game, 1937）。《紙牌遊戲》由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 1904-1987）16
編舞、斯特拉溫斯基指揮，於 1937 年於大都會歌劇院（Metropolitan Opera House）首演，
這也是斯氏第三次造訪美國。於第三次的美國旅行中，斯特拉溫斯基在華盛頓哥倫比亞
特區（Washington D.C.）參觀了美國外交官布里斯（Robert Woods Bliss, 1875-1962）所

15

Eric Walter White 1984, 88.

巴蘭欽是出生、受訓於俄國的芭蕾舞者、編舞家，年僅二十歲即成為俄國芭蕾舞團的芭蕾總監
（ballet master）
，最後在美國大放異彩，被喻為二十世紀芭蕾舞界最重要的編舞家之一。巴蘭欽和斯特拉
溫斯基合作長達三十年，第一部作品為《謬斯的主宰阿波羅》
，兩人在音樂和舞蹈上結合的顛峰之作為《競
舞》
（Agon, 1957）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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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的鄧巴頓橡樹園宅邸（Dumbarton Oaks）與花園，並接受其邀請為布里斯夫婦隔年
的三十周年結婚紀念創作一首大協奏曲（concerto grosso），即《鄧巴頓橡樹園協奏曲》
（Dunbarton Oaks Concerto, 1938）。
來自美國的重要合約還包含完成於 1940 年的《C 調交響曲》
（Symphony in C, 1940）
，
《C 調交響曲》是斯特拉溫斯基受布里斯夫人委託，為了慶祝芝加哥交響樂團（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成立五十周年而創作。另外，受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
查爾斯．艾略特．諾頓講座（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之邀，17斯特拉溫斯基於 1939
年十月到 1940 年五月講授六場公開的演講《音樂詩學》（Poétique musicale）。斯氏為第
一位被查爾斯．艾略特．諾頓講座邀請的音樂家，並且享有用法文授課的特權。哈佛大
學於 1941 年發行法文版的《音樂詩學》，並且於 1947 年出版英文譯本。
1930 年代後期，正當斯特拉溫斯基於美國的活動日益增多之際，歐洲的政治局勢則
是烏雲密佈，藝文活動的前景一片黯淡。斯特拉溫斯基居住於法國，但法國人對於他近
幾年的作品顯得興致缺缺，而鄰近的德國則是被納粹逐漸地佔領，想在德國演奏斯氏的
作品變得不可能。雪上加霜的是，俄國在史達林的極權統治下，藝文人士要恢復往日自
由的創作顯得遙不可及，而往年為了發表新作而經常造訪的英國，斯特拉溫斯基在 1935
年到 1939 年間只前往兩次。斯特拉溫斯基以往於歐洲各大城市的巡迴音樂會已成絕響，
僅剩在義大利的音樂活動依舊頻繁。

查爾斯•艾略特•諾頓講座創立於 1925 年，以哈佛大學的前任藝術（fine arts）教授查爾斯•艾
略特•諾頓（Charles Eliot Norton, 1827-1908）命名。此講座每年舉辦一次，每學年邀請一位美術、繪畫、
建築、音樂領域的傑出人物或學者講授六堂課，多數的講座會由哈佛大學印刷出版。二十世紀重要的美國
詩人、1948 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也曾受邀演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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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悲觀的時代背景下，疾病和死亡同時壟罩著斯特拉溫斯基和他的家人。斯特
拉溫斯基於 1937 年在美國紐約被檢測出結核病桿菌，在左邊的肺有病變，同年，斯特
拉溫斯基的姨姊逝世，她也是斯氏的表姊。令人痛心的是，斯特拉溫斯基的長女盧米拉
（Ludmila Stravinsky, 1908-1938）於 1938 年英年早逝，享年三十歲。噩耗接踵而來，
1939 年，斯特拉溫斯基的太太（享年五十七歲）和媽媽（享年八十五歲）於三月和六月
相繼過世。
1939 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斯特拉溫斯基在國家與親人內憂外患的衝擊下
決定移居美國。隔年，斯特拉溫斯基續絃，和相識二十年的女舞者兼藝術家薇拉．波賽
特（Vera de Bosset Sudeikina, 1888-1982）再婚，於好萊塢展開新生活。

第四階段 移居美國（1939-1971 年）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初期保持中立，沒有直接參與歐洲戰場。斯特拉溫斯基
的第二任妻子薇拉在寫給莫斯科親人的書信中回憶道：18

「好萊塢在戰爭期間可說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大都會都市，遠勝於巴黎或慕尼
黑……作曲家、作家、科學家、藝術家、演員、哲學家的智慧在城市中發酵，
我們時常出席這些人的講座、展覽、音樂會、演出，以及社交場合。」19

1941 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閃電式的襲擊使美國大眾憤怒不已，美國
因此加入戰事，以其強大的工業能力作為同盟國的軍工廠。美軍在 1945 年八月於日本
18

薇拉寫給表親 Vladimir Petrov 的發信地點為好萊塢，日期是 1962 年十二月十日。

19

Eric Walter White 198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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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島市和長崎市各投下一枚原子彈，促使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
斯特拉溫斯基終其一生都極力地想遠離戰爭和混亂，1917 年俄國爆發革命的時候
斯氏遠走他鄉，定居於瑞士、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的政局不安定，他決定遷
徙到美國。珍珠港事變之後，斯氏對自己的處境感到焦慮不安，這樣的壓力與徬徨在他
1946 年的《三樂章交響曲》（Symphony in Three Movements）最後一個樂章中顯而易
見。20
當戰事結束之後，斯特拉溫斯基再次改變國籍，於 1945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成為美
國公民。取得美國籍對斯特拉溫斯基捍衛自身的著作權更為有利，他和出版社布西與霍
克斯（Boosey & Hawkes）簽訂獨家出版合約，把即將完成的《D 調協奏曲》（Concerto
in D, 1947）和往後的作品交由布西與霍克斯出版，同時將 1911 年《彼得羅希卡》到 1934
年《冥后佩賽芬妮》
（Persephone）之間的所有作品重新編輯、校正錯誤、修改部分的樂
段和配器，並且再次出版、確立版權。
1947 年，年僅二十三歲的年輕指揮家克拉夫特寫信向斯特拉溫斯基商借《木管交響
曲》（Symphonies of Wind Instruments）的複印樂譜，因為此樂曲當時沒有出版。兩人在
隔年碰面並且相談甚歡，一直到斯特拉溫斯基病逝的二十四年間，克拉夫特擔任斯氏的
音樂與指揮助理，協助整理樂曲的手稿、編輯作品目錄、出版書籍，21並且以文字紀錄

20

Eric Walter White 1984, 122.

由斯特拉溫斯基與克拉夫特共同出版的書籍包含 1959 年的《與伊果•斯特拉溫斯基的對話》
（Conversations with Igor Stravinsky）
、1960 年的《回憶與評論》
（Memories and Commentaries）
、1962 年的
《呈示與發展》
、1963 年的《對話和日記》
（Dialogues and a Diary）
、1966 年的《主旋律和插曲》
（Themes
and Episodes）
、1969 年的《回顧和結論》（Retrospectives and Conclusions）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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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溫斯基的生活點滴，為世人提供寶貴的文獻資料。
當時，序列音樂的創始人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 1874-1951）也居住在好萊塢，
但是他和斯特拉溫斯基並沒有往來。在 1951 年荀白克過世以及斯特拉溫斯基《浪子的
歷程》
（The Rake’s Progress, 1951）首演之後，斯特拉溫斯基開始接觸魏本（Anton Webern,
1883-1945）十二音列的作品，並且在創作風格上逐漸地趨向序列主義（serialism）
。斯氏
著名的序列音樂作品有輓歌《紀念戴倫．湯瑪斯》
（In Memoriam Dylan Thomas, 1954）
、
芭蕾舞劇《競技》（Agon, 1957）、清唱劇《特倫尼》（Threni, 1958），以及為鋼琴和管弦
樂團創作的《樂章》（Movements, 1959）。
斯特拉溫斯基一生榮獲不少獎項與表揚，包含八十五歲時（1962 年）獲頒美國國務
院的獎章（State Department’s Medal）
，並且受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 1917-1963）
總統夫婦之邀參加白宮的晚宴，這可說是斯氏一生中至高的榮譽。同年，在俄國官方的
邀請下，斯特拉溫斯基於離鄉四十八年後重返祖國，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的音樂會上指
揮自 己 的 作品。除此之外，他也會面了當時 的傑出作曲家 蕭斯塔科維契 （Dmitri
Shostakovich, 1906-1975）
、哈察圖量（Aram Khachaturian, 1903-1978）
、赫連尼科夫（Tikhon
Khrennikov, 1913-2007）、卡拉耶夫（Faradj Karayev, b.1943）。對斯特拉溫斯基來說，此
趟返鄉意義非凡，隨行的克拉夫特在日記上寫道：

「以我對他這些年的認識，我確信以俄國人的身分在俄國受到肯定、贏得讚
譽，並且作品被人們演奏，這對他來說比任何事都重大。」22

22

Eric Walter White 198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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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溫斯基最後一場公開演出是 1967 年五月於多倫多的音樂會，此後斯氏的健
康狀況急速地走下坡，不僅創作力衰退，也不再指揮。1971 年三月，斯特拉溫斯基因為
肺水腫再次住院，並且於四月六日在紐約的寓所溘然而逝，享壽八十八歲。夫人薇拉依
照斯特拉溫斯基的遺願，將他安葬在威尼斯的聖米歇爾島（Island of San Michele）上，
與好友狄亞格烈夫的長眠之地相隔不遠。

第三節 音樂風格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許多作曲家仍繼續沿用國民樂派（nationalism）或浪漫主
義（romanticism）的風格。其中，後浪漫主義（post-romanticism）的作曲家依循華格納
（Richard Wagner, 1813-1883）、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 1864-1949）的作品特色，追求強烈的情感表達、綿長的旋律線條、強勁的表現
力、激進的音樂語法，以及大型管弦樂編制的創作。另外，歷經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 1870-1871）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法兩國政治上的新仇舊恨反映在音樂上，愛國
的法國作曲家們民族意識高漲，排斥當時席捲歐洲的華格納旋風與日耳曼音樂的霸權，
揚棄浪漫主義的厚重感，發展出細膩、輕盈、類似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畫作捕捉
朦朧光影的音樂風格。當時法國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為德布西，德布西受到象徵主義
（symbolism）詩作的影響，主張透過音樂表達景色或物品喚起的主觀感受、心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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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圍。23
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現代主義者（modernists）認為藝術創作不是為了討好觀賞
者，他們試圖擺脫傳統，以新穎和自由的方式開創不同的創作技巧，並且挑戰大眾的哲
學和美學觀念。現代主義的潮流主要有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
、立體主義（cubism）
、
抽象藝術（abstract art）
，這些不同的思潮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並且影響音樂的創作。
現代音樂在風格和形式上顯得百花齊放，創作技巧包含以荀白克和其學生魏本、貝
爾格（Alban Berg, 1885-1935）為代表的表現主義、序列主義。他們逐漸地放棄傳統的調
性、和聲並且採用十二音列，此創作手法演變到後來甚至將音樂最基本的元素音高、節
奏、力度都安排成一序列的次序，這個次序包含對稱與平衡，使作品呈現無調性的音樂
風格。除此之外，二十世紀音樂還包含斯特拉溫斯擅長的新古典主義、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 1895-1963）的實用音樂（Gebrauchsmusik）
、未來主義（futurism）
，以及前衛
音樂（avant-garde）。
斯特拉溫斯基生於動盪的年代，他對音樂和藝術敏銳的感受力促使他不斷地嘗試、
學習新的創作手法，從早年取材自俄國民族音樂的國民樂派作曲家蛻變為兼容並蓄的國
際級音樂大師。斯氏以個人的創見融合俄國音樂的傳統和特點，塑造出與眾不同的音樂
特色，比如以突然的重音、休止，或是變換拍號來削弱節奏與拍號的規律性；頻繁地使
用頑固低音（ostinato）；以塊狀的方式層疊、並置樂段和聲響；斷裂手法（discontinuity）

J. Peter Burkholder, Donald Jay Grout, and Claude V. Palisca,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7th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78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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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短暫的中止；粗糙、乾扁但豐富多彩的配器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俄國的民族音樂元
素因為斯氏的作品，成為現代音樂慣用的創作素材之一。24
斯特拉溫斯基的音樂風格可分為三個時期，包含 1920 年以前的俄羅斯時期（Russian
period）、1920-1951 年的新古典主義時期，以及 1951 年以後的序列主義時期（serial
period）。

一、俄羅斯時期（Russian period，1920 年以前）

美國學者塔魯斯金（Richard Taruskin, b.1945）在著作《斯特拉溫斯基與俄羅斯傳統：
透過歌劇瑪芙拉的作品傳記》（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 A Biography of the
Works Through Mavra）中提到：

「斯特拉溫斯基早期的創作深受李姆斯基－柯薩可夫的影響，同時也具備葛
拉祖諾夫（Alexander Glazunov, 1865-1936）、柴科夫斯基、德弗札克
（Antonin Dvorak, 1841-1904）、華格納、德布西的音樂風格。」25

李姆斯基－柯薩可夫擅長為管弦樂作品設計精巧、豐富的音色，斯特拉溫斯基在老
師的指導下，學習到交響樂創作的精髓，完成了他於俄羅斯時期的早期作品《降 E 大調
交響曲》（Symphony in E flat）、《煙火》、《詼諧幻想曲》，以及蜚聲國際的三大芭蕾
舞劇《火鳥》、《彼得羅希卡》、《春之祭》。

24

J. Peter Burkholder, 819.

Richard Taruskin, 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 A Biography of the Works Through Mav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13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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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溫斯基於 1910 年創作的《火鳥》取材自俄國民間故事，受到恩師的影響，
斯氏以自然音階代表人類、以八音音階與半音階組成的旋律代表超自然的角色和場景，
為樂曲增添濃厚的東方色彩，此外，編制龐大的管弦樂團也為這部作品創造豐富的音色
變化。特別的是，《火鳥》開創了「以節奏主導音樂動機」的前衛作曲手法，並且使音
樂不再是舞蹈的附屬品。在舞蹈上，此齣芭蕾舞劇為現代芭蕾的重要里程碑，編舞家佛
金大膽地嘗試讓舞者裸足上場，只保留了一部份舞蹈使用傳統的足尖技巧。
1911 年的《彼得羅希卡》以聖彼得堡歡樂的嘉年華慶典開場，斯特拉溫斯基以俄國
民謠、法國歌曲、維也納華爾滋為音樂素材，透過固定的和聲、不斷重複的旋律和節奏
模式將樂曲設計成不同的區塊，樂段間以塊狀的方式並置、交錯，或是突然地轉換。這
些各具特色的音樂元素分別由不同裝扮的舞者們扮演，將樂曲繽紛熱鬧的音樂氣氛完美
地視覺化，如同畢卡索的立體主義畫作般奇特、新穎。
《春之祭》為斯特拉溫斯基虛構的故事，描述在俄國一個遠古的異教徒儀式上，一
位貞潔的少女被選中成為祭品，她在部落長者的圍繞下不停地跳舞獻祭直到斷氣為止。
這部作品同樣包含俄國民謠的元素，但在場景、編舞、音樂方面的設計為原始主義的風
格，呈現未經修飾的自然生命力與簡單、原始的蠻荒文化。為《春之祭》編舞的是二十
世紀最偉大的芭蕾舞者兼編舞家尼金斯基，他刻意捨棄芭蕾舞炫技、優雅的跳躍與旋轉，
編排一系列用力跺地與扭動肢體的動作。這齣作品於 1913 年在巴黎香榭麗舍劇院
（Théâtre des Champs-É lysées）首演時造成一片譁然，觀眾對於如此前衛的音樂和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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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震驚不已，台下的騷動、叫囂聲之大讓台上的舞者聽不見樂團的演奏，尼金斯基只
好站上椅子大聲地指揮舞者們。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亂的局勢迫使斯特拉溫斯基將創作重心從早年的
大型芭蕾舞劇轉為編制精簡的室內樂舞台作品如《狐狸》和《大兵的故事》。完成於 1918
年的《大兵的故事》包含朗誦、音樂、舞蹈的元素，室內樂團由小提琴、低音提琴、豎
笛、低音管、小號、長號、打擊樂組成。值得一提的是，爵士樂（jazz）和散拍音樂（ragtime）
於二十世紀初在美國風靡一時，26指揮家安塞美結束 1917 年和俄國芭蕾舞團的美國巡演
後，將爵士樂譜帶回瑞士和斯特拉溫斯基分享。斯特拉溫斯基以此為創作素材，在《大
兵的故事》中創作了《散拍音樂》（Ragtime）的樂段，除此之外，為揚琴（cimbalom）、
九樣獨奏樂器與打擊樂創作的《散拍音樂》（Rag-Time, 1918），以及《鋼琴散拍音樂》
（Piano-Rag-Music, 1919）與《三首豎笛獨奏小品》
（Three Pieces for Clarinet Solo, 1919）
都是斯氏探索全新領域的爵士樂風格作品。
1920 年的《木管交響曲》可說是斯特拉溫斯基繼《春之祭》之後，對於交響樂聲響
與創作概念的精華之作。斯氏以交響曲的複數 symphonies 命名此曲，代表這不是一首為
木管樂器創作的交響曲，而是由木管樂器所演奏的多首交響曲，抑或是木管樂器合奏的
聲響。《木管交響曲》的編制為木管、銅管演奏者共二十三人，以往弦樂器被視為「富
有表情的」（expressive）歌唱性樂器，斯氏為了營造樂曲莊嚴、肅穆的氛圍，刻意將弦

爵士樂和散拍音樂於十九世紀末開始流行於美國南方，原本是美洲的非裔工人、奴隸之間傳唱
的音樂，其特點為使用切分節奏、即興演奏、同時混合多重的節奏、不規則的輕重音、正拍與後半拍相
互交錯、頻繁的調性轉換。Ragtime 有「破碎的節拍、散拍」的意思，使用此音樂元素的著名作曲家有
史考特•卓別林（Scott Joplin, 1868-1917）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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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排除在外。27《木管交響曲》為絕對音樂的創作，是斯特拉溫斯基緬懷好友德布西
離世的作品，兩人在 1910 年《火鳥》的首演上認識，彼此惺惺相惜。斯氏將清唱劇《星
王》（King of Stars, 1911-1912）題獻給德布西，德布西將雙鋼琴曲《黑與白》（En Blanc
et noir, 1915）的第三首題獻給斯特拉溫斯基。

二、新古典主義時期（neoclassical period，1920-1951 年）

新古典主義為 1910-1950 年間於歐洲興起的音樂復興運動，作曲家們開始重新創作
或模仿巴洛克與古典時期的曲式與風格。由於「巴洛克」（Baroque）一詞直到 1940 年
以後才被廣泛地用來指稱十八世紀的作品，因此二十世紀初的音樂學者以「古典」
（Classic）一詞統稱浪漫時期以前的樂曲，而新古典主義運動的首要目標是復興十八世
紀的音樂，這股潮流的興起一部分是為了反對後浪漫主義過度表達情感的音樂風格。
斯特拉溫斯基畢生的創作共有一百二十五首，新古典主義音樂風格的作品約有五十
三首，將近樂曲總數的一半，因此音樂學者將他認定為新古典主義的代表人物。19201951 年為斯特拉溫斯基的新古典主義時期，斯氏的小提琴作品大多完成於這個時期。有
關於斯特拉溫斯基的新古典主義作品筆者將於第三章進一步說明。

三、序列主義時期（serial period，1951 年以後）
Somfai, L. “Symphonies of Wind Instruments (1920). Observations on Stravinsky’s Organic
Construction.” Studia Music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4, no. 1/4 (1972): 355–83.
https://doi.org/10.2307/90187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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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畢生演出時間最長的歌劇《浪子的歷程》之後，斯特拉溫斯基再次地探索新
的領域，不僅開始研究、推崇魏本與荀白克的序列主義作品，更於 1953 年起嘗試運用
序列主義的創作手法，完成了《三首莎士比亞之歌》
（Three Songs from William Shakespeare,
1953）、《頌讚聖主》（Canticum Sacrum, 1955）、《紀念戴倫．湯瑪斯》、《競技》、
《特倫尼》、《樂章》。
《 頌 讚 聖 主 》 是 斯 特 拉 溫 斯 基 受 威 尼 斯 現 代 音 樂 雙 年 展 （ Venice Biennal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Contemporary Music）的委託而創作，首演於 1956 年，編制為男
高音獨唱、男低音獨唱、合唱團與樂團。這部作品是斯特拉溫斯基為威尼斯的聖馬可大
教堂（St. Mark’s Basilica）所量身訂做，考量到聖馬可大教堂的音響效果，斯氏多次使
用對唱的創作手法，並且在齊奏的樂段之後安排停頓讓殘響消逝，此外，音樂學者認為
此樂曲包含五個樂章正好呼應聖馬可大教堂的五個圓頂。在《頌讚聖主》中，斯特拉溫
斯基試圖以他熟悉的新古典主義風格融合序列音樂的特色，創造出個人的音樂語彙。
《競技》是斯特拉溫斯基首部序列主義的芭蕾作品，距離他前一齣新古典主義時期
的芭蕾舞劇《奧菲斯》
（Orpheus, 1947）間隔了十年之久。斯特拉溫斯基在新古典主義時
期熱衷於古希臘羅馬的創作題材，然而，
《競技》一詞在此僅抽象地代表一場舞蹈競賽，
沒有任何神話上的意義。斯特拉溫斯基在《競技》中仍舊運用新古典主義的創作手法，
但是趨向十二音列的意圖更加地明顯。對於《競技》
，克拉夫特曾提到：
「……這是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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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溫斯基的重新發現，並且給予他所有作品一個全新的整合。」28
在創作手法上，斯特拉溫斯基的《頌讚聖主》
、
《競技》仍然在調性的框架下表現序
列音樂，而清唱劇《特倫尼》為斯氏第一次完全使用十二音列的作品，也是他演出時間
最長的一部序列樂曲。《特倫尼》在心靈上與風格上都是斯特拉溫斯基重要且設計精巧
的宗教作品，完整的名稱為《特倫尼－耶利米哀歌預言》（Threni－id est Lamentationes
Jeremiae Prophetae），由漢堡的北德廣播電台（Norddeutscher Rundfunk）委託創作，於
1958 年在威尼斯現代音樂雙年展首演。

28

Roman Vlad, Stravins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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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斯特拉溫斯基的新古典主義時期

斯特拉溫斯基被公認為新古典主義的代表人物，他於 1920-1951 年的新古典主義作
品音樂風格冷靜、簡約，試圖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創作，在編制上大多為輕薄、精簡的
小型樂團，並且將自己的音樂特色巧妙地安排在仿古的樂曲中。雖然斯氏在新古典主義
時期很少使用俄羅斯民間音樂的元素，但俄羅斯風格的創作手法已經內化成他的個人特
質。
1920 年，斯特拉溫斯基以十八世紀義大利作曲家裴哥雷希的作品為創作素材，保留
原創樂曲的低音進行和旋律並加入自己的想法，完成了芭蕾舞劇《普欽奈拉》
。斯氏曾經
表示：

「《普欽奈拉》是我對於過去的發現，我之後的所有作品都是經由這個頓悟才
得以實現。這是一個回顧，是所有愛情故事的開端，同時也像在照鏡子。」29

1923 年的《管樂八重奏》（Octet for Wind Instruments）為管樂器（長笛、豎笛、兩
把低音管、兩把小號、兩把長號）的室內樂作品，斯特拉溫斯基在這部作品中重新詮釋
傳統的奏鳴曲式，他以交響曲風（Sinfonia）、主題和變奏（Tema con variazioni）、終曲
（Finale）標示三個樂章，並且以類似巴赫的對位手法創作。斯氏認為創作的意義就是
客觀地呈現不同音樂元素的本質，而不是為了要抒發情感，他以重複、模仿的方式來呈
現樂曲架構的對稱性和均衡感，更加確立他於新古典主義時期的創作概念。

Igor Stravinsky and Robert Craft, Expositions and Develop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11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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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適逢波士頓交響樂團（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五十周年慶，該團的常
任指揮庫謝維茲基（Serge Koussevitzky, 1874-1951）和斯特拉溫斯基為舊識，斯氏受謝
維茲基委託，為混聲合唱團和管弦樂團創作了《詩篇交響曲》
（Symphony of Psalms, 1930）
。
斯特拉溫斯基節錄拉丁文聖經《武加大譯本》（Vulgate Bible）中的詩篇章節作為歌詞，
並在樂譜上註明必須使用拉丁文演唱，因為在歷史悠久的西方音樂史上，教會音樂使用
的是拉丁文。特別的是，斯氏為了避免浪漫時期富有豐沛情感的交響樂聲響，在樂團編
制上沒有安排小提琴、中提琴、豎笛聲部，企圖營造客觀、不帶感情的音樂氛圍。創作
手法方面，斯氏使用巴洛克時期常見的常動（perpetual motion）和頑固低音，並且在第
二樂章以雙重復格來呈現。
斯特拉溫斯基在 1930 年以前的主要作品大多為標題音樂之舞台創作，於 1930 年之
後的十五年間，則是以絕對音樂之純器樂作品為大宗，包含《D 調小提琴協奏曲》
、寫給
小提琴與鋼琴的《雙重協奏曲》、《敦巴頓橡園協奏曲》（Concerto in E flat for Chamber
Orchestra, “Dumbarton Oaks”, 1938）、《C 調交響曲》、《雙鋼琴奏鳴曲》（Sonata for Two
Pianos, 1944）、《三樂章交響曲》。斯氏一再地回歸歐洲古典傳統的樂曲形式，重新賦予
奏鳴曲、交響曲、協奏曲嶄新的樣貌。
斯特拉溫斯基於新古典主義時期的重要作品還有以希臘悲劇為題材之歌劇《伊底帕
斯王》和芭蕾舞劇《謬斯的主宰阿波羅》
、依據柴科夫斯基樂曲所創作的芭蕾舞劇《仙女
之吻》
，以及歌劇《浪子的歷程》。
1951 年的《浪子的歷程》為斯特拉溫斯基新古典主義風格的顛峰之作，也是他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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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歸化為美國籍後的第一部英語歌劇，歌詞創作者為著名的美國詩人奧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
。此歌劇的創作靈感來自於十八世紀英國畫家霍嘉特（William Hogarth,
1697-1764）的系列畫作《一名浪子的歷程》
（A Rake’s Progress, 1733）
，故事描述人生百
態、靈魂善惡的衝突與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則。在編制上除了鐘聲（bell）之外，呈現如莫
札特歌劇《女人皆如此》（Così fan tutte）細緻精巧的聲響，以小編制的樂團、合唱團和
獨唱家來呈現，使用抒情調、朗誦調、十八世紀義大利歌劇的傳統樂曲架構來創作。此
歌劇共有三幕，總長度約為一百五十分鐘，是斯氏演出時間最長的一部作品。

第一節 二十世紀的小提琴作品概述

於十九、二十世紀交替之際，全球在科技、社會上的轉變比之前任何時代都要快速。
工業方面，人類史上最重大的進步之一為電氣化技術，電力代替煤氣大幅地提升工業、
商業、家用發電的效率及便利性，此外，工廠和輪船使用的煤氣引擎逐漸地被石油燃燒
驅動取代。交通運輸方面，福特 T 型車（Ford Model T）於 1908 年問世，其低廉的價格
和量產使得汽車成為大眾的代步工具；1903 年，美國萊特兄弟（Wilbur and Orville Wright）
的滑翔機成功地起飛，這項創舉帶來革命性的影響，使得接下來數十年間飛機在軍事、
商業用途上締造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科學方面，
「現代物理學之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的相對論扭轉了人類對宇宙和世界的認知，他的三百多篇論文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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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論之貢獻極為重大。人文藝術方面，留聲機的發明、唱片的錄製與播放，以及有聲
電影的革新都是關鍵性的突破，讓音樂和藝術被忠實地記錄下來並且流傳四方。30
小提琴作品（不包含管弦樂曲、三人以上的室內樂曲）主要有協奏曲、奏鳴曲、無
伴奏小提琴曲、小品、改編曲。從十九世紀起，協奏曲深受作曲家、演奏家的喜愛，這
個曲種不僅展現獨奏者精湛的技藝和豐沛的音樂性，又有樂團華麗且多變的音色襯托，
將浪漫主義澎湃激情的音樂特點和現代音樂各種實驗性質的聲響發揮到淋漓盡致。相較
之下，奏鳴曲在十九、二十世紀的作品數量則略為遜色，因為奏鳴曲的編制小，音樂表
現力不如協奏曲絢麗輝煌。法國從十九世紀晚期開始由於「國家音樂協會」（Société
nationale de musique）大力提倡一些較少被創作的樂曲種類，使奏鳴曲得到了蓬勃的發
展，聖桑（Camille Saint-Saëns, 1835-1921）、佛瑞（Gabriel Fauré, 1845-1924）、拉威爾
（Maurice Ravel, 1875-1937）
、法朗克（César Franck, 1822-1890）都有小提琴奏鳴曲的作
品。
無伴奏小提琴曲的經典之作為巴赫《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和組曲》（Sonatas and
Partitas for Violin Solo, BWV1001-1006），此曲種在十九世紀較為沒落，一直到二十世紀
才有作曲家重新復興無伴奏小提琴曲。小品（如浪漫曲、夜曲、悲歌、敘事曲、傳奇曲、
波蘭舞曲）與改編曲在十九、二十世紀都非常流行，海飛茲（Jascha Heifetz, 1901-1987）
和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 1875-1962）不僅是偉大的小提琴家，更是許多改編曲的創作
者。

30

J. Peter Burkholder, 75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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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的樂曲除了延續傳統的浪漫主義、民族主義風格之外，在創作手法上可說
是百家爭鳴，開始有作曲家著重於發展小提琴的功能性，而非這項樂器所表達的音樂情
感。這些作曲家將小提琴塑造成單薄、有稜有角、客觀、不帶情感的聲響，弓和絃的接
觸變得直接、精確、富有彈性，有時候甚至要求演奏者模仿打擊樂，以敲擊的方式來演
奏。除此之外，二十世紀的作曲家巧妙地利用泛音、撥絃來營造特殊的效果，傳統的抖
音、滑音技巧變得較少見。31崇尚新功能主義的先鋒作曲家有斯特拉溫斯基、普羅高菲
夫（Sergei Prokofiev, 1891-1953）、亨德密特、米堯（Darius Milhaud, 1892-1974），他們
的作品跳脫以往的傳統聲響，所以需要持有相同理念的傑出小提琴家們來詮釋，比如小
提琴家科坎斯基（Paul Kochanski, 1887-1934）、席格悌（Joseph Szigeti, 1892-1973）、沃
夫史塔（Josef Wolfsthal, 1899-1931）
、穆迪（Alma Moodie, 1898-1943）
、戈蒂埃（Jeanne
Gautier, 1898-1974）、阿瑪爾（Licco Amar, 1891-1959）、弗倫克爾（Stefan Frenkel, 19021979）
、庫倫坎普夫（Georg Kulenkampff, 1898-1948）、杜希金。32
二十世紀盛行的小提琴演奏風格為極富情感、大量使用抖音的演奏方法，崇尚這種
演奏風格的小提琴家有伊撒意(Eugène Ysaÿe, 1858-1931)、克萊斯勒、艾爾曼（Mischa
Elman, 1891-1967）、狄博（Jacques Thibaud, 1880-1953）、秦巴利斯特（Efrem Zimbalist,
1889-1985）
。然而，斯特拉溫斯基厭惡以優美音色和炫技來取悅聽眾，他強調節奏的律
動、激烈集中的音色、清晰響亮的運弓，企圖營造和克萊斯勒完全對立的音樂風格。

Boris Schwarz, “Stravinsky, Dushkin and the Violin,” in Confronting Stravinsky: Man, Musician, and
Modernist, ed. Jann Pasl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302.
31

32

Boris Schwarz 1986, 302.
39

第二節 斯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概述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蕭條、百廢待興，斯特拉溫斯基的經濟狀況並不寬裕。為
了維持家計，斯特拉溫斯基開始身兼指揮家、鋼琴家，並且不斷地拓展作品的種類，將
自己的芭蕾舞劇改編給管弦樂團、室內樂、小提琴與鋼琴二重奏，33增加音樂會的場次
和演出收入。除了經濟考量之外，斯特拉溫斯基以指揮家和鋼琴家的身分活躍在樂壇還
有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希望將自己的作品忠實地呈現給觀眾。在《斯特拉溫斯基－
一份友誼的紀錄》一書中，斯特拉溫斯基描述：
「我希望我的音樂傳達給觀眾的樣貌和我
所創作的相符。」34
斯特拉溫斯基早期的弦樂作品有《給弦樂四重奏的三首小品》
（Three Pieces for String
Quartet, 1914）、為小型室內樂團創作的《大兵的故事》、為弦樂四重奏創作的第二首作
品《小協奏曲》（Concertino, 1920）。除此之外，三首創作於 1920 年代的小提琴二重奏
作品皆題獻給小提琴家科坎斯基，35包含 1925 年改編自管弦樂組曲《普欽奈拉》的《取
材自裴哥雷希作品的組曲》（Suite after themes, fragments and pieces by Giambattista

斯特拉溫斯基的芭蕾舞劇多為大型製作，幕前幕後的參與人數眾多，加上適合的展演場地多在
大城市，所需經費龐大。
33

34

Robert Craft, Chronicle of a Friendship (Tennesse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72), 270.

35

科坎斯基為波蘭籍小提琴家、作曲家、編曲家，活躍於美國。
40

Pergolesi）
，36以及 1929 年改編自《火鳥》的《公主的前奏和輪旋曲》（Prélude et Ronde
des Princesses）和《搖籃曲》（Berceuse）。
上述作品都是斯特拉溫斯基和杜希金合作之前的小提琴創作，從中可以明顯感受
到作曲家企圖以新穎的小提琴聲響和演奏方法跳脫傳統的框架。這些作品的特色為連
續重複的下弓或上弓之刮絃、包含空絃的三和絃、同時拉奏和撥絃、泛音以及撥絃的
廣泛使用。然而，這樣實驗性質的創作手法尚未純熟，演奏技巧較為古怪、困難，特
別是 1920 年代的三首小提琴二重奏作品，現今已很少有人演奏。
斯特拉溫斯基和杜希金合作的第一部作品《D 調小提琴協奏曲》於 1931 年完成，
這可說是作曲家在小提琴創作上的轉捩點，杜希金以小提琴演奏者的角度提供意見，運
用適當的演奏技巧忠實地呈現作曲家的理念。1930 年代開始，兩人一起為小提琴二重奏
改編了幾首斯特拉溫斯基的大型作品，包含改編自管弦樂組曲《仙女之吻》
、
《普欽奈拉》
的《嬉遊曲》
、
《義大利組曲》
，以及改編自芭蕾舞劇的小品，其中《田園曲》
（Pastorale）
、
《詼諧曲》
（Scherzo）改編自《火鳥》
；
《俄國歌曲》
（Chanson Russe）改編自《瑪芙拉》
（Mavra）
；
《俄國舞曲》
（Danserusse）改編自《彼得羅希卡》
；改編自芭蕾舞劇《仙女之
吻》的《敘事曲》
（Ballade）有兩個版本，1934 年由杜希金創作的版本並未出版，現今
音樂會大多演奏 1947 年由斯特拉溫斯基與小提琴家戈蒂埃共同改編的版本；
《中國進行
曲》（Marche Chinoise）、《夜鶯之歌》（Airs du Rossignol）改編自歌劇《夜鶯》（The
Nightingale）
。值得注意的是，斯特拉溫斯基於 1931/32 年寫給小提琴二重奏的《雙重協

36

1932 年，斯特拉溫斯基在杜希金的協助下，將此部作品再次修改成《義大利組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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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曲》是唯一一首二重奏的原創作品，請參照【表 3-1】。

【表 3-1】斯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
作品名稱

創作年份

說明

1925

arr. from ballet Pulcinella

Berceuse

1929

arr. from ballet The Firebird

Prélude et Ronde des Princesses

1929

arr. from ballet The Firebird

Violin Concerto in D

1931

Duo Concertant

1931/32

Airs du Rossignol

1932

arr. from opera The Nightingale

Danserusse

1932

arr. from ballet Petrushka

Divertimento

1932

arr. from ballet
The Fairy’s Kiss

Marche Chinoise

1932

arr. from opera The Nightingale

Scherzo

1932

arr. from ballet The Firebird

Suite Italienne

1932

arr. from ballet Pulcinella

Pastorale

1933

arr. from vocal work Pastorale

Ballade

1934

arr. from ballet
The Fairy’s Kiss

Suite after themes, fragments and
pieces by Giambattista Pergol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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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son Russe

1937

arr. from opera buffa Mavra

Tango

1940

arr. from piano work Tango

Élégie

1945

arr. from viola work Élégie

Ballade

1947

arr. from ballet
The Fairy’s Kiss

改編的含意為作曲家再次創作自己或是他人的作品，也有重新改寫給不同樂器的狀
況，這些改編曲保留了原創作品的特色和主要的音樂元素。改編的傳統幾乎和西方音樂
史一樣悠久，早在十五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就有許多作曲家將聲樂曲改寫成器樂作品，
或是在現有的樂曲加上更多的聲部，也有作曲家再次修改早期的作品或是在樂曲結構上
重新調整。最廣為人知的例子包含在已有的複音音樂作品上創作的彌撒曲、巴赫為管風
琴重新編寫韋瓦第（Antonio Vivaldi, 1675-1741）的作品，37以及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改編自貝多芬樂曲的創作。38
在二十世紀，許多作曲家擅長從前人的經典之作吸取精華，再融合自己的想法來創
作，這些經典之作時常是十八世紀或是巴赫的作品。比如斯特拉溫斯基的芭蕾舞劇《普
欽奈拉》取材自裴哥雷希的創作；魏本以管弦樂團的編制重新改寫巴赫《音樂的奉獻》
（The Musical Offering）；巴赫《第二號無伴奏小提琴組曲》（Partita for Violin Solo No. 2
韋瓦第在小提琴演奏技術的發展史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他出生於義大利，為炫技小提琴家、作曲
家、小提琴教師和樂團指導。出版商羅傑（Estienne Roger）在阿姆斯特丹發行韋瓦第的十二首協奏曲（12
Concertos, Op. 3, "L'estro Armonico"）
，不久後樂譜流傳到倫敦和巴黎，在全歐洲掀起一股仿效韋瓦第創作
手法的風潮，無數的職業和業餘小提琴家藉由學習韋瓦第的小提琴協奏曲來使自己的琴藝更臻完善。
37

Straus, Joseph N. “Recompositions by Schoenberg, Stravinsky, and Webern.” The Musical Quarterly 72, no. 3
(1986): 301–28. http://www.jstor.org/stable/94814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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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 Minor, BWV1004）中的《夏康舞曲》
（Chaconne）迄今有多個不同的改編版本，布梭
尼（Ferruccio Busoni, 1866-1924）的鋼琴改編版本為其中一例。

第三節 斯特拉溫斯基所使用的小提琴語彙

斯特拉溫斯基於新古典主義時期的小提琴作品除了揉合自己和前人的創作想法之
外，還帶有強烈的節奏感、頻繁的拍號變換、重音的位移、斷裂手法這些特色。斷裂手
法為當某個音樂素材在進行中尚未有完整的段落終止感前，便被截斷或突然收尾，接著
立刻以對比的音樂素材、節奏或節拍的切換，突顯失衡、顛簸和衝突的趣味。特別的是，
斯特拉溫斯基在小提琴作品中時常以撥奏（pizz.）
、連續上弓或下弓模仿打擊樂的聲響，
或是利用泛音創造不同的音樂色彩，此外，超過八度的寬廣音程也是他慣用的小提琴語
法之一。演奏者必須以較少見的演奏方法才能達到作曲家的要求，這樣的聲響和音樂語
法相較於傳統上以悅耳、歌唱性旋律為主的小提琴經典曲目大相逕庭。
筆者試著將這些創作手法從《D 調小提琴協奏曲》
、
《義大利組曲》
、
《嬉遊曲》中彙
整出來，請參見【表 3-2】、【表 3-3】、【表 3-4】、【表 3-5】、【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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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撥奏、拉奏的轉換和結合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四樂章 mm. 205-209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四樂章 mm. 216-217
《嬉遊曲》
第四樂章 c）段
mm. 1-5

《義大利組曲》
第二樂章 mm. 17

《義大利組曲》
第三樂章 mm.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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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連續上弓或下弓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樂章 mm. 54-57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樂章 mm. 86-88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四樂章 mm. 7-8
《嬉遊曲》
第二樂章 mm. 50-54
《嬉遊曲》
第二樂章 mm. 83-85
《義大利組曲》
第六樂章〈終曲〉
mm.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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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斷裂手法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樂章 mm. 1-4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樂章 mm. 85-86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樂章 mm. 106-107

《嬉遊曲》
第一樂章 mm. 177-180

《嬉遊曲》
第一樂章 mm. 18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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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超過八度的寬廣音程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樂章 mm. 1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二樂章 mm. 24-27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四樂章 mm. 239-242
《嬉遊曲》
第一樂章 mm.1-3
《嬉遊曲》
第四樂章 mm. 159-160

【表 3-6】泛音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樂章 mm. 99-101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四樂章 mm. 230-233
《嬉遊曲》
第二樂章 mm. 1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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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節 斯特拉溫斯基和杜希金的合作關係

杜希金在 1949 年出版的回憶錄《和斯特拉溫斯基的合作》
（Working with Stravinsky）
裡提到：

「我的任務只是給予斯特拉溫斯基建議，幫助他將創作想法適當地實現在小
提琴的演奏技巧上，兩者可以相得益彰。斯特拉溫斯基三不五時會將他的創
作拿給我看，然後我們會針對我所提出的建議做討論。」39

斯特拉溫斯基和杜希金的合作契機始於 1931 年的《D 調小提琴協奏曲》
，杜希金在
小提琴技巧和演奏方法上給予斯特拉溫斯基建議，幫助他完成了這部作品。當時杜希金
年近四十，對於年長他約十歲的斯特拉溫斯基必恭必敬，甚至在 1931 年，當斯特拉溫
斯基全家從法國南邊的尼斯（Nice）跋涉到距離四百多公里的格勒諾勃（Grenoble）時，
杜希金也隨侍在側，提供專業上的諮詢。斯特拉溫斯基在《自傳》裡提到杜希金：

「除了他在小提琴演奏方面天賦異稟的才能、極深的音樂涵養、絕佳的領悟
力之外，我很高興他並不崇尚以炫技來取悅聽眾，這個特點非常的罕見。」40

兩人共同為小提琴與鋼琴創作多首樂曲，更組成二重奏，巡演歐洲和美國。在 19321934 年的歐洲巡演、1935 年和 1937 年的美國巡演中，他們的表演曲目包含《雙重協奏

39

Edwin Corle, Igor Stravinsky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9), 186.

40

Igor Stravinsky,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M. & J. Steuer, 1958),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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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
《嬉遊曲》
、
《義大利組曲》
、
《田園曲》
、
《詼諧曲》
、
《俄國歌曲》
、
《俄國舞曲》
、
《中
國進行曲》、《夜鶯之歌》。杜希金可說是斯特拉溫斯基在創作和演出上最信任的合作搭
檔之一，斯特拉溫斯基甚至在大部分二重奏作品的樂譜上註明杜希金為共同作曲家，對
杜希金的重視可見一斑。這份珍貴的合作情誼維持了十年，直到 1940 年斯特拉溫斯基
定居美國加州才畫下句點。
針對將斯特拉溫斯基的作品改編成小提琴樂曲的創作手法，杜希金提到：

「我扮演的角色是從原來的作品中將主要的音樂元素精煉給小提琴聲部，使
得改編曲既可以彰顯小提琴這項炫技樂器的特性，又可以呈現作曲家的創作
理念。在我完成小提琴聲部之後，我會和斯特拉溫斯基碰面，他再依此來譜
寫鋼琴的聲部，並且時常突發奇想，創作出和原來的作品截然不同的音樂。
有時候斯特拉溫斯基也會針對我所寫的小提琴聲部在細節上做修改。」41

兩人各自在演奏上和創作上有所堅持，杜希金希望樂曲容易演奏，但斯特拉溫斯基
卻常常將作品設計得更加複雜，當杜希金反對的時候，斯特拉溫斯基卻不願妥協，並且
生氣地聲稱他不需要愚蠢的小提琴家來演奏他的作品。由此可見，雖然斯特拉溫斯基非
常尊重杜希金，但在許多艱澀、難以演奏的樂段上，仍然堅持自己的創作想法，不願因
著演奏技巧的便利性而修改內容。另一方面，有時候斯特拉溫斯基認為杜希金創作的某
些樂段太過華麗、炫技，和自己的音樂風格不符，比如當杜希金第一次將改編自《火鳥》
的《搖籃曲》拿給斯特拉溫斯基參閱時，後者馬上以和克萊斯勒為李姆斯基－柯薩可夫
改編的作品太相似而婉拒。42

41

Edwin Corle 1949, 190.

42

Eric Walter White 198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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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斯特拉溫斯基以十分嚴謹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創作，有任何微小的調整都
要重新考慮樂曲的結構。杜希金表示：

「每當他接受了我的提議，就算只是一個簡單的變動，比如以高八度或低八
度的方式來延長小提琴的樂句，斯特拉溫斯基都會堅持基礎要一併地修改。
他就像一個建築師，假如被要求改變一個三樓的房間，就要往下修正地基以
維持整個結構的比例。」43

值得一提的是，在兩人密切合作的十年光陰中，斯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二重奏創作
風格從尖銳鋒利、有稜有角的獨創性中逐漸轉變得較為和諧、悅耳，兩項樂器在音色、
聲響、演奏技巧上的設計與平衡越趨完美。這樣的蛻變可以從 1925 年題獻給科坎斯基、
1932 年在杜希金協助下再次創作的《義大利組曲》兩個版本中觀察到。除此之外，斯特
拉溫斯基不再堅決反對炫技、優美的音樂表現，而願意嘗試更調和的創作手法，舉例來
說，
《嬉遊曲》
、
《詼諧曲》
、
《俄國舞曲》不僅展現作曲家出眾的音樂品味，更將小提琴華
麗亮眼的特性和歌唱性完全發揮出來。
筆者認為，這或許也和斯特拉溫斯基從專注於創作的作曲家，轉變為在舞台上面對
廣大聽眾的鋼琴演奏家、指揮家有關，現場音樂會讓他有機會獲得觀眾即時的反應和回
饋，他不再認為炫技有罪，而開始善加利用它。

43

Eric Walter White 1984,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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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D 調小提琴協奏曲》的創作背景

斯特拉溫斯基和杜希金是在出版社碩特（Schott Publishing House）老闆史特烈卡
（Willy Strecker, 1884-1958）的牽線下而結識，史特烈卡向斯氏提議創作一首小提琴協
奏曲，在約定的時間內由杜希金擔任唯一指定的小提琴獨奏家，並且由斯特拉溫斯基指
揮。此外，史特烈卡向斯氏保證杜希金會在創作期間全力協助斯特拉溫斯基，提供有關
小提琴的所有知識。起初，斯特拉溫斯基對此邀約十分猶豫，因為他不會演奏小提琴，
在此之前也從未以小提琴為主奏樂器創作過規模較大的協奏曲，只有弦樂四重奏和《大
兵的故事》這些室內樂作品。斯特拉溫斯基在《自傳》裡表示：

「不會演奏一項樂器但知道它在演奏技巧上的可能性是一回事，但真正的精
通演奏又是另一回事。我明白箇中差異，因此在開始創作這部作品之前諮詢
了亨德密特的意見，他是一位完美的中提琴家。我問他，不會拉小提琴是否
會影響我創作。」44

亨德密特的回應讓他安心不少，亨德密特認為斯特拉溫斯基不擅長小提琴反而讓他
在創作時不會被既定的演奏技巧或作曲手法制約，可以從完全不同的觀點為小提琴作品
帶來創新的想法。
斯特拉溫斯基不停地以實驗的精神探索小提琴演奏的各種可能性，有一次他詢問
杜希金某個和絃在小提琴上是否可以演奏，杜希金回答：「不行。」。當杜希金在家中
拿起小提琴，試圖以極度擴張的手勢演奏這個非常拐手又十分罕見的和絃時，發現實

44

Igor Stravinsky 1958, 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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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是行得通的。杜希金打電話告訴斯特拉溫斯基這個好消息，而這個不尋常的和絃
便成為《D 調小提琴協奏曲》各樂章的導奏（introduction），也被斯特拉溫斯基稱作這
部作品的「護照」（passport），45請參照【表 4-1】。46

【表 4-1】《D 調小提琴協奏曲》各樂章的導奏
第一樂章

第二樂章

第三樂章

第四樂章

雖然斯特拉溫斯基沒有將《D 調小提琴協奏曲》題獻給任何人，但是他在這首創作
的封面用法文手寫了一段話：

45

Eric Walter White 1984, 369.

46

筆者在此篇論文中研究 Schott 於 1931、1959 年發行的小提琴與鋼琴樂譜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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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作品是在我的監製下於 1931 年 10 月 23 日在一場柏林廣播電台的音樂
會中由薩繆爾．杜希金首演，我向杜希金表達極為深切的感激，同時，我對
於他的演奏蘊含高度卓越的藝術表現感到強烈的欽佩。」47

亨德密特對於首演上樂團的演奏極為不滿，他認為柏林廣播交響樂團沒有適當地詮
釋《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然而，杜希金的表現備受讚譽，他擁有《D 調小提琴協奏曲》
為期兩年的唯一獨奏演出權，並且在歐洲各地巡演。48 1941 年，二十世紀最傑出、最具
影響力的編舞家之一巴蘭欽將《D 調小提琴協奏曲》製作成芭蕾舞《欄杆》
（Balustrade）
。
曾經有多部芭蕾舞以視覺藝術的方式呈現斯氏的作品，但斯特拉溫斯基給予《欄杆》極
高的讚譽，將它評價為「最令人滿意的成果」。49
斯特拉溫斯基對於《D 調小提琴協奏曲》前後矛盾的論述顯示他對於這部作品有多
種不同的定義，他曾經對出版商史特烈卡提到：
「我希望寫一首真正的炫技協奏曲，而且
小提琴的完整精神必須在這首作品的每一個小節當中。」50然而，事後他又聲稱：
「炫技
在我的協奏曲中只佔了一小部分的比重，我沒有創作裝飾奏樂段的理由是因為我對小提
琴的炫技不感興趣。」51
無庸置疑的是，斯特拉溫斯基希望自己的創作有別於當代標準的小提琴協奏曲，比
如國際比賽或是音樂會常見的貝多芬、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
，

47

I. Strawinsky, Concerto en Ré, with a preface by I. Strawinsky (Mainz: Schott Music, 1959).

48

Karen A. White, “Violin works of Igor Stravinsky,” (DMA Dis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81),

49

Eric Walter White 1984, 371-372.

50

Boris Schwarz 1986, 304.

51

Ibi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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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 1865-1957）的《d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
。雖然《D 調小提琴
協奏曲》是斯特拉溫斯基於新古典主義時期的創作，但這首樂曲為原創作品，既不是從
芭蕾舞劇改編而來，也沒有使用其他作曲家的音樂元素。斯特拉溫斯基曾說明他在創作
此首樂曲時沒有特定的模仿對象，但他特別喜愛巴赫的《雙小提琴協奏曲》
，在第四樂章
安排了一段小提琴獨奏者和樂團首席的二重奏，除此之外，各樂章的標題為「觸技曲」
、
「詠嘆調一」、「詠嘆調二」、「隨想曲」，這些特點都顯示出巴赫對斯特拉溫斯基的影
響。52
《D 調小提琴協奏曲》的音樂語法獨樹一格，而且演奏技巧較為新穎、奇特，因此
在作品問世以後，並沒有馬上受到小提琴演奏者的喜愛而成為音樂會的常見曲目。斯特
拉溫斯基曾在 1967 年抱怨席格悌沒有在其著作《琴絃上的往事和沈思》（With Strings
Attached: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中提及他的《D 調小提琴協奏曲》。53
此首樂曲在 1950、60 年代逐漸受到重視，1961 年，由斯特恩（Isaac Stern, 19202001）擔任小提琴獨奏、斯特拉溫斯基指揮，一起將《D 調小提琴協奏曲》錄製成唱片，
這可說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時至今日，越來越多小提琴名家們於音樂會中演出斯特拉
溫斯基的《D 調小提琴協奏曲》並且錄製有聲資料，這代表此首樂曲漸漸地在二十世紀
的小提琴創作中脫穎而出，於主流的小提琴協奏曲作品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52

Igor Stravinsky and Robert Craft, Dialogu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80.

53

Boris Schwarz 1986,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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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D 調小提琴協奏曲》的樂曲分析與演奏詮釋

一般來說，協奏曲大多有三個樂章（快、慢、快）
，而斯特拉溫斯基《D 調小提琴協
奏曲》由四個樂章「觸技曲」
、
「詠嘆調一」
、
「詠嘆調二」
、
「隨想曲」組成，請參照【表
4-2】
。古典、浪漫時期協奏曲的第一樂章大多由樂團演奏一段較長的主題樂段，隨後再
由獨奏者奏出主題，特別的是，斯特拉溫斯基卻安排小提琴獨奏和樂團以齊奏的方式揭
開序幕。除此之外，斯特拉溫斯基《D 調小提琴協奏曲》沒有裝飾樂段（cadenza），這
在以炫技為表率的協奏曲中極為罕見。

【表 4-2】音樂會常見的小提琴協奏曲之樂章編排
Beethoven

Brahms

Tchaikovsky

Sibelius

Stravinsky

調性

D 大調

D 大調

D 大調

d 小調

D調

I

Allegro ma
non troppo

Allegro ma non
troppo

Allegro
moderato

Allegro
moderato

Toccata

II

Larghetto

Adagio

Canzonetta:
Andante

Adagio di
molto

Allegro giocoso,

Finale:
Allegro

Allegro ma

vivacissimo

non tanto

III

Rondo:
Allegro

ma non
troppovivace

IV

Aria I

Aria II

Capric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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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樂章 觸技曲（Toccata）

觸技曲的曲式自由，主要為獨奏鍵盤樂器的作品，目的是展現演奏者的手指靈活度
與技巧，比如巴赫的觸技曲大多以連續的十六分音符為主要節奏，出現在曲式較嚴謹的
復格（Fugue）之前。
斯特拉溫斯基《D 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的調號是 D 大調，主要的節奏步調為
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此樂章為三段體（Ternary Form）
，開頭有一小段導奏，B 段可
分為六個段落，請參照下一頁的【表 4-3】。呈示部的主題動機是由 D、C 、D、E 四音
組成的逆廻音音形，斯特拉溫斯基以他典型的創作手法－動機的呈示（第 3-4 小節）
、重
複（第 5-6 小節）、展開（第 7-9 小節）
，在主題旋律上做變化。主題動機不斷地在主音
D 以 C 、D、E 音階式的上行移動徘徊著，第 8 小節才轉為 E、D、C 下行級進做動機
的展開，並且一再地重複、延展樂句，將樂曲銜接到小提琴的主題旋律，請參照【譜例
4-1】。54

【譜例 4-1】《D 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的第一主題動機（mm. 3-9）

吳佩俞，
〈史特拉汶斯基新古典主義時期之創作發展歷程-----中大型器樂作品中的線性手法〉。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2005）
，3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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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D 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曲式分析表
段落

A

導奏

樂段

a

b

過門

小節數

1-2

3-14

15-35

35-53

54-76

76-85

調性中心

D 大調

D 大調

D 大調

C 大調

C 大調

D 大調

此樂段為具
有節奏性的
主題，由鋼琴
先行演奏由
四個十六分
音符組成的
逆迴音音型，
隨後銜接連
續重複的八
分音符。

主題交由小
提琴聲部演
奏，並在逆迴
音之後銜接
長音，使其更
具有旋律感，
鋼琴則以前
一樂句的連
續八分音符
音型伴奏。

主題在鋼琴
聲部上以伴
奏的角色呈
示，小提琴則
演奏出由短
小音型模進
構成的新主
題。

自第 54 小節開
始，小提琴與鋼
琴交換角色，主
題再回到小提
琴以雙音呈現，
鋼琴則演奏前
一樂句的小提
琴主題；第 60 小
節開始，小提琴
由之前的雙音
主題衍生出複
音的兩聲部，調
性中心亦游移
到 b 小調的 V
級，藉 F 音的半
音移調回到後
續過門的 D 大
調。

主題回到 D
大調，僅由鋼
琴演奏，作為
過門連接到 B
段。

說明

導奏主要由
連篇形式
（cyclic
form）的動
機和絃組
成，由小提
琴聲部演
奏。

B

段落
樂段

c

d

c’

e

f

a’

小節數

86-106

107-122

123-133

134-159

160-172

172-183

D 大調

G 大調的
V

G 大調 →
g 小調

G 大調

D 大調

G 大調

樂段 d 是根據
前一樂段 c 發
展出來的，此
樂段以一拍
附點節奏為
基礎，進行附
點節奏的發
展與擴張。此
處氣氛倏忽
轉變，再次展
示了這首作
品戲劇性的
特質，並以 G
大調的導音
（F 音）、屬
音（D 音）附
近半音來回
盤旋形成頑
固音型，調性
中心的暗示
感強烈。

為樂段 c 的再
現，前半段的
G 大調與後
半段的 g 小調
調性中心皆
以屬音、導音
的呈示作為
暗示。

調性中心
說明

（G 大調的 V）

自第 86 小節
開始的樂段 c
進入本樂章
的 B 段，此樂
段出現由切
分節奏引領
的新素材，並
將切分節奏
再切割為兩
個八分音符
或是附點等
短小節奏，構
成 B 段的核
心素材，筆者
由此樂段可
看出作曲家
的創意與戲
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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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段 e 以連續
四個十六分
音符、同音反
復或是半音
上行構成新
的動機，音樂
氣氛活躍、流
動。另外，低
音聲部穩定
而有力的四
分音符則是
賦予樂段 e 強
烈的進行曲
風格。

（G 大調的 V）

旋律建構在 G
大調屬和絃上，
再現了樂段 b 自
第 60 小節開始
的複音織體樂
句，而鋼琴聲部
則是在 G 音的
上、下半音間來
回游走，以連續
十六分音符帶
出優雅、靈活的
兩聲部旋律，迎
接 樂 段 a’－ 主
題的「假再現」
(false
recapitulation)。

主題在 G 大
調上再現，帶
有「再推移」
的效果，為銜
接回 A’段作
準備。

A’

段落
樂段

a

小節數

184-203

b’

204-222

調性中心

D 大調

C 大調

說明

與 A 段的樂段 a 後半部分
（第 15-35 小節）雷同，由
小提琴完整地再現主題。

樂段 b 前半樂句的再
現。

223-229

229-250

C 大調

D 大調

此樂段再現樂段 b 的後半樂句（第 54 小節起
始的樂段）
，在主題呈示後，從第 229 小節轉
為帶有結束句性格的輝煌樂段，主題由鋼琴
聲部宏大有力地呈示，小提琴則以快速的雙
音音型為伴奏，燦爛地結束第一樂章。

這個樂章富有強烈的節奏感，第一主題不斷地縈繞在整個樂章裡，中間穿插不同的
樂段，在曲式上有點類似輪旋曲。節奏方面，斯特拉溫斯基運用大量的頑固低音、頑固
音型、頑固旋律模進，並且以重音的置換和拍號頻繁地變換來打破小節線的框架，請參
照【表 4-4】。

【表 4-4】《D 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的節奏變化

mm. 31-34

mm. 70-76

mm. 17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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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段第 134-159 小節，不斷爬升的半音和切分節奏營造不安定的氛圍，小提琴聲部
在第 172-179 小節再次奏出第一主題，這也是此樂章主奏音域最高的一次主題旋律，隨
後進入再現部。最終，小提琴獨奏以分解和絃的伴奏音型襯托鋼琴的第一主題，華麗地
結束第一樂章。
在演奏詮釋上，此樂章的主題旋律由雙音的圓滑奏、連續上弓的三度雙音斷奏組成，
為了達到飽滿的音響，筆者在圓滑奏時會將弓子緊貼在絃上推動演奏。接下來的斷奏為
了有乾淨俐落的發聲，筆者會咬好琴絃，使用右手腕勾動的方式來帶動連續上弓。除此
之外，這個樂章包含許多兩音一組的十六分音符，筆者認為要將斷奏的十六分音符拉奏
清晰，才能與圓滑奏的十六分音符有顯著的區分，音的起始要稍咬住絃，以利發聲清脆
短促。

第二樂章 詠嘆調一（Aria I）

詠嘆調通常為抒情的獨唱聲樂曲，以器樂伴奏或是無伴奏的形式演唱，大多出現在
歌劇、神劇、清唱劇、或其他大型作品中，也可以是單獨的樂曲。隨著時代的演變，此
曲種也被運用在器樂曲，特別於十七、十八世紀較為流行，代表富有歌唱性或變奏曲特
徵的作品，或是較輕盈的舞蹈樂曲。如同英文字「歌曲」
（Air）
，詠嘆調一方面帶有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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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調的含意，但多數情形是指樂曲以詠嘆調的方式或風格來呈現。55巴赫的鋼琴曲《詠
嘆調和變奏曲》
（Aria variatain in a Minor, BWV 989）和《第三號管弦樂組曲》
（Orchestral
Suite No.3 in D major, BWV 1068）中著名的詠嘆調（Air）就是最顯著的例子。
第二樂章為三段體，A 段落的拍號為 4/4 拍，B 段落的拍號轉為 2/2 拍，請參照【表
4-5】。

【表 4-5】《D 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曲式分析表
段落

A

導奏

樂段

a

a’

a’’

小節數

1-2

3-17

18-28

28-38

調性中心

D 大調

d 小調

d 小調 → f 小調

d 小調

說明

由小提琴演奏連篇形
式(cyclic form)的動機
和絃，在第 2 小節接
續的三個和絃改以撥
奏演奏。

如同樂章名稱-詠嘆調，
小提琴奏出徐緩而悠揚
的曲調，時而以上、下行
快速的十六分音符斷奏
來裝飾此樂段。鋼琴則
是以相同的對位旋律與
小提琴應和。

樂段 a’為主題的第二次
呈現，由鋼琴先行演奏，
小提琴輪奏在後，並在
第 21 小節藉半音轉調
改變色彩，旋律的裝飾
則改以顫音、圓滑的連
音取代前樂句的斷奏。

樂段 a’’為主題的第三次
呈現，可視為 a 段的再
現，並銜接到 B 段。

B

段落
樂段

b

c

d

小節數

39-53

53-67

68-102

調性中心

d 小調

D 大調

C 大調的 iii

說明

樂段 b 為 B 段的起始，將原本樂
段 a 的主題旋律輪廓在鋼琴上以
切分的形式來變奏，小提琴以泛
音應和。第 44 小節小提琴再現
了樂段 a 中的快速音群，隨後再
銜接樂段 b 主題，與鋼琴呈現輪
奏關係。

樂段 c 的起始仍然保持小提琴、
鋼琴的主題輪奏關係，小提琴以
D 音的長音提示本樂章的主題，
亦成為在本樂章內的連篇動機。
鋼琴演奏的主題擷取自樂段 a 主
題的四分音符上行分解和絃，低
音聲部則以連續八分音符斷奏
形成活潑的背景。

此樂段由樂段 b 的切分節奏衍生
而來，以連續的八分音符節奏呈
現，小提琴以斷奏、雙音、大跳
展現技巧。第 88 小節，小提琴
在一個小節的休息後，以大跳的
音型戲劇性地反復呈現新的素
材，此樂段在鋼琴的低音聲部以
相似的方式呈示之後回到 A 段
再現。

Westrup, Jack, Marita P. McClymonds, Julian Budden, Andrew Clements, Tim Carter, Thomas Walker,
Daniel Heartz, and Dennis Libby. "Aria." Grove Music Online. 2001; Accessed 28 Nov. 2021.
https://www.oxfordmusiconline.com/grovemusic/view/10.1093/gmo/9781561592630.001.0001/omo9781561592630-e-000004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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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段落
樂段

a

a’

小節數
調性中心
說明

102-115

116-127

d 小調

d 小調

為第 3-17 小節的再現。

以第 18 小節開始的樂段 a’再現作為結束句的起
始，輕靈的結束第二樂章。

此樂章的主題旋律 a 一共出現四次，在開頭和樂章結尾處大致相同，樂曲中則以小
提琴高八度和伴奏聲部做輪唱，並且在旋律上做變化，請參照【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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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D 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二樂章主題旋律 a 的比較

mm. 3-6

mm. 18 -21

mm. 28-31

mm. 102-104

在演奏詮釋上，筆者在演奏詠嘆調樂章時盡量模仿人聲的特點，使用較大幅度、柔
和的抖音，右手則以較綿長、不過度加壓的運弓營造輕柔流暢的音色，讓音符順著弓子
的弧度滑翔。另外，在第二樂章第 68 小節的樂段筆者會特別強調樂譜上標示的重音或
是突強，並且使用較靠近弓根的地方演奏。為了達到富有爆發力的音響，筆者在碰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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絃的瞬間把弓子像火箭般急速地發射，使樂曲的戲劇性更為強烈。

第三樂章 詠嘆調二（Aria II）

全曲的中間兩個詠嘆調樂章各自獨立、風格迥異，第二樂章的速度比第三樂章更為
流動，具有輕快活潑的靈動感，中間插入一段節奏感強烈的樂段做對比。詠嘆調一的特
色為小提琴主奏在寬廣的音域中作旋律的擴展、鋼琴伴奏以對位旋律襯托；詠嘆調二則
為抒情的詠唱曲調，小提琴主奏的旋律幾乎都在人聲的音域內，筆者參考樂團伴奏的版
本，發現第三樂章大部分的樂段由弦樂團伴奏，對於鋼琴演奏者在音色的處理上是值得
注意的一點。第三樂章為三段體，曲式分析表請參照【表 4-7】。

【表 4-7】《D 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曲式分析表
段落

A

B

A’

小節數

1-17

17-25

25-33

調性中心

A音

A 大調

A 音 → f 小調

說明

A 段仍然開始於小提琴聲部的連
篇形式(cyclic form)動機和絃，不
同的是，此動機在之前的兩個樂章
是導奏，而在第三樂章直接成為 A
段主題的起始，引領出其後小提琴
的詠唱調旋律，此旋律帶有連音裝
飾（五連音、七連音、九連音等）
。
第 9 小節，樂章開頭的和絃再度響
起，為 A 段的後半樂句，旋律的氣
氛延續前一樂句，但在第 13 小節
之後以細小時值的音符取代連音。
調性中心則遊走在以 A 音為中心
延伸出三度（A－C 、F －A）所
形成的 A 大調與 f 小調之間。

B 段的速度較 A 段輕快，在帶
有行進感的鋼琴伴奏下，音樂
氣氛和前一段形成戲劇性的對
比，同時也豁然開朗地呈示了 A
大調調性（雖然時間不長）
，小
提琴旋律延續 A 段後半樂句的
風格，在短小音型的反復中，略
帶慵懶地推進 A’段。

第 25 小節，起始的和絃如號角
般再度響起，速度也回到最初 A
段的速度，展開了 A 段的再現，
將原本的 A 段前半樂句稍作素
材排列的變換，優雅地結束本
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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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樂章的主音是 A 音，為 D 音的屬音，是整部作品唯一不以 D 音為主音的樂
章。特別的是，不像其他樂章頭兩小節的和絃只出現一次，第三樂章開頭的旋律動機
總共有四次，每次出現之後都緊接著不同的旋律變化，在曲式上和輪旋曲相仿，請參
照【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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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D 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的旋律動機比較

mm. 1-2

mm. 9-10

mm. 25-26

mm. 27-29

斯特拉溫斯基在此樂章透過緊鄰兩音一再重複的五連音、九連音，以及類似裝飾奏
三、五、七連音的創作手法，來營造即興、吟唱的樂曲氛圍，請參照【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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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D 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連音的運用

mm. 5-6

mm. 26

在詠嘆調二，斯特拉溫斯基以巴洛克時期常見的低音進行來創作，比如第 13-16
小節和巴赫《第三號管弦樂組曲》第二樂章詠嘆調的低音進行類似，請參照【表 410】。

【表 4-10】《D 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的低音進行
Bach: Air

67

mm. 13 -15

第四樂章 隨想曲（Capriccio）

隨想曲意指隨心所欲、富有想像力的創作，沒有一定的樂曲形式或演奏方法，可以
應用在各種編制的聲樂、器樂作品。在十七、十八世紀，隨想曲也出現在舞曲的標題，
或是一套組曲的其中一個樂章，比如巴赫的鋼琴曲《第二號組曲》
（Partita No.2 in c Minor,
BWV826）最後一個樂章就是隨想曲。另外，巴赫《致敬愛兄長的離別》
（Capriccioin Bflat Major, BWV992, auf die Abreise seines geliebten Bruders）可說是單樂章隨想曲最著名
的例子之一。
隨著時代的演變，這個曲種逐漸地包含炫技的特色。從十八世紀初開始，協奏曲或
獨奏奏鳴曲中一段真正的裝飾樂段時常被稱為隨想曲，意味著即興、幻想、炫技的音樂
特徵，並且強調裝飾樂段的份量已經超出了終止式裝飾奏的功能。這樣的裝飾樂段時常
由作曲家創作並且標記在樂譜上，而不是由演奏者即興發揮，比如巴赫《第五號布蘭登
堡協奏曲》（Brandenburg Concerto No.5 in D Major, BWV1050）第一樂章的裝飾樂段。
除此之外，帕格尼尼（Nicolo Paganini, 1782-1840）為無伴奏小提琴創作的《二十四首隨
想曲》（24 Capriccios, Op.1）對後世的作曲家以變奏、狂想、炫技的風格來創作隨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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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遠的影響。
在十九、二十世紀，許多作曲家為管弦樂團創作隨想曲。斯特拉溫斯基鋼琴協奏曲
《隨想曲》
（Capriccio, 1929）的標題從第三樂章而來，此樂章的速度術語為「隨想曲般
的快板，但速度精確」（Allegro capriccioso ma tempo giusto），這是第一次有作曲家企圖
以較為節制的速度來詮釋隨想曲。56
雖然斯特拉溫斯基沒有為《D 調小提琴協奏曲》創作裝飾樂段，但筆者認為他以快
速、炫技的隨想曲來結束整部作品，似乎也隱含裝飾樂段的意味。除此之外，在樂團伴
奏的版本中，小提琴主奏和樂團首席精采的二重奏將不同的音樂素材穿插、交織演奏，
像是華麗炫目的煙火秀，為這部作品增添獨特的魅力。第四樂章為三段體，曲式分析表
請參照【表 4-11】。

【表 4-11】《D 調小提琴協奏曲》第四樂章曲式分析表
段落

A

導奏

樂段

a

a’

小節數

1-6

7-15

16-38

38-46

47-54

調性中心

D 大調

D 大調

b 小調

D 大調

b 小調

說明

導奏由連篇形式
(cyclic form)的動
機和絃銜接快速
的下行音階，為第
四樂章華麗地開
場。

由小提琴奏出上
行級進且富有精
神的主題，鋼琴以
行進般的音型伴
奏。

調性方面，樂段 a
的後半樂句轉為 b
小調，並增添主題
的旋律性，音樂氣
氛在高低音域、圓
滑與斷奏交錯間
顯得活潑、優雅。

第 38-54 小節的樂
段 a’是樂段 a 的反
復呈示，在前半樂
句中，小提琴在原
本單音織體的主題
中不時增加八度雙
音，鋼琴伴奏音型
的和絃也以更為厚
實的疊置增添音響
的力道。

有別於前半樂句的
厚實，第 47 小節開
始的後半樂句更為
輕靈，鋼琴由原本
和絃的伴奏改為與
小提琴相同風格的
旋律對唱，音樂氣
氛更為悠閒。

Schwandt, Erich. "Capriccio (i)." Grove Music Online. 2001; Accessed 28 Nov. 2021.
https://www.oxfordmusiconline.com/grovemusic/view/10.1093/gmo/9781561592630.001.0001/omo9781561592630-e-0000004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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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段落
樂段

b

c

d

小節數

55-66

67-88

89-108

調性中心

b 小調

b 小調

b 小調

說明

B 段彷彿角色變換般的戲劇性
是作曲家在作品中多次展現的
特質，短小附點的節奏素材引進
與模進的音型發展手法呈現斯
特拉溫斯基的巧思。

延續樂段 b 的附點素材，但以休
止符讓附點更顯銳利，鋼琴也從
原本持續的伴奏音型轉為不規
則的低音和絃斷奏支撐。第 73
小節出現三連音同音反復的新
素材，整體而言樂段 c 帶有插入
句的性格，在素材銜接上奔放自
由、趣味橫生。

樂段 d 可看到樂段 a 後半樂句的
影子，藉由快速音群點綴、裝飾，
呈現優雅、閒適的氛圍，並在第
100 小節反復一次，伴奏聲部逐漸
回歸行進風格，為銜接到 A’段做
準備。

段落

A’

樂段

a’’

尾奏
結束句

小節數

108-113

114-123

123-145

145-174

175-204

205-285

調性中心

D 大調

D 大調

b 小調

b 小調

D 大調

D 大調

說明

原本的導奏再
現引領出 A 段
的 再 現 （ A’
段）。

以樂段 a’作為
A 段再現，鋼
琴的和絃音域
更加寬廣，音
響更加厚重。

樂段 a’’的後半
樂句則採用樂
段 a 的版本，
在樂段 a’’中的
前兩樂句皆採
用 A 段中音響
厚實的部分，
也展現了作曲
家素材設計與
排列的巧思。

樂段 a’’後半樂
句的反復，這
次的伴奏則再
現了樂段 a’的
單音織體對
唱，自第 153 小
節開始，小提
琴以二聲部織
體呈現，低音
聲部以主題中
多次出現的兩
個三十二分音
符接續十六分
音符的短小節
奏音型反復支
撐著高音聲
部，其後再以
快速音群、上
行音階等結束
句性格的音
型，為樂曲結
尾帶來第一波
高潮。

第 175 小節速
度突然加快，
由鋼琴演奏的
旋律亦可發現
樂段 a 後半樂
句的影子，小
提琴以高音
域、顫音等明
亮、尖銳的聲
響共演，並有
快速上行音階
穿梭於小提琴
與伴奏聲部之
間。

在一個小節的
休息之後，速
度再加快到急
板(Presto)，此
樂段在三八拍
的拍號下卻有
著進行曲的律
動，整體旋律
呈現上行走
向，一步步地
邁向燦爛的結
尾。

在演奏詮釋上，筆者認為這個樂章是斯特拉溫斯基小提琴作品中最艱難的樂曲之
一。筆者首先花費大量的時間熟悉樂曲，以慢速練習來確立左右手的協調，並且試著
用輕鬆、隨想的風格，以及具有爆發力的音色來詮釋。對筆者來說，樂曲開頭有如狂
熱的急行軍般，必須帶著一股毫不鬆懈、絕不妥協的衝勁，將音樂不斷往前推進。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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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筆者認為在節奏緊湊的樂段速度之掌控要得宜，不能過於衝動，才能和搭配的聲
部有緊密的銜接。標註「愜意的」（piacevole）樂段為了避免音樂情緒太過嚴謹，筆者
會稍微加上一點滑音，並且在一些樂段以較彈性的速度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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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義大利組曲》

第一節 芭蕾舞劇《普欽奈拉》的創作背景

1933 年，斯特拉溫斯基改編芭蕾舞劇《普欽奈拉》，完成了小提琴與鋼琴的二重奏
《義大利組曲》
。
《普欽奈拉》屬於斯特拉溫斯基於新古典主義時期的第一部作品，他試
圖運用二十世紀的創作手法來重新詮釋十八世紀的作品，保留巴洛克時期的音樂特色並
且巧妙地加入新穎的音樂元素。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大革命於 1914 年、1917 年相繼爆發，斯特拉溫斯基一家為
了躲避戰亂而遷往瑞士，於 1917-1920 年生活在日內瓦附近的城市莫爾日（Morges）。
斯特拉溫斯基於 1919-1920 年創作《普欽奈拉》，他在《呈示與發展》一書中提到：

「
《普欽奈拉》是我在瑞士生活那幾年的天鵝之歌，這部作品創作於莫爾日城
柏南宅邸二樓的閣樓小房間。這個房間堆滿各種樂器，有揚琴、鋼琴、風
琴，以及非常齊全的打擊樂器。起初，我直接在裴哥雷希的樂譜上創作，彷
彿是在修改自己以前的作品，並且不帶任何偏見、審美觀點或是預設立
場。…創作一部諷刺性的作品並非我的本意，狄亞格烈夫當然更不可能有這
個想法，他希望樂團的配置可以忠實地呈現十八世紀的風格…無論如何，《普
欽奈拉》了不起的地方在於和原著的差異多麼微小，而不是大相逕庭。」57

《普欽奈拉》的創作有兩個緣由，一方面是因為斯特拉溫斯基逐漸體認到芭蕾舞劇
的樂團不像交響樂團表現卓越，在樂池的音響也不如音樂廳理想，他的創作只是芭蕾舞
劇的附屬品，沒辦法完全發揮價值。因此，當斯特拉溫斯基在瑞士推出的小型室內樂團

57

Igor Stravinsky and Robert Craft 1981,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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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大兵的故事》大獲好評時，狄亞格烈夫荒謬地嫉妒斯特拉溫斯基的成就，希望引
誘他重回俄國芭蕾舞團的懷抱；58另一方面，狄亞格烈夫希望響應戰爭後的藝術復興潮
流，重新製作義大利即興喜劇。
1917 年，狄亞格烈夫監製的芭蕾舞劇《幽默的女士們》
（The Good-Humoured Ladies）
在羅馬獲得極大的成功，這齣芭蕾舞劇由作曲家湯瑪西尼（Vincenzo Tommasini, 18781950）改編十八世紀作曲家斯卡拉第（Alessandro Scarlatti, 1660-1725）的樂曲，加上舞
蹈後重新介紹給世人。狄亞格烈夫想如法炮製在巴黎推出復古的芭蕾舞劇，因此蒐集了
十八世紀義大利作曲家裴哥雷希的作品，向斯特拉溫斯基提議共同創作一部富有那不勒
斯風情的芭蕾舞劇。在此之前，斯特拉溫斯基對裴哥雷希的作品並不熟悉，只聽過裴哥
雷希的《聖母悼歌》
（Stabat Mater）和歌劇《管家女僕》
（La Serva Padrona）
。但是在全
面地了解他所有的樂曲之後，斯特拉溫斯基對這位巴洛克作曲家的作品愛不釋手，欣然
地答應狄亞格烈夫的邀約。
《普欽奈拉》的製作團隊陣容堅強，除了狄亞格烈夫、斯特拉溫斯基之外，畢卡索
設計舞台佈景、服裝，馬辛（Léonide Massine, 1895-1975）59編舞並且擔綱演出，帶領俄
國芭蕾舞團於 1920 年 5 月 15 日在巴黎歌劇院首演。斯特拉溫斯基曾經提到：

「對於我應該和畢卡索合作的提議，畢卡索負責舞台佈景和服裝的設計，對
我來說他的藝術特別的親切、熟悉，回想起我們一同散步的情景、對於那不
勒斯共同的印象，60還有馬辛在《幽默的女士們》的編舞帶給我極大的喜悅---

58

Eric Walter White 1984, 282-283.

59

馬辛為俄國編舞家、舞蹈家。

60

在 1917 年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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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誘因消除了我的猶豫。」61

斯特拉溫斯基認為這部作品「一切的事物都非常和諧，所有的元素－主題、音樂、
舞蹈、美術佈置－都互相協調、渾然天成。」62《普欽奈拉》的首演非常成功，獲得觀
眾、樂評熱烈的迴響，可說是一部綜合音樂、美術、舞蹈三方藝術的經典之作。
在故事情節方面，馬辛根據十八世紀那不勒斯的一個喜劇劇本《四位普欽奈拉》
（The
Four Pulcinellas）
，參考當時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的典型英雄角色來塑造主角
的形象，完成一部逗趣、精彩、錯綜複雜的愛情故事。故事描寫所有當地的女孩都愛上
了普欽奈拉，這些女孩們的未婚夫醋勁大發，密謀要殺害普欽奈拉。機智的普欽奈拉安
排好友弗保（Fourbo）偽裝成自己，在敵人的攻擊下倒地假死。同時，普欽奈拉喬裝成
魔術師，使自己的替身復活。正當四位年輕人打扮成普欽奈拉的樣貌來和各自的未婚妻
示愛，以為他們已經成功地擺脫情敵之際，真正的普欽奈拉出現在大家面前，並且為戀
人們證婚。普欽奈拉自己則是娶了品琵奈拉（Pimpinella）
，這次換成好友弗保打扮成魔
術師為他們獻上祝福，眾人皆大歡喜。
在音樂方面，斯特拉溫斯基從裴哥雷希的兩部喜歌劇《弗拉米尼奧》
（Il Flaminio）
、
《情人兄弟》（Lo frate'nnammorato），以及三位義大利作曲家－賈洛（Domenico Gallo,
1730-1768）
、蒙札（Carlo Ignazio Monza, 1696-1739）
、帕里索第（Alessando Parisotti, 18531913）和荷蘭作曲家瓦瑟納爾（Unico Wilhelm van Wassenaer, 1692-1766）的作品得到靈
感而做改編，共選用了二十首樂曲。斯特拉溫斯基大多直接將原來的樂曲搬移到自己的

61

Eric Walter White 1984, 286.

62

Eric Walter White 198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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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保留原曲的主旋律、外聲部和低音，透過加長、縮短、重複旋律的創作手法，使
前後樂句不對稱，並且加入獨特的和聲、大量不諧和音、重音和拍號的變換，打破十八
世紀工整的樂曲架構，創作出全新的作品，請參照【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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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普欽奈拉》的樂曲63
場景

樂曲

原曲

Ouverture: Allegro moderato

Gallo: Trio Sonata I,1st. movement

Serenata: Larghetto –
一

二

三

Pergolesi: Il Flaminio. Act I. Polidoro

Mentrel’erbetta (Tenor)
Scherzino: Allegro

Gallo: Trio Sonata II, 1st. movement

Allegro

Gallo: Trio Sonata II, 3rd. movement

Andantino

Gallo: Trio Sonata VIII, 1st. movement

Allegro

Pergolesi: Lo frate'nnammorato. Act I. Vanella

Allegretto – Contentoforse vivere

Pergolesi: Cantata: Luce degliocchimiei

Allegro assai

Gallo: Trio Sonata III, 3rd. movement

Allegro – Con questeparoline (Bass)

Pergolesi: Il Flaminio. Act I. Bastiano

Sento dire no’nce pace –

Pergolesi: Lo frate'nnammorato. Act III. Nina,

Chi disse ca la femmena (Mezzo-

Ascanio, Vanella

soprano, Tenor, Bass)
Ncestaquaccuna po’ (Mezzo-soprano,
四

Tenor)
Presto – Una te fa la‘nzemprece

Pergolesi: Lo frate'nnammorato. Act II.

(Tenor)

五

六
七

Tempo I (Largo)

Pergolesi: Lo frate'nnammorato. Act II.

Allegro alla breve

Gallo: Trio Sonata VII, 3rd. movement

Tarantella: Allegro moderato

Wassernaer: Concerto II.

Se tum’ami (Mezzo-soprano)

Parisotti: Canzona

Allegro

Monza: Harpsichord Suite No.1

Gavotta con due variazioni: Allegro
moderato - Variation 1- Variation 2
Vivo

Monza: Harpsichord Suite No.3
Pergolesi: Sinfonia for Cello and Basso

Tempo di minuetto – Pupillitte,
八

Pergolesi: Lo frate'nnammorato. Act II.

Pergolesi: Lo frate'nnammorato. Act I. Don

fiammetted’amore

Pietro

(Bass, Tenor, Mezzo-soprano)
Finale: Allegro assai

Gallo: Trio Sonata XII, 3rd. movement

（灰階為小提琴與鋼琴版本所選用的樂曲）

63

本表格參照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 https://ntnu.naxosmusiclibrary.com/catalogue/88644570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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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欽奈拉》為獨幕舞劇，包含序曲和八個場景。管弦樂團的編制不大，在弦樂聲部
分為獨奏群、合奏群兩組，為複協奏的風格，類似巴洛克時期大協奏曲的創作手法。獨
奏群各聲部一人，包含兩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聲部；合奏群包含兩部
小提琴、中提琴聲部各四人，大提琴、低音提琴聲部各三人。管樂的樂器配置為兩把長
笛、兩把雙簧管、兩把法國號、兩把低音管、小號和長號各一把，沒有單簧管。除此之
外，次女高音、男高音、男低音三位獨唱家在樂池裡演唱，沒有扮演劇中的角色參與舞
台上的演出。值得注意的是，斯特拉溫斯基為每個樂章精心安排不同的樂器組合，但沒
有使用任何打擊樂器，而是運用其他管弦樂器乾扁的音色來凸顯、強調節奏和韻律，呈
現耳目一新的音響效果。

第二節 《義大利組曲》的作品概述

1922 年，斯特拉溫斯基將長度約三十五分鐘的芭蕾舞劇《普欽奈拉》刪減，改編成
約二十二分鐘的管弦樂組曲《普欽奈拉》，兩部作品的樂團編制大致相同。1925 年，斯
特拉溫斯基將《普欽奈拉》重新改寫，為小提琴與鋼琴二重奏創作出《義大利組曲》
，題
獻給小提琴家科坎斯基。然而，現今普遍使用的《義大利組曲》小提琴二重奏版本，是
1933 年由斯特拉溫斯基和杜希金共同創作的作品。
除此之外，斯特拉溫斯基和大提琴家皮亞悌哥爾斯基（Gregor Piatigorsky, 1903-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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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32 年將《義大利組曲》改編給大提琴與鋼琴二重奏，這首樂曲也是每位大提琴演
奏者必學的經典作品。特別的是，小提琴和大提琴版本所選用的《普欽奈拉》樂曲不盡
相同。
本篇所討論的小提琴與鋼琴二重奏《義大利組曲》為 1933 年斯特拉溫斯基和杜希
金共同創作、由布西與霍克斯出版的樂譜。這部作品總共有〈序曲〉
、
〈小夜曲〉
、
〈塔朗
泰拉舞曲〉
、
〈有兩段變奏的嘉禾舞曲〉
、
〈小詼諧曲〉
、
〈小步舞曲與終曲〉六個樂章。小
提琴與鋼琴二重奏《義大利組曲》的樂曲順序和芭蕾舞劇《普欽奈拉》略有不同，
《普欽
奈拉》第四景的急板男高音獨唱被安排到《義大利組曲》的最後兩個樂章之間，成為第
五樂章〈小詼諧曲〉
。
《義大利組曲》是指帶有義大利風情的組曲，斯特拉溫斯基用義大
利文來標註每個樂曲，他沒有使用巴洛克時期常見的舞曲排列－阿勒曼、庫朗、薩拉邦、
吉格舞曲，請參照【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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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義大利組曲》樂章架構表
樂章

標題

表情術語

主要調性

I

Introduzione

Allegro moderato

G大調

II

Serenata

Larghetto

c小調

III

Tarantella

Vivace

B 大調

IV

Gavotta con due
Variazioni

AllegrettoAllegretto piutosto Moderato

D大調

V

Scherzino

Presto alla breve

d小調

VI

Minuetto e Finale

Moderato-Molto vivace

F大調－C大調

第三節 《義大利組曲》的樂曲分析與演奏詮釋

第一樂章 導奏（Introduzione）

導奏通常是歌劇、舞劇開幕前單獨由樂團演奏的短曲。這個樂章的速度術語是中
庸的快板（Allegro moderato），曲式為三段體，詳細的曲式分析請參照【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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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義大利組曲》第一樂章的曲式分析表

A

段落
樂段

主題

衍生句

插入句

結束句

小節數

1-4

5-6

7-9

10-15

調性中心
說明

G的V

G
全曲的主要動機。

由主要動機的節奏解
構、重組而成，並且保
留附點節奏的特質。

藉由附點節奏的減值
構成以一小節為單位
的模進樂句。

以兩個十六分音符的
節奏取代半拍的附點，
形成結束句的主要素
材，並且在第 13 小節的
小提琴聲部以低八度
的音域反復呈示。

B

段落
樂段

主題

插入句

插入句

結束句

小節數

16-20

21-24

25-29

30-33

調性中心
說明

D
全曲的主要動機在屬
調上呈示，在第 17-18
小節插入了 A 段結束
句的變奏，並與主題的
後樂句交錯，擴張了主
題的呈示。

D→G

A 段結束句的節奏素材
在鋼琴與小提琴之間
相互交替，小提琴並以
主題中的切分節奏起
始，構成模進的插入
句。

呼應 A 段的插入句，原
來的插入句主題在鋼
琴低音聲部呈現，小提
琴與鋼琴的高音聲部
再以不同對旋律相和。
第 28-29 小節為插入句
的延伸，為插入句作
結，並銜接至結束句。

呼應 A 段的結束句，在
相同的素材下，在第 30
小節開始以小提琴雙
音、鋼琴的雙音或和絃
增添織體的厚實度，熱
鬧的樂曲氛圍逐漸地
升高。

A’

段落
樂段

主題

插入句

結束句

小節數

34-37

38-40

41-45

調性中心

G

G

G

說明

主題以低八度再現，並改變原本
的弱起拍特性，在強拍起始。第
36 小節的主題後樂句則拉高了
八度，增添音域的層次變化。

A’段刪減了 A 段的衍生句，直
接進入插入句，主題由小提琴呈
現，並且由鋼琴明快地對應。

結束句亦為 A 段結束句的再現，
在鋼琴飽滿的和絃音響襯托中
結束全曲。

斯特拉溫斯基依照巴洛克時期常見的調性安排創作，各段落的調性清晰，在主調上
呈現、離開主調、回到主調。樂段 A 的調性中心為 G，在樂段 B 時移動到屬音 D，從 D
以半音上行模進的方式推移到 D 的關係小調 b（第 21-24 小節），再以二度下行模進的
方式移動到 G（第 30-33 小節），再現部樂段 A’ 的調性中心留在 G 上，大致都遵照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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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移調手法，請參照【表 5-4】。

【表 5-4】《義大利組曲》第一樂章的調性移動
mm. 21-24

mm. 30-33

在第一樂章中，斯特拉溫斯基使用賈洛《第一號三重奏奏鳴曲》
（Gallo: Trio Sonata
I）第一樂章的音樂素材，保留原曲大部分的旋律和低音進行。斯特拉溫斯基透過細膩精
巧的設計，將現代的音樂語法隱藏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樂曲的開頭，筆者觀察
到斯特拉溫斯基以不同的和聲做替換，甚至以九和絃來改變音響，雖然低音沒有變動，
但是和聲功能變得更複雜，請參照【表 5-5】。64

許佳涵，
〈史特拉汶斯基《普欽奈拉》（Pulcinella）之音樂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
文，2018）
，137。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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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義大利組曲》第一樂章的音樂素材

原曲
Gallo: Trio Sonata
I,1st. movement
mm. 1-2

mm. 1-2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十八世紀的樂曲會出現三和絃或七和絃，但是在《義大利組
曲》中斯特拉溫斯基卻運用四度或五度音程的堆疊，以及九和絃、十一和絃，甚至是十
三和絃來加強突兀、不和諧的音響，使得這部創作像是充滿錯音的巴洛克作品，請參照
【譜例 5-1】。65

65

許佳涵 2018,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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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1】《義大利組曲》第一樂章九和絃的運用

在節奏上，斯特拉溫斯基為了在古老的作品中注入新意，運用動機的重複、重音的
位移、拍號的變換來呈現樂曲全新的樣貌，比如第 10-15 小節，斯特拉溫斯基以樂句的
重複來延長樂句，使樂曲產生回聲的效果，請參照【表 5-6】。

【表 5-6】《義大利組曲》第一樂章和原曲的節奏比較

原曲
Gallo: Trio
Sonata I, 1st.
movement
mm. 10-14

mm. 10-15

在巴洛克時代，同樣的樂句在重複時，會突然變弱，產生類似回聲的效果。在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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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方面，由於巴洛克小提琴不適用過多的抖音或過重的運弓，因此筆者在演奏時盡量
模仿當時的樂器音響，多利用運弓長短的變化來做強弱對比。除此之外，筆者在音樂風
格上傾向樸實、節制的表現，盡量避免太富有感情的音色。

第二樂章 小夜曲（Serenata）

小夜曲（義大利文 Serenata；英文 Serenade）這個字源自拉丁文的 serenus，有「夜
晚」的意思，大多是指晚上在戶外對自己心愛的人或是有地位的人演奏之情歌。在十六
世紀晚期，Serenata 是聲樂曲的意思，到了十七世紀，作曲家們漸漸將小夜曲創作給聲
樂和器樂。在十八世紀，小夜曲也包含純器樂的作品，莫札特著名的小夜曲
（Eine kleine Nachtmusik, K525） 就是最佳的例子。小夜曲大多由弦樂器撥奏來伴奏，比
如魯特琴、吉他、曼陀鈴。66
這個樂章為迴旋二段體（Rounded-Binary Form）
，速度術語是甚寬廣的（Larghetto）
，
請參照【表 5-7】。

Unverricht, Hubert, and Cliff Eisen. "Serenade." Grove Music Online. 2001; Accessed 28 Nov. 2021.
https://www.oxfordmusiconline.com/grovemusic/view/10.1093/gmo/9781561592630.001.0001/omo9781561592630-e-000002545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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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義大利組曲》第二樂章的曲式結構
段落

A

B

A’

小節數

1-13

13-23

23-32

調性中心

c

說明

以附點節奏作為主要的素材貫串全
曲，藉著以小節為單位的樂句反復進
行擴張。

E
延續 A 段素材的附點節奏，
自第 13 小節的第三拍進入 B
段，轉移樂句起始的重心，形
成本曲後半部分的特色，並以
小提琴的雙音、撥絃展現演奏
技巧與音色的變化。第 17 小
節開始的撥絃，藉著調性中心
E 的 V11 和絃，隱含 E 的 V
級與 c 小調 i 級的複合和絃醞
釀轉調的氛圍。

c
自第 23 小節的第三拍回到 A
段的再現，鋼琴以震音
(tremolo)的音響營 造朦朧的
氣氛，同時回顧 B 段的雙音
樂句（第 15 小節）與結束樂
句（第 19 小節）作為此樂章
的結束。

此樂章在芭蕾舞劇《普欽奈拉》中是男高音的獨唱曲，由雙簧管吹奏主旋律，弦樂
器以拋弓（ricochet）和撥絃伴奏，敘述嫉妒普欽奈拉的男子們夜晚時在女孩們的窗前對
她們傾吐愛意。此樂曲的主題 a 共出現三次，每次都在節奏、伴奏音型、強度上做變化，
請參照【表 5-8】。

【表 5-8】《義大利組曲》第二樂章主題 a 的比較

mm. 1-3

mm.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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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23-25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樂章除了有巴洛克時期頑固低音的特色之外，斯特拉溫斯基
還加入了頑固音程、頑固和聲、平行音程的級進和堆疊這些現代音樂的語法，試圖以
自己的音樂特色激盪出新的火花，請參照【表 5-9】。

【表 5-9】《義大利組曲》第二樂章中的音樂特色

mm. 1-2

mm. 15-16

mm.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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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奏詮釋上，筆者在這個樂章試圖揣摩男高音的演唱，以較綿延、抒情的方式演
奏，因此在換弓、換絃時右手要非常服貼於絃，避免樂句中斷。另外，撥絃的樂段音色
要響亮、乾淨，和鋼琴演奏者一起做出類似打擊樂的聲響。

第三樂章 塔朗泰拉舞曲（Tarantella）

塔朗泰拉舞曲（Tarantella）原本是一種盛行於義大利南部的民族舞蹈，這個字源自
於義大利南部的城市塔蘭多（Taranto）
。塔朗泰拉舞曲的拍號通常是 3/8 或 6/8 拍，由一
段規律的曲調組成，樂曲在大調、小調之間輪流交替並且逐漸地加快速度。塔朗泰拉舞
是一種示愛舞蹈，以默劇的形式呈現，通常由一對男女舞者手持響板或鈴鼓演出，旁觀
者在兩位舞者周邊圍成一圈觀賞，有時候哼唱助興。在民間傳說中，塔蘭多城有一種塔
蘭多大毒蛛（Tarantula）
，被咬傷的人可以透過這個舞曲被醫治。在十九、二十世紀，塔
朗泰拉舞曲以音樂會短曲的形式再次復興，通常都是非常快速的炫技作品。
第三樂章為巴爾曲式（Bar Form）
，速度術語是活潑生動的（Vivace）
，拍號為 6/8 拍，
主要的節奏步調為八分音符，請參照【表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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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義大利組曲》第三樂章的曲式結構
段落

導奏

A

A

B

小節數

1-3

4-70

71-137

138-158

B

B

調性中心
說明

在小提琴與鋼琴五音
連續八分音符上行動
機的四次反復中揭示
了本曲活潑的「塔朗泰
拉」特質。

B

本曲的調性中心為 B ，
但是在主要段落 A 段
中，作曲家在 B 的架構
下對於 V 級（即 F 大
調）進行極大篇幅的調
性擴充，增添調性的游
離感。

第 4-70 小節的再現。

B
此樂段以 A 段的主題開
始，並且帶出不同走向
的旋律以作為結束。鋼
琴聲部以雙手同向的
雙音音型一再地重複
直到樂曲結束，與小提
琴一同演奏連續八分
音符的動感旋律。

塔朗泰拉舞曲出現在芭蕾舞劇《普欽奈拉》中的第四景，劇情描繪嫉妒的男子們追
逐著慌張逃跑的普欽奈拉，畫面生動、詼諧。此樂章的調性中心為 B ，開頭的 A 段包
含了一小段導奏（第 1-3 小節），這個導奏以 B 的 IV 級三和絃疊加完全五度的 F 音組
成，B 、E 、F、G、B 五個音以頑固音型、頑固和聲的型態不斷地出現。斯特拉溫斯
基以節奏型的位移來改變重音，並且以突然的強弱對比加強節奏錯置的效果，真正的 6/8
拍律動一直到第 4 小節才出現，樂曲呈現活潑、紛亂的音樂氣氛。除此之外，特拉溫斯
基在樂章接近尾聲的地方以類似的創作手法和開頭樂段前後呼應，鋼琴聲部只包含 B 、
E

、F、G、B 五個音，以相同的音型一再地重複直到樂曲結束，請參照【表 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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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義大利組曲》第三樂章的頑固音型

mm. 1-5

mm. 138-141

值得注意的是，巴洛克作品中常見的三對二（hemiola）節奏也是斯特拉溫斯基經常
使用的創作手法。三對二除了在這個樂章的幾個樂段中出現，《嬉遊曲》的開頭也是一
例，請參照【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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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義大利組曲》第三樂章的三對二節奏

mm. 41-45

mm. 108-112

《嬉遊曲》
mm. 1-4

在演奏詮釋上，筆者認為這個樂章是整部作品中較具挑戰性的樂曲，在雙音、和
絃、同時撥絃和拉奏、不同的運弓、強弱對比之間必須非常快速地轉換。筆者將練習
的重點放在從頭到尾一氣呵成地演奏卻不會顯得心浮氣躁，因此花了很長一段時間用
極慢的速度練習音準、左右手的協調性，同時尋找最適合跳弓的位置。

第四樂章 有兩段變奏的嘉禾舞曲（Gavotta con due Variazioni）

嘉禾舞曲是起源於法國宮廷的舞蹈，之後演變成聲樂曲、器樂曲，常見於芭蕾舞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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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其他帶有戲劇性質的作品中，流行於十六世紀晚期到十八世紀晚期。法國大革命
（1789-1799 年）和拿破崙戰爭（1803-1815 年）之後，隨著宮廷和沙龍文化的式微，嘉
禾舞曲幾乎完全地沒落，直到十九世紀中才被作曲家們復興並且沿用至今。
由於嘉禾舞曲帶有愉悅、溫柔、樸實的田園風格，因此在巴洛克時期經常被作曲家
們安排在較嚴肅的阿勒曼舞曲（Allemande）之後。嘉禾舞曲大多為中等的速度，樂句以
四小節為一句，樂曲架構大多為簡單分明的兩段體或是輪旋曲式，也有些嘉禾舞曲是由
變奏曲組成。67
第四樂章由主題、變奏一、變奏二組成，三個大段落皆為二段體（Simple Binary）
。
主題的拍號為 2/2 拍，斯特拉溫斯基沒有標示速度術語，筆者參考芭蕾舞劇《普欽奈拉》
同樂段的管弦樂譜，以中庸的快板（Allegro moderato）來演奏主題；變奏一的拍號為 6/8
拍，速度術語為稍快板（Allegretto）
；變奏二的拍號為 4/4，速度術語為接近中板的稍快
板（Allegretto piu tosto moderato），請參照【表 5-13】。

Little, Meredith Ellis, and Matthew Werley. "Gavotte." Grove Music Online. 2001; Accessed 28 Nov.
2021. https://www.oxfordmusiconline.com/grovemusic/view/10.1093/gmo/9781561592630.001.0001/omo9781561592630-e-000001077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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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義大利組曲》第四樂章的曲式結構

嘉禾舞曲（Gavotta）

A

段落
小節數
調性中心
說明

B

1-4

5-10

11-18

D

D→V/D

A 段由兩個平行樂句組成，分別為四個小節、六
個小節的樂句，洋溢著典雅的宮廷風格。A 段完
整地反復一次，使本段的篇幅與 B 段得以分庭抗
禮。

19-28

D（模進）
主題以兩個小
節組成，並延
伸以四個小節
為單位進行兩
次的上行樂句
模進。

第 19 小節轉
而以主題的兩
個小節為單位
進行下行的樂
句模進，並在
第 25-28 小節
完成本段的主
體結構。

29-32
D
延伸的結束
句。

第一變奏（Variazione 1）

A

段落
小節數
調性中心
說明

B

1-4

5-10

11-18

D

D→V/D

19-28

D（模進）

29-32
D

第一變奏在結構上與〈嘉禾舞曲〉相同，由原本的單拍子二二拍轉成複拍子的六八拍，藉拍分法的律
動改變進行變奏，小提琴與鋼琴聲部的織體互動也與〈嘉禾舞曲〉相互對照，在第 25 小節開始的結束
句中，直接以 B 段主題的下行分解和絃素材開展，並在第 29-32 小節反復一次後結束本變奏。

第二變奏（Variazione 2）
段落

A

小節數

1-5

調性中心
說明

B
6-9

10-14
D（模進）

D→V/D

15-16
D

第二變奏在節拍上回復到原本〈嘉禾舞曲〉的單拍子（四四拍）
，樂曲的氣氛也回復到原本帶有裝飾旋
律的宮廷風格，鋼琴聲部以快速、活潑的音型將樂曲推向本樂章的結尾。曲式方面，斯特拉溫斯基以
減值的方式創作，第二變奏各段落與樂句的長度皆為〈嘉禾舞曲〉的一半。

這個樂章在芭蕾舞劇《普欽奈拉》中的樂團編制只有管樂器，主題和變奏一的主旋
律由雙簧管吹奏，變奏二主要由長笛和法國號輪流擔任主奏。因此，筆者在詮釋的時候，
會模仿這些樂器的特性，以較為圓潤、溫暖、綿延不絕的音色來演奏。另外，變奏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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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音階原來是由長笛吹奏，因此筆者和鋼琴演奏者會以較輕快活潑的方式來詮釋。

第五樂章 小詼諧曲（Scherzino）

小詼諧曲（Scherzino）是從詼諧曲（Scherzo）衍生而來，在中世紀晚期，義大利文
scherzo 這個字起源自德文字「玩笑」
（Scherz）
、
「開玩笑」
（scherzen）
。從貝多芬的時代
開始，詼諧曲取代了小步舞曲原本在奏鳴曲中的樂章，除此之外，詼諧曲也被用在喜劇
或是含諷刺意味的喜劇作品，通常是非常快速、流動的速度，並且以單樂章的形式出現
在較大的作品中。舒曼在鋼琴作品《維也納狂歡節》
（Faschingsschwank aus Wien, Op. 26,
1839-40）
、
《冊頁》
（Albumblätter, Op. 124, 1832）中，第一次以小詼諧曲來命名樂曲。在
十九世紀，小詼諧曲繼續被作曲家運用在鋼琴曲集或是特性作品（character piece）的其
中一個樂章，較少以獨立的作品型態出現。
第五樂章為二段體，拍號為 2/2 拍，速度術語是急板（Presto alla breve），主要旋律
由小提琴聲部的八分音符節奏組成。全曲的調性中心為 d 音，但幾乎以 V 級為核心，以
d 的屬音 A 音起始、結束全曲，請參照【表 5-14】。
在芭蕾舞劇《普欽奈拉》中，此樂曲描述真正的普欽奈拉喬裝成魔術師，在自己的
葬禮上施展法術使死人復活，充滿滑稽、荒謬的意味，由男高音獨唱主旋律，樂團擔任
伴奏。特拉溫斯基在許多樂段標註「立即轉弱」
（p sub.）
，並且運用重音的位移來營造輕
鬆、戲謔的音樂氛圍，請參照【譜例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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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義大利組曲》第五樂章的曲式結構

A

A’

段落

導奏

小節數

1-2

3-18

18-36

37-51

51-70

調性中心

d

d

d

d

d

說明

鋼琴聲部在 d 音
的 V 級上以不同
八度的反復揭開
本曲的序幕。

以連續八分音符
的 常 動 曲 (moto
perpetuo) 特 性 作
為全曲的基調，鋼
琴則以高音、低音
兩聲部的連續四
分音符旋律對應，
呈現此樂段對比
的趣味性。

本樂句與前句結
構相同，但小提琴
的旋律在高八度
的音域呈現。

A’段 的 小 提 琴 聲
部以雙音呈現，主
要旋律在高音、低
音聲部之間流轉。
鋼琴在第 3-7 小節
的音型基礎上，增
加八分音符的音
型，織體轉為帶有
主音音樂的風格，
逐漸堆疊出樂曲
的高潮。

與 A 段的架構相
同，本樂句延續前
句的風格，但小提
琴的音域提高八
度，在熱鬧、燦爛
的屬音上結束全
曲。

【譜例 5-2】《義大利組曲》第五樂章 mm. 36-40

在演奏詮釋上，筆者會非常強調力度記號的變化，並且以誇張的對比來製造戲劇效
果。比如這個樂章的開頭，短短七小節就包含不同的力度術語，先是在一拍中由強漸弱，
再「突然變強又突然漸弱」
（sub. piu f e dim. sub.）
。值得注意的是，特拉溫斯基在鋼琴高
低音聲部標註不同的表情術語，高音聲部「維持圓滑奏」
（sempre legato）
；低音聲部「維
持斷奏」
（sempre staccato）
，試圖融合兩種音色來創造新穎的聲響，請參照【譜例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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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3】《義大利組曲》第五樂章 mm. 1-7

第六樂章 小步舞曲與終曲（Minuetto e Finale）

小步舞曲原本是一種優雅、緩慢的三拍子法國舞蹈，在十七世紀中期到十八世紀晚
期是貴族階級最流行的社交舞之一。小步舞曲（Menuet）這個字有可能源自於法文「小」
（menu），因為這種舞蹈的舞步非常細碎、微小。在音樂方面，巴洛克時期的組曲時常
包含小步舞曲，通常在緩慢的薩拉邦舞曲（Sarabande）之後。到了十八世紀晚期，小步
舞曲也經常出現在由多個樂章組成的曲種當中，比如奏鳴曲、弦樂四重奏、交響曲，並
且和中段（Trio）成雙出現。十九世紀的作曲家們對小步舞曲的創作較不感興趣，這個
曲種的作品相對較少。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小步舞曲在新古典主義的風潮下，
又重新受到作曲家們的青睞。
小步舞曲的速度、拍號、長度沒有一定的規則，然而，義大利的小步舞曲和法國的
小步舞曲略有不同，義大利的小步舞曲速度較快，拍號大多為 3/8 或 6/8 拍。隨著時代
的演變，也有音樂學者認為小步舞曲的長度應該要超過一百個小節，而音樂演奏者為了
要為這種長時間的社交舞伴奏，必須演奏幾首不同的小步舞曲，甚至以即興、加花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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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重複演奏相同的樂段，小步舞曲因此漸漸演變成變奏或是輪旋曲的形式。68
筆者臆測，斯特拉溫斯基以義大利文小步舞曲（Minuetto）來標註第六樂章，並且
在拍號上使用 3/8 拍，是希望強調樂曲的義大利風格。在曲式方面，小步舞曲的樂段為
二段體，由八個小節的主旋律為基礎不斷地重複，斯特拉溫斯基在每一次主題重複的時
候以不同的音色、伴奏音型、音程堆疊、力度變化將樂曲層遞推向高潮並且進入終曲
（Finale），終曲的曲式為輪旋曲（Rondo Form），請參照【表 5-15】。

【表 5-15】《義大利組曲》第六樂章的曲式結構

小步舞曲（Minuetto）

A

段落

A’

尾奏

小節數

1-8

9-16

16-24

25-32

33-40

40-49

50-61

調性中心

F

F

f

F

F

f→
C的V

C的V

說明

由鋼琴演
奏〈小步舞
曲〉和緩、
級進的主
題，並以對
位手法形
成映襯。

主題由小
提琴聲部
演奏，鋼琴
延續前樂
句的手法，
將對位的
風格與織
度擴張。

樂曲自第
16 小 節 開
始轉變風
格，此樂段
可視為插
入句的功
能，在調性
中心上借
用同名小
調改變音
樂的色彩。

主題由小
提琴演奏，
鋼琴以斷
奏演奏連
續塊狀的
和絃，呈現
主音與複
音織體的
融合，增添
活潑的氣
息。第 31 小
節使用了
前一樂句
（插入句）
中出現的
短小附點
節奏。

延續前一
樂句的風
格，但小提
琴旋律以
雙音、和絃
演奏出複
音織體，聲
響更顯宏
亮。

與第 16-24
小節同為
插入句功
能，為進入
尾奏的 C
大調做準
備。

以主題再現作
為結束句，在逐
漸增強的力度
中銜接到〈終
曲〉。

Little, Meredith Ellis. "Minuet." Grove Music Online. 2001; Accessed 28 Nov. 2021.
https://www.oxfordmusiconline.com/grovemusic/view/10.1093/gmo/9781561592630.001.0001/omo9781561592630-e-0000018751.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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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曲（Finale）
段落

A

B

A’

C

A’’

小節數

1-12

12-36

36-60

60-69

69-95

95-117

117-137

a的V

a

G

C

C 段是 B 段
的短小再
現，第 63 小
節開始的樂
句可對照 B
段 的 第 25
小節。

第 69 小節
開 始 ，〈 終
曲〉主題在
鋼琴的低音
聲部以 a 小
調的 V 級呈
現，主題的
第三次呈現
更為華麗，
小提琴與鋼
琴之間的互
動與織體變
化極為豐
富。

B’段亦為 B
段的再現，
然而也延續
A’’ 段 的 風
格，在織體
的呈現上更
為豐富。

〈終曲〉主
題在小提
琴、鋼琴上
皆以宏大的
和絃式呈
現，帶有尾
奏的功能，
燦爛地結束
全曲。

調性中心

C

G

說明

第 1-2 小節
為〈終曲〉輪
旋曲式中的
主要主題，
以華麗的氣
氛揭示〈終
曲〉
。第 7-12
小節為 A 段
的後樂句，
以第 1 小節
的節奏為基
礎做反復，
旋律較為和
緩。

延續 A 段
以四個十六
分音符為主
的節奏素
材，第 15
小節開始由
鋼琴演奏旋
律性主題，
並由小提琴
隨後演奏相
同的旋律。
第 29 小節
一轉原本閒
適的風格，
以第 28 小
節的素材做
發展，在節
奏感強烈的
樂句中結束
B 段。

G→
a的V
第 36 小節
開 始 ，〈 終
曲〉的主題
在鋼琴的低
音聲部呈
現，並以中
音（B 音）變
化形成同名
調的音響變
化。
A’段在前樂
句的擴張篇
幅較大，第
56 小節開始
和 A 段的後
樂句相似。

B’ A’’’

終曲是整部作品最精彩炫技、音樂氣氛最燦爛華麗的樂段，斯特拉溫斯基大量地運
用重複模進和樂句增長的創作手法擴大終曲的篇幅。在芭蕾舞劇《普欽奈拉》中，此樂
段的樂器編制為整個樂團，幾乎每種樂器都有演奏到主題旋律，不同的音色有如煙火綻
放般穿插出現。最後，樂曲在氣勢磅礡和強烈的節奏感中畫上句點。
在演奏詮釋方面，小步舞曲在芭蕾舞劇《普欽奈拉》中為婚禮的橋段，主旋律由三
重唱演唱，因此筆者希望以溫暖飽滿的音色和富有感情的歌唱方式來演奏此樂段。對筆
者來說，終曲包含了多項極為艱難的技巧，比如連續三度、五度、八度音程的雙音；連
續下弓的三和絃；四條絃同時演奏；八度雙音加上顫音。這些樂段再次凸顯特拉溫斯基
強烈的音樂風格，同時展現了他為小提琴開發前衛聲響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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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是時間的延續，時間的藝術則是音樂，就像空間的藝術是繪畫一樣。特拉溫斯
基從《彼得羅希卡》
、
《春之祭》
，一直到序列音樂的創作，都不停地在節拍、節奏上大膽
的嘗試。筆者認為，節奏的運用是特拉溫斯基作品中最重要的音樂特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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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嬉遊曲》

第一節 芭蕾舞劇《仙女之吻》的創作背景

芭蕾舞劇《仙女之吻》為斯特拉溫斯基受舞蹈家魯賓斯坦（Ida Rubinstein, 1885-1960）
的委託所創作，他改編柴科夫斯基的鋼琴、聲樂作品，並且以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的童話《雪后》
（The Ice Maiden）為舞劇題材。
《仙女之吻》於 1928
年 11 月 27 日在巴黎歌劇院首演，由作曲家親自指揮，首演適逢柴科夫斯基逝世三十五
週年。這是斯氏第一部沒有和狄亞格烈夫合作的芭蕾舞劇，此舉激怒了狄亞格烈夫，使
兩人在往後的日子分道揚鑣。
魯賓斯坦是一位美麗的舞者，曾短暫受雇於俄國芭蕾舞團，她在與狄亞格烈夫爭吵
之後離開舞團，並且在巴黎創立了自己的芭蕾公司。魯賓斯坦邀請斯特拉溫斯基為她的
芭蕾公司創作一部作品，並且讓作曲家全權決定作品的主題和場景，唯一的要求是音樂
元素的靈感必須來自柴科夫斯基。斯氏對於柴科夫斯基的推崇與愛戴眾所皆知，前者在
七歲或八歲時第一次造訪馬林斯基劇院觀賞後者的芭蕾舞劇《睡美人》，從此對芭蕾舞
劇和柴科夫斯基的音樂深深著迷。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在當時的西歐並不常被人演奏，斯
特拉溫斯基不僅大力擁護、提倡柴科夫斯基的音樂，於 1921 年將《睡美人》裡的兩首
樂曲編寫給管弦樂團，並且寫公開信讚揚柴科夫斯基，更於隔年將自己的喜歌劇《瑪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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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題獻給柴科夫斯基。69
斯特拉溫斯基於芭蕾舞劇《仙女之吻》的手稿中表示：

「我以這齣芭蕾舞劇來紀念柴科夫斯基，他就像是這部童話的謬斯。這齣芭蕾
舞劇因而成為一個寓言，暗喻柴科夫斯基被仙女烙印了命運之吻，使這位偉大
的藝術家有如此豐富超凡的作品。」

柴科夫斯基在世五十三年，一生中不斷地創作鋼琴、聲樂曲，這可說是最能完整表
現他的創作風格之曲種。斯特拉溫斯基在《仙女之吻》所使用的音樂元素中，包含柴科
夫斯基二十七歲時創作的鋼琴作品 Op. 1, No. 1《俄式詼諧曲》
（Scherzo a la russe, 1867）
，
以及柴氏四十七歲時的聲樂作品 Op. 63, No. 6《小夜曲》（Serenade, 1887）。斯特拉溫斯
基在作品的挑選上涵蓋了柴科夫斯基創作的黃金時期，這樣的安排可說是別出心裁。除
此之外，筆者認為斯特拉溫斯沒有從柴氏的管弦樂作品中挑選樂曲，是出於對柴氏的尊
敬，同時也避免自己落入框架。
在故事題材上，斯特拉溫斯基選用了和柴科夫斯基同一時期的寓言家安徒生之童話
《雪后》。斯特拉溫斯基非常欣賞安徒生在文學上豐富的想像力，前者曾經在第一部歌
劇《夜鶯》中使用安徒生的作品來填寫歌詞。對斯特拉溫斯基來說，安徒生和柴科夫斯
基各自以不同的媒介來描述精彩的故事，結合兩人的文學和樂曲可說是再適合不過了。
《仙女之吻》分為四幕，故事描述一位男子魯迪（Rudy）小時候被雪后親吻之後，
終其一生逃脫不了命運的捉弄。第一幕為母親抱著襁褓中的嬰孩魯迪行走於暴風雪中，

斯特拉溫斯基將喜歌劇《瑪芙拉》題獻給三位他最尊敬的俄國作曲家－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
、葛令卡（Mikhail Glinka, 1804-1857）
、柴科夫斯基。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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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后突然出現並在男嬰的額頭印下「命運之吻」
。當村民發現魯迪時，他的母親已經氣絕
身亡。第二幕為魯迪成年後和未婚妻參加農村的慶典，他們和村民們歡快地跳著瑞士的
傳統舞蹈。當魯迪獨自一人時，雪后喬裝成吉普賽女郎幫他算命，告訴他會有光明、幸
福的未來並且將他帶到風車小屋。第三幕描述魯迪來到風車小屋看到他的未婚妻被朋友
們圍繞，這對戀人重逢後快樂地翩翩起舞。隨後他的未婚妻離開去換上嫁衣，此時雪后
再次現身，這次喬裝成新娘，將魯迪帶到雪的國度。第四幕魯迪和未婚妻在風車小屋裡
短暫的重逢，雪后再次出現將魯迪帶離現世生活，永遠拘留在雪的國度裡。最後，雪后
再度親吻魯迪，這次在他的腳上烙印「命運之吻」，象徵全然地掌控魯迪的命運。
芭蕾舞劇《仙女之吻》的樂譜於 1928 年由出版社俄國音樂（Edition Russe de Musique）
付梓。這部作品由作曲家於 1950 年再次編輯、修改，於 1952 年由出版社布西與霍克斯
發行。701934 年，斯特拉溫斯基將四十五分鐘長的《仙女之吻》大幅刪減，改寫成總長
約二十分鐘的管弦樂組曲《嬉遊曲》
，於 1938 年由出版社俄國音樂發行。作曲家於 1949
年再度修改管弦樂組曲《嬉遊曲》，這個版本於隔年由出版社布西與霍克斯發行。
1932 年，斯特拉溫斯基和杜希金為小提琴與鋼琴共同編寫了二重奏版本的《嬉遊
曲》，由出版社俄國音樂付梓，之後由出版社布西與霍克斯再次發行，這也是本篇所討
論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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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出版社布西與霍克斯收購了出版社俄國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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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嬉遊曲》的作品概述

嬉遊曲（Divertimento）為流行於十八世紀的樂曲種類，是用來取悅貴族的娛樂音樂，
相對於小夜曲（Serenade）在室外演奏，嬉遊曲是屬於在室內演奏的音樂。Divertimento
這個字從義大利文的分歧、漫走（divertire）而來，原本就有逗趣、玩耍的意味。嬉遊曲
的樂器編制從三把樂器到小型管弦樂都有，大多是五個樂章，第一和最後一個樂章是快
板，第二、第四樂章是小步舞曲，第三樂章是行板。海頓、莫札特大多使用這個曲式，
同時期的作曲家也有其他不同的編排或包含不同舞曲的作品，這樣的樂曲安排類似組曲，
從一個到九個樂章，甚至十三個樂章都有人寫。海頓在他 1750、60 年代的鍵盤樂器作
品中，在嬉遊曲的標題旁邊還會註明「組曲」。
十八世紀以後，嬉遊曲的作品越來越少見。二十世紀新古典主義盛行，開始有作曲
家回歸古典時期，創作嬉遊曲，這些作品不一定遵照十八世紀嬉遊曲的曲式，而是帶有
嬉遊曲的精神，由幾個輕鬆、富趣味的樂章組成，斯特拉溫斯基的《嬉遊曲》就是一個
例子。
斯特拉溫斯基的二重奏《嬉遊曲》分為四個樂章，第一樂章為交響曲風（Sinfonia）
；
第二樂章為《瑞士舞》
（Danses Suisses）
；第三樂章《詼諧曲》
（Scherzo）
；第四樂章《雙
人舞曲》（Pas de deux）分為三個部分，包含慢舞（Adagio）、炫耀舞（Variation）、結尾
舞（Coda），請參照【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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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嬉遊曲》樂章架構表
樂章

標題

速度術語

I

Sinfonia

Andante-Allegro sostenuto-Andante-Vivace

II

Danses suisses

Tempo giusto

III

Scherzo

Allegretto grazioso

Pas des Deux
a) Adagio
b) Variation
c) Coda

Allegretto grazioso
Presto

IV

在《嬉遊曲》中，斯特拉溫斯基以模仿、引用、暗示的方式，將柴科夫斯基的旋律
與節奏加以拼貼、變化，創造出似曾相似的錯覺。筆者認為，這樣的創作手法是受到好
友畢卡索的影響，畢卡索是二十世紀初立體派藝術家，大量使用新技術和素材，將日常
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文字、壁紙、報紙、布料和香煙包裝紙融入畫作和素描作品，充分開
發趣味拼貼技術，使人產生似是而非的觀感。71

第三節 《嬉遊曲》的樂曲分析與演奏詮釋

第一樂章 交響曲風格（Sinfonia）

71

Jonathan Cross, The Stravinsky Legacy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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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樂章的標題為 Sinfonia，意思是序曲或交響曲風格。此樂章由三大段落組成，
各個大段落又分為三個小段落，主要的旋律出現在序奏、主題、再現部，大致為複合式
三段體的曲式結構。此樂章的每個段落在節奏、調性、樂句動機上清晰分明，各樂段、
最後一段和第二樂章之間的銜接以一小段不斷重複的敲擊式節奏來預備音樂性格和節
奏型態的變換，這也是造成此樂章在聽覺上場景不斷更替的原因，見【表 6-2】。

【表 6-2】《嬉遊曲》第一樂章的曲式結構

A

段落
a

樂段

b

小節數

1-12

13-20

20-25

26-52

52-64

調性中心

f 小調

f 小調

b 小調

f 小調

f 小調

說明

呈示全曲的主
要動機（素材
a）。

由連續三十二
分音符構成的
伴奏，戲劇化
地呈現出本曲
的另一個動機
（素材 b）。

由小提琴延續
前樂句的連續
三十二分音符
性格，將素材 a
演化成五音動
機，並以反復
與模進的手法
形成插入句。

素材 a 在經過樂段 a 的
兩次呈示與推移後，於
樂段 b 以抒情的長樂句
構 成 全 曲 最 鮮 明的 主
題印象。

與樂段 a 的插入句互為
映照，由鋼琴與小提琴
共同營造快速音群的
熱鬧氣氛。

B

段落
樂段

c

小節數

65-78

d

79-107

調性中心

d 小調

g 小調

說明

呈示 B 段的主要素材，
包含第 65-71 小節的節
奏性格強烈的主題（素
材 c）與第 72-73 小節
的 高 音 連 續 十 六分 音
符主題（素材 d）。

由前樂段的素材 c 發展
出 本 段 的 主 要 旋律 素
材；自第 86 小節開始
的 鋼 琴 聲 部 再 現了 之
前的素材 b，小提琴則
以 連 續 十 六 分 音符 襯
之，也帶出另外一個貫
串 B 段的主題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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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07-163

164-178

由不同的短小前動機
連接素材 d 構成主體，
並藉此短小、快速流動
的 特 性 不 斷 地 轉移 調
性中心，同時前動機也
再現了之前的素材，可
視為樂段 c 的擴張發
展。

樂段 c 的再現，戲劇性
的嘎然而止結束 B 段，
並銜接到 A’段。

d 小調

A’

段落
樂段

e

f

小節數

179-190

191-256

調性中心

A 大調

d 小調

說明

再現樂段 b 的主題旋律，作為 A 段的再現代表。

以 B 段主要主題旋律（第 79 小節）的性格再現
起始，隨後接續追溯至樂段 c 第 69 小節的音型，
並穿插風格短小、快速素材的交替銜接（例如
第 212 小節的素材 d）形成的結束句風格燦爛地
結束本曲。

這個樂章主要描寫男嬰在暴風雪中被雪后烙印「命運之吻」，樂曲以詭譎的音樂氣
氛為魯迪悲劇性的一生揭開序幕。斯特拉溫斯基將柴科夫斯基兒童歌曲集《暴風雨中的
搖籃曲》（Lullaby in a Storm Op. 54, No. 10, 1883）、《冬日黃昏》（Winter Evening Op. 54,
No. 7, 1883）的間奏之音樂元素隱藏於這個樂章，見【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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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嬉遊曲》第一樂章的旋律動機
Tchaikovsky: Lullaby in a Storm, Op. 54, No. 10, mm. 5-8

第一旋律動機
的音樂元素 a

第一旋律動機
mm. 26-29

Tchaikovsky: Winter Evening, Op. 54, No. 7, mm. 34-37
第二旋律動機
的音樂元素 b

第二旋律動機
mm. 80-83

筆者觀察到這兩首柴科夫斯基作品的拍號都是 3/4 拍、旋律動機皆為半音的移動，
斯特拉溫斯基將兩首樂曲巧妙地結合，注入自己的新意，創作出全新的作品。以第一樂
章的再現部為例，兩個樂段都是 a 小調，速度標示為行板（Andante）與活潑的（Vivace）
，
兩樂段之間沒有過門，而是直接變換拍號和音樂情緒，並且透過不斷重複的半音移動、
108

敲擊式的演奏方法，強調貫串全曲的動機組合，請參照【譜例 6-1】。

【譜例 6-1】《嬉遊曲》第一樂章 mm. 189-195

斯特拉溫斯基使用《暴風雨中的搖籃曲》之主要旋律作為主題 a，主題 a 共出現三
次，每次出現的型態不盡相同，並且依照樂曲的走向在前後的旋律和調性上有所差異。
第一次在樂曲的開頭，作曲家以和原曲相同的 f 小調創作，將旋律動機的前六個音做變
化，在 A 段的序奏（第 1-12 小節）中營造神秘的音樂氣氛；第二次（第 26-37 小節）出
現《暴風雨中的搖籃曲》完整的旋律，和序奏互相呼應；第三次（第 179-190 小節）和
第二次相似，但為 a 小調，於再現部中完整地出現，見【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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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嬉遊曲》第一樂章主題 a 的比較

mm. 1-5

mm. 26-29

mm. 179-182

《冬日黃昏》的間奏樂段主要由三和絃的半音移動、強烈的節奏感組成，斯特拉溫
斯基以這個樂段的切分音音型、重音的位移之特色，賦予第一樂章豐富的戲劇效果。樂
句 b 共出現三次，第一次在 B 段的第 80-85 小節，第二次在 B 段的第 121-124 小節，第
三次在 C 段的第 191-197 小節。樂句 b 每次出現各有變化，並且以更多的音符來堆疊，
作曲家在最後一次以減值、不斷重複的半音移動三和絃將樂句延展到七個小節來增強節
奏的強烈撞擊，藉此把再現部的音樂情緒推向高潮，請參照【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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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嬉遊曲》第一樂章樂句 b 的比較

mm. 80-85

mm. 121-124

mm. 191-195

在節奏的安排上，斯特拉溫斯基擅長運用拍號的混用、並置、變換，以及重音的位
移，來製造特殊的聽覺效果。比如典型的三對二創作手法，第 1-4 小節的拍號為 3/4，但
小提琴聲部以 6/8 的節奏型態呈現，並且在高八度的音域和鋼琴聲部的三拍子節奏型態
同時演奏，筆者認為，從這些安排可見作曲家希望營造樂曲冰冷、魔幻色彩之意圖，請
參照【譜例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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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6-2】《嬉遊曲》第一樂章 mm. 1-4

第 57-59 小節從原本的 3/4 拍變換到 2/4 拍，筆者以八分音符為一拍，將小提琴聲
部以 3/8 拍、鋼琴聲部以 4/8 拍看待，觀察到重音位移到第二個八分音符上，和鋼琴聲
部的 4/8 拍相互拉扯，樂曲在愈趨緊張的音樂氣氛中達到高潮，隨即進入 B 段。拍號頻
繁地更換、重音的錯置這個創作手法也出現在 B 段的第 71-81 小節、第 119-125 小節，
請參照【表 6-6】。

112

【表 6-6】《嬉遊曲》第一樂章的節奏變化

mm. 57-59

mm. 71-75

mm. 119123

在音程上，第一樂章以完全四度、半音、八度揭開序幕，這三個音程在之後的樂段
隨處可尋。值得一提的是，作曲家企圖以寬廣的音程、八度雙音、高八度或低八度的音
域重複相同的音，讓演奏者展現手指擴張與大跳的精準度，來達到炫技的效果。以小提
琴聲部為例，第 71-78 小節包含許多大跳的音程，為了演奏上的便利性，筆者以 2、4 指
與 1、3 指的指法演奏八度音程，第 74 小節為了音色的一致在 G 絃上演奏。對筆者來
說，音準以及大跳的精確是練習時的重點。
除此之外，十六分音符的圓滑奏和斷奏要迅速地做出明顯的區隔，樂句之間在音量
上的對比要誇張，筆者認為，在這個樂段中右手運弓必須有良好的掌控。第 191-197 小
節速度標示為活潑的（Vivace）
，左手必須以扭曲的姿勢才能按到所有三和絃的音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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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右手以連續下弓模仿打擊樂的聲響。對筆者來說，此樂段在技巧以及體力上都是一
大考驗。
斯特拉溫斯基於創作時使用鋼琴，並且在當年親自演奏所有的二重奏作品，由於他
的手比一般人還大，因此為《嬉遊曲》安排了許多寬廣的音程。演奏超過八度的音程對
他來說輕而易舉，然而，對於多數的鋼琴演奏者是一大挑戰，舉例來說，整部《嬉遊曲》
只有十一個制音踏瓣（damper pedal）、三個弱音踏瓣（una corda）的標示，演奏者必須
在不使用制音踏瓣的情況下演奏第 26-35 小節、第 52-59 小節低音聲部的十度音程，請
參照【表 6-7】。

【表 6-7】《嬉遊曲》第一樂章鋼琴聲部的寬廣音程

mm. 26-29

mm.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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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樂章 瑞士舞（Danses Suisses）

第二樂章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描寫魯迪成年後和未婚妻、村民們一同跳舞歡慶，
並且穿插魯迪思念母親，以及雪后喬裝成吉普賽算預言家的場景。此樂章為三段體，包
含四大旋律動機，前三個旋律動機出自柴科夫斯基的鋼琴曲《幽默曲》
（Humoresque Op.
10, No. 2, 1871）與《黃昏之舞》（Evening Reverie Op. 19, No. 1, 1873），斯特拉溫斯基在
第三旋律動機加上高八度的裝飾音，使樂段比原曲更為跳躍、輕盈，見【表 6-8】、【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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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嬉遊曲》第二樂章的曲式結構

A

段落

結束句

a

樂段

(Closing Period)

小節數

1-66

67-83

調性中心

D 大調

D 大調

說明

由素材 a（第 1-7 小節）
、素材 b（第 8-10 小節）
、素材 c（第 10-12
小節）交互連接而成本段；並以素材 a 中的第 3-4 小節為全曲的主
要素材。

小提琴以連續十六分音符快速音
群形成帶有結束句特質的燦爛性
格

B

段落
樂段

b

小節數

83-94

調性中心

C 大調

說明

小提琴、鋼琴
皆以厚重的齊
奏和絃華麗地
展開 B 段。

c

95-108

109-124

樂段 a 的再現。

b’

124-139

139-154

154-169

C 大調

c 小調

G 大調

主題以短小的
樂句在小提琴
與鋼琴間流轉
對答，在風格
上呈現對比。

回到樂段 b 的
厚重風格，但
雙音、和絃的
節奏更為密
集，亦使 B 段
在熱鬧中接續
到 A’段。

樂段 b 的再
現。

將主要素材置
於鋼琴的內聲
部中，小提琴
以泛音應和，
呈現與其他段
落不同的音色
變化，第 117
小節主要素材
再回到小提琴
呈示。

A’

樂段

a

170-198

198-208

調性中心
說明

e

G 大調

段落

小節數

b

D 大調
A 段的再現。

以素材 c 的概念變形，藉延續的長音和緩、靜止
地結束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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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嬉遊曲》第二樂章的旋律動機
Tchaikovsky: Humoresque, Op. 10, No. 2, mm. 22-25
第一旋律動機
的音樂元素 a

第一旋律動機
mm. 39-42

Tchaikovsky: Evening Reverie, Op.19, No.1, mm. 1-4
第二旋律動機
的音樂元素 b

第二旋律動機
mm. 10-12

Tchaikovsky: Humoresque, Op. 10, No. 2, mm. 1-5
第三旋律動機
的音樂元素 c

第三旋律動機
mm. 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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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樂章各個旋律動機所代表的人物和場景風格鮮明，筆者依循芭蕾舞劇的情景來觀
察，第一旋律動機代表獵人；第二旋律動機代表魯迪思念母親；第三旋律動機為村民們；
第四旋律動機是俄羅斯的傳統舞蹈音樂，以和絃式的旋律來代表眾人一同跳舞慶祝。特
別的是，作曲家在第 136-153 小節使用他慣用的塊狀創作手法插入一段風格迥異的樂段，
72

代表喬裝成吉普賽預言家的雪后，諷刺意味濃厚。
斯特拉溫斯基在第一樂章的結尾處標示「緊接下一段」
（Enchainez）
，小提琴聲部以

很強（ff）的力度記號來呈現響亮、緊繃的高音域，進入第二樂章時卻突然轉變為中低音
域的完全四度音程，力度為弱（p）
，作曲家以此來營造音樂情緒的變換，以及強弱對比
的戲劇張力。除此之外，作曲家在第二樂章以速度術語「精確速度」
（Tempo giusto）標
示，並且運用連續上弓、連續三和絃下弓的創作手法，強調鄉村舞蹈規律、沉穩、有彈
性的特色。
樂曲開頭在旋律上的鋪陳較為片段，第一、三旋律動機都以較簡短的方式穿插出現，
有如曇花一現，鋼琴的左手聲部則使用頑固低音伴奏，這兩個旋律動機直到第 32-66 小
節才完整的出現。斯特拉溫斯基在 A 段的前半部以較零碎的樂句，以及代表男子思念母
親的第二旋律動機來暗示男子的心事重重，並且在第 26-31 小節以增四度和減五度的音
程來渲染怪異、詭譎的音樂氣氛，為男子多舛的未來預留伏筆。
作曲家在 B 段的第四旋律動機（第 83-94 小節）運用平行三度、六度、八度音程的
級進來加強節奏的衝擊效果，這樣的創作手法也時常出現在斯特拉溫斯基其他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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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Cross 1998,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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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他的特色之一。此樂段在芭蕾舞劇中是眾人的群舞，作曲家在小提琴樂譜上特別
標示連續下弓，並且在第 86-88 小節、第 92-94 小節標示表情記號「沉重的」
（pesante）
，
來強調俄羅斯傳統舞蹈踩踏地面的效果。在演奏詮釋上，雖然此處是連續下弓，但是筆
者為了避免產生停滯不前的笨重感，會根據節拍的韻律、旋律的線條和方向性，稍微改
變運弓的重量。除此之外，第 83 小節的泛音使用上弓，讓右手有稍微喘息的空間，請
參照【譜例 6-3】。

【譜例 6-3】《嬉遊曲》第二樂章 mm. 83-88

第 109-116 小節的泛音樂段在管絃樂團的版本中是由兩把長笛和短笛演奏。對筆者
來說，要同時演奏人工泛音和自然泛音有一定的難度，由於一個音按絃另一音輕觸會使
兩條絃產生高低差，因此左手按絃的位置和右手運弓的角度、力道要快速、適當地做調
整，這個樂段對於小提琴演奏者來說是一大挑戰。
對於鋼琴演奏者來說，第二樂章最困難的樂段為第 67-82 小節，這兩處的主題旋律
在右手的下聲部，兩手在許多地方的音程都超過八度，並且其中一個音要保留一個四分
音符的長度。斯特拉溫斯基在這兩個樂段並沒有標示制音踏瓣，但鋼琴演奏者為了留住
主題旋律的音符，在演奏時必須斟酌使用制音踏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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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樂章 詼諧曲（Scherzo）

第三樂章的速度術語標示為「高雅的稍快板」（Allegretto grazioso），樂曲架構為迴
旋二段式（Rounded Binary Form）
，拍號為 3/4 拍，樂曲風格俏皮、戲謔。B 段的速度標
示為「速度加倍」
（Doppio movimento），拍號為 2/4 拍，並且八分音符和第一段的四分
音符等值，因此 B 段的速度比 A 段還要慢一倍。B 段的主題旋律較富有抒情歌唱性，和
其他段落相比樂句顯得較為連貫、綿延，呈現和諧、樸實的田園風格。在調性方面，雖
然斯特拉溫斯基在第二樂章所標示的調號為 D 大調，但一直到樂曲的中段（第 75-94 小
節）D 大調才清晰可辨，請參照【表 6-10】。
這首樂曲描寫雪后喬裝成吉普賽預言家將魯迪誘拐到雪的國度，未婚妻試圖阻擋並
且追逐著雪后，最後，被迷惑的魯迪在雪的國度與仙女們一同跳舞。值得注意的是，第
三、四樂章是斯特拉溫斯基從芭蕾舞劇的第三幕改寫而來，二重奏版本的《嬉遊曲》並
未包含芭蕾舞劇第四幕的樂曲。
在旋律方面，這首樂曲取材自柴科夫斯基的鋼琴曲《幽默詼諧曲》
（Scherzo Humoristique
Op. 19, No. 2, 1873）
、
《紀念冊之頁》
（Fruilletd’album Op. 19, No. 3, 1873）
，請參照【表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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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嬉遊曲》第三樂章的曲式結構
段落

A

導奏

樂段

a

b

a

小節數

1-7

7-24

24-34

35-61

62-74

調性中心

a 小調

a 小調→g 小調

b 小調

a 小調

a 小調→g 小調

說明

由連續附點節奏的主
題鮮明地呈示主要素
材。

延續導奏的附點節奏
素材，帶出以短小連
續音符組成的斷奏新
素材。

在樂段 a 中
的短小素材
轉化成連續
十六分音符
下行音型，
並以圓滑奏
形成對比，
銜接樂段 b
以增值附點
與切分特性
構成的新素
材。

將之前所出
現的素材交
錯銜接，純
熟地展現作
曲家在動機
發 展 的 巧
思，帶有素
材「推移」的
效果。

段落

B

樂段
小節數

A
a

75-94

調性中心

D 大調

說明

本段以前段一半的速
度展現不同風情，持
續在之前連續十六分
音符的音型上衍生出
B 段的主要旋律，第
79 小節在鋼琴聲部
出現的上行音階回顧
了 A 段中樂段 b 的音
階素材，隨後切分節
奏也交錯其中，呈現
出短小、豐富而流暢
的精緻特色。

樂段 a 的再現。

b

a’

95-108

108-118

119-146

146-161

a 小調→g 小調

b 小調

a 小調

a 小調→g 小調

為 A 段的再現，在第 95 小節直接由短小音符的斷奏素材進入，省略了之前的
附點素材；第 156-161 小節以樂段 b 的長音切分素材和緩的結束本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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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嬉遊曲》第三樂章的旋律動機
Tchaikovsky: Scherzo Humoristique, Op. 19, No. 2, mm. 1-8
第一旋律動機

的音樂元素 a

第一旋律動機

mm. 7-15
Tchaikovsky: Feuilletd’album Op. 19, No. 3, mm. 24-28
第二旋律動機

的音樂元素 b

第二旋律動機

mm. 25-28
Tchaikovsky: Feuilletd’album Op. 19, No. 3, mm. 34-39
第二旋律動機

的音樂元素 c

第二旋律動機

mm. 44-53
Tchaikovsky: Feuilletd’album Op. 19, No. 3, mm. 1-8
第三旋律動機

的音樂元素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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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旋律動機

mm. 75-94

此樂章開頭第 1-7 小節為一小段導奏，這個樂段不斷地徘徊於半音 G 、A 兩音（這
也是第一旋律動機的頭兩音）所組成的顫音，G 、A 兩音由附點節奏所組成，代表邪惡
的雪后不斷地縈繞在這個樂章中，營造不安定的氛圍。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樂章接近
尾聲的時候，斯特拉溫斯基以半音上行的顫音、切分節奏、下行的 D 大調分解和弦、泛
音來做結束，企圖以類似的創作手法來呼應樂章開頭的主題旋律，同時也再次呈現第三
樂章主要的音樂元素。斯特拉溫斯基似乎非常喜愛半音的使用，無論是半音的移動、堆
疊、模進，在每個樂章中都頻繁地以不同的變化方式來呈現。
在演奏詮釋上，此樂章許多大音程的十六分音符下行琶音、快速換絃的樂段在技巧、
音準上都非常困難。以第 16-28 小節為例，當筆者在演奏此樂段時盡量將音量維持在樂
譜標示的「中弱」
（mp）
，並且在不同音符的長度和節奏上做出明顯的音色區別，特別是
演奏斷奏或是大跳音程時，左手按好絃、弓確實咬到絃再開始拉。第 20-21 小節的跨絃
跳弓筆者運用手腕帶動，讓弓自然地跳動。第 22-23 小節分弓（détaché）貼好絃拉奏，
運弓集中不過長，並且使用運弓的長短來做漸強、漸弱。第 24 小節的第一音筆者不會
完全準時，而是稍待雙手到位後再演奏，並且在接下來的十六分音符稍為加速，將大跳
音程的空隙時間彌補回來。這個小節的換把位要盡量輕鬆，左手不能握琴太緊，並且弓
子要貼好絃，才能避免換把位動作過大而影響運弓的服貼度。第 30-32 小節在 D 絃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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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重音的節奏要精準，和鋼琴聲部要有互相追逐的感覺。

第四樂章 雙人舞（Pas de deux）

這個樂章包含 a）
「慢舞」
、b）
「炫耀舞」
、c）
「結尾舞」三個大段落，都是迴旋二段
式，為斯特拉溫斯基的原創作品，沒有包含柴科夫斯基的音樂旋律。雖然每個段落各自
獨立、風格迥異，但斯特拉溫斯基在各段的結尾處標示「緊接下一段」
，企圖快速地銜接
不同的音樂場景，製造豐富多彩的緊湊感，也使第四樂章更有整體性。
a）段「慢舞」是整部作品中最抒情、優美的段落，描述被迷惑的魯迪將雪后誤認
為自己的未婚妻，兩人深情、優雅地共舞。斯特拉溫斯基在管弦樂組曲《嬉遊曲》中
主要以大提琴、單簧管為獨奏樂器，刻意強調主要旋律綿延的歌唱性，並且以豎琴為
伴奏樂器來呈現乾淨、簡潔的分解和絃伴奏音型。此段的曲式結構請參照【表 6-12】
。

124

【表 6-12】《嬉遊曲》第四樂章 a）段的曲式結構
段落

A

導奏

樂段

B

a

b

a’

小節數

1-5

5-12

12-14

15-23

24-34

35-44

調性中心

E 大調

E 大調

g 小調

E 大調

E 大調

E 大調

說明

以鋼琴斷奏塊狀和聲
為小提琴的長音伴奏
揭開序幕，並帶入由
上行、下行分解和絃
組成的靈巧伴奏。

由長音接續
下行快速音
群的裝飾性
音型形成主
題的前半
段，也提示
了樂段 a 之
後的裝飾奏
樂句；第 7
小節開始的
主題後半段
則是以八分
音符所構成
的抒情、響
亮旋律。

第 15-16 小
節以前述後
半主題作為
裝飾奏的結
尾並銜接前
半主題的再
現。

在稍微加快的
速度下，鋼琴
聲部以靈動、
活潑的連續十
六分音符節奏
伴奏的角色支
持著小提琴，
小提琴的旋律
大致上延續 A
段風格，僅以
速度與伴奏型
的變化即呈現
不同風情。

在樂段 a’中，
參照第 15 小節
再現的模式，
由綿長旋律的
後半主題開
始，同時再度
以作曲家的動
機發展技術將
數個主題素材
交錯融合結
束。

裝飾奏。

斯特拉溫斯基於鋼琴聲部第 3-22 小節兩處標示了「使用弱音踏瓣直到記號*為
止」（una corda fino al segno *），幾乎涵蓋了整個樂段。另外，第 24-34 小節標示「輕巧
的斷奏」（stacc.-leggero），以及第 38 小節到結束標示「一直斷奏」（sempre stacc.）。為
了達到這個效果，筆者和鋼琴演奏者在詮釋此樂段的時候，會盡量以大提琴、單簧管、
豎琴的音色與樂器特性來揣摩。除此之外，筆者認為 a）段呈現的音樂氣氛如同法國香
頌般浪漫、雅致，在演奏時應該營造溫柔婉約的音色，使用較大、較寬的抖音，右手運
弓大多使用弓速來做強弱變化，避免過度壓迫、緊繃的音響。
特別的是，斯特拉溫斯基在第 12-14 小節插入了一段類似裝飾奏的樂段，並且在鋼
琴聲部上標示「配合主要聲部」
（colla parte）
。斯特拉溫斯基沒有在小提琴聲部標示任何
速度術語或表情記號，讓演奏者自由發揮音樂想像力詮釋此樂段。筆者在芭蕾舞劇《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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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之吻》的管弦樂總譜中發現這個樂段是長笛獨奏，並且有清楚的速度標記，因此筆者
在練習時參考這些資料來找尋個人的演奏詮釋，請參照【表 6-13】。

【表 6-13】《嬉遊曲》第四樂章裝飾奏樂段的比較

《仙女之吻》
號碼 168

mm. 12-14

b）段「炫耀舞」是魯迪和仙女們共舞的場景，不是變奏曲的意思。此段的拍號為 4/8
拍，主要的節奏步調為十六分音符，速度術語標示為「高雅的稍快板」
（Allegretto grazioso）
，
除了結尾處有較強的力度變化外，整段的力度記號都維持在弱（p）
，音樂情緒顯得十分
輕盈、飛快。值得注意的是，當主題於第 30 小節再現時拍號為 2/4 拍，節奏步調比開頭
更從容、大方，另外，最後五個小節突然頻繁地變化拍號到 3/8、4/8 拍，使樂曲呈現紛
亂、魔幻的效果，請參照【表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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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嬉遊曲》第四樂章 b）段的曲式結構
段落

A

導奏

樂段

B

a

b

a’

小節數

1-2

3-10

11-18

19-29

30-40

調性中心

g 小調

g 小調

g 小調

g 小調的 V

g 小調

說明

鋼琴以連續切分節奏
在右手和絃、左手八
度雙音反向擴張的斷
奏展開本曲。

第 3-6 小節為主
題，由小提琴演
奏，可分為前 2 小
節的雙音和絃琶
音上行斷奏的素
材 a 與後 2 小節
的短小音符撥奏
的素材 b 構成。

樂段 a 的後半樂
句以小提琴與鋼
琴高音聲部具旋
律性的主題相互
應和，並在鋼琴低
音聲部切分節奏
的單音伴奏下與
前半樂句形成對
比。

樂段 b 的鋼琴聲
部再回到低音、
和絃交替的典型
伴奏模式，小提
琴則以活潑的旋
律風格為樂段 a
的再現做準備。

為 a 段的再現，
並在第 36-40 小
節以小提琴、鋼
琴交替出現的華
麗上行音型輕巧
地結束本曲。

此段的主旋律在管弦樂組曲《嬉遊曲》中由長笛吹奏，而二重奏版以小提琴聲部的
雙音穿插撥奏、泛音、三十二分音符裝飾音來呈現。作曲家標示的演奏速度非常快，並
且在短短幾小節變換多種演奏技巧，筆者認為演奏此段的重點是要將技術上各種困難之
處練到駕輕就熟，以輕鬆、玩耍的心態詮釋樂曲，才能確實展現此樂段的精髓。另外，
鋼琴聲部在第 5、9、10、34 小節的和絃跳音都超過八度音程，若使用滑奏（glissando）
效果則不如預期，這些樂段對鋼琴演奏者來說都是極為艱鉅的挑戰。
c）段「結尾舞」
（Coda）的場景是魯迪和所有雪國的人物們一同跳舞，氣氛熱鬧、
節奏感十足且振奮人心。此段的曲式結構請參照【表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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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嬉遊曲》第四樂章 c）段的曲式結構
段落

A

導奏
1

樂段
小節數

1-3

調性中心

G 大調

延伸句

樂句 a

樂句 b

樂句 a

樂句 c

Extended Phrase

4-13

14-26

27-38

38-57

57-76

緊接在樂句 a
之後的樂句 b
則以兩拍一組
的附點節奏緩
和整體節奏與
之對比。

樂句 a 的第二
次呈示，小提
琴將原本曲調
以雙音演奏，
鋼琴也由原本
的斷奏轉為
「加重的」音
響。

延續前句的風
格，小提琴以
連續四分音符
的和絃華麗而
厚重地呈現旋
律（鋼琴的和
絃卻轉為斷奏
與之對比）
；第
45 小節再度倏
忽轉變為輕巧
的風格，即具
戲劇性。

由之前樂句 c
的厚重和絃起
始，並提高八
度擴張音域，
在華麗的風格
中接續至 B
段。

G 大調
樂句 a 上行的
全曲主要素材
延續了前一首
〈變奏曲〉素
材 b 短小、活
潑的特質。

說明

2

G 大調

B

段落

G 大調

尾奏

3

4

樂段

b

小節數

77-99

調性中心

G 大調

G 大調

G 大調

G 大調

說明

樂段 b 將樂句 a
的 全曲 主要 素
材 轉由 鋼琴 演
奏，小提琴以短
時 值的 八度 雙
音為其伴奏。

為樂段 1 的再現並稍作變
化，小提琴的旋律以高八度
演奏，擴張了八音音符主題
的篇幅。

為樂段 2 的再現，並於其中
插入連續十六分音符上行
音階的華麗音型變化，熱情
漸次累積。

與段落 A 的延伸句相
同，藉著連續十六分音
符、塊狀和絃等之前出
現過的音型，燦爛的結
束全曲。

樂句 a’

樂句 b

樂句 a’’

樂句 c’

100-110

111-122

123-143

144-148

150-172

在管弦樂組曲《嬉遊曲》中，c）段的開頭由定音鼓敲奏，因此筆者和鋼琴演奏者以
較乾淨俐落的音色來詮釋完全五度的 G、D 兩音。此外，筆者為了達到最佳的音響和明
顯的漸強，在第三把位的位置上使用左手撥絃，展現此處的彈性和急迫感。第 27-38 小
節的主題旋律在管弦樂版本中由長號吹奏，在二重奏版本出現在鋼琴的右手聲部，斯特
拉溫斯基特別標註「非常強調地」（très marqué）。

128

第 123-143 小節斯特拉溫斯基透過不斷爬升的音型、鋼琴的滑奏，層遞堆疊出熱鬧、
精彩的樂段。樂曲一直到第 144-148 小節重複出現的 G 大調和絃才重新確定調性，結尾
處由 G 大調和絃的齊奏穿插十六分音符為主的模進和重複，燦爛華麗的結束整部作品。
管弦樂、二重奏版本的《嬉遊曲》結束在芭蕾舞劇的第三幕，魯迪的未婚妻終於和心愛
的人重逢，可惜的是，魯迪的心早已被雪后的魔咒蒙蔽，認不清自己的心上人。芭蕾舞
劇第四幕的音樂沒有出現在《嬉遊曲》中，劇情描述魯迪和未婚妻在風車小屋大夢初醒，
發現在雪國的際遇如夢似幻。兩人短暫共舞後，魯迪再度被雪后帶往雪國，雪后這次在
魯迪的腳上烙下「命運之吻」，代表全然地掌控他，將他永遠拘留於雪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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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斯特拉溫斯基以三大芭蕾舞劇《火鳥》
、
《彼得羅希卡》
、
《春之祭》蜚聲國際，終其
一生對各種創作手法之探索永無止盡，其音樂風格變化多端，包含多種不同的面向，可
說是二十世紀最卓越、出名的現代音樂代表人物之一。斯特拉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大多
創作於 1920-1951 年，這也是他的新古典主義時期。雖然斯特拉溫斯基在新古典主義時
期主要是仿效十八世紀的作品或是創作手法，不再從俄國的民族音樂取材，但是俄國音
樂的傳統早已內化成他個人的音樂特色，比如以變換拍號來打破節奏和拍號的規律性、
突然出現的休止或重音、頑固低音和頑固音型的頻繁使用、聲部間塊狀式的並置和層疊、
斷裂手法。
斯特拉溫斯基創作於新古典主義時期的小提琴作品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模仿巴
洛克時期、古典時期的音樂特徵或曲式，運用二十世紀的作曲手法、新奇的演奏法來創
作，如《D 調小提琴協奏曲》
。另一種是引用他人的樂曲元素並且加以改寫，以突兀的和
聲或節奏點綴，再次創作為全新的作品，如《義大利組曲》
、
《嬉遊曲》
。斯特拉溫斯基不
會演奏小提琴，因此可以用一個嶄新的觀點來為小提琴創作。在《D 調小提琴協奏曲》
、
《義大利組曲》
、
《嬉遊曲》中，斯氏使用巴赫、裴哥雷希、柴科夫斯基的音樂元素，再
以現代的創作手法和較不常出現的小提琴技巧讓樂曲顯得新奇、特殊。斯特拉溫斯基使
用的小提琴語彙包含撥奏與拉奏的快速轉換、連續上弓或下弓、一再重複的和絃、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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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效果、超過八度的寬廣音程，這些非小提琴正常的演奏方式對演奏者來說是個挑
戰，敲擊化的音響和乾癟的音色也營造出獨樹一格的音樂色彩，和傳統上以歌唱性旋律
為主的小提琴經典曲目大相逕庭。
演奏音樂應該先對作品有全盤地了解，再透過適當的技巧和音樂情感，表現樂曲鮮
明的風格和圖像。筆者透過練習和實際上台演奏的經驗，體驗到不僅在演奏技術上要達
到游刃有餘的地步，更重要的是以新古典主義的音樂風格來詮釋作品。值得注意的是，
筆者經由撰寫這篇論文的過程，對斯特拉溫斯基的創作風格、作品的創作背景與結構有
了更深入的研究，也讓自己重新思考演奏這三首樂曲的方法，嚐試將作品與自身的詮釋
融為一體。筆者也希望透過這篇論文，可以幫助其他研究者和演奏者得以一窺這三部作
品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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