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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歌曲”是一种特定的声乐体裁，源自欧洲，盛行于欧

洲的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是诗歌与音乐的结合。其主要特

征有：一、歌词选用精致的诗词，这些诗词既要有很强的文学

性，又要符合音乐写作要求（如声调变化、音节规律）；二、音乐

重在描绘歌词中所蕴含的诗情画意，进而表达人们内心的情

感；三、通常采用钢琴伴奏，伴奏具有渲染气氛、刻画和补充音

乐形象、与歌唱旋律交流对话等作用，地位重要，无论难易均

要求写得考究，另外也可采用乐队伴奏（多为室内乐队）。欧

洲艺术歌曲因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背景差异而形成不同的

流派，主要有德奥艺术歌曲、法国艺术歌曲、俄罗斯艺术歌曲、

意大利古典艺术歌曲等，舒伯特的《魔王》、舒曼的《诗人之恋》、

福雷的《月光》、拉赫马尼诺夫的《春潮》、斯卡拉蒂的《甘吉河

一片金黄》等均为欧洲艺术歌曲中的杰作。

近代中国艺术歌曲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青主（1893

—1959，原名廖尚果）于 1920年留学德国时创作的《大江东去》

（1928年国内出版）是我国近代最早以古诗词（苏轼词《念奴娇

·赤壁怀古》）谱曲的艺术歌曲，其中作者运用欧洲浪漫派作

曲技法，较好地表现了原词所描写的意境。此外，萧友梅（1884

—1940）、赵元任（1892—1982）、黄自（1904—1938）等也创作

了相当数量的、具有民族风格的艺术歌曲，成为近代中国艺术

歌曲诞生初期的主要代表性作曲家。近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

是我国近代新音乐文化发展初期专业音乐创作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极大促进了当时的专业和普通音乐教育的发展，对于

后来的专业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近代中国艺术歌曲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文

化背景，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西乐东渐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攻破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中

西方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激发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力主

学习西方文化，主张变革，推行新学，籍以达到富国强兵。随

着整个社会文化的变革，近代中国音乐也有了新的发展态势。

首先，西方的一些音乐文化逐步开始传入中国，如教会学校音

乐课的设立、基督教会的圣咏、军乐队的建立等，使得西方音

乐不断深入到中国民众的音乐生活中。其次，一些进步知识

分子逐步认识到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要求仿效西方教育体

制，在学校开设音乐课程，如康有为于 1898 年 6 月向光绪帝

上《请开学校折》，主张学习德国、日本学制，在中国近代史上

首次正式提出在学校设音乐课；梁启超于 1902 年至 1907 年

在日本横滨创刊《新民丛报》，其中也主张恢复中国诗与乐相

结合的传统，认为“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1]这些主

张都为日后学堂乐歌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百日维新的夭折促

使一些立志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探求西方的维新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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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留学日本，其中有部分人专学或兼学音乐。1903 年初，留日

回国的沈心工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首设“唱歌课”，学堂

乐歌形式形成，成为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主

要途径，由于当时的学堂乐歌编写者懂得专业作曲技术较少，

故绝大多数乐歌是为现成的曲调（最初多是日本曲调，后逐渐

改选欧美曲调）填以新词，由创编者自己作曲的很少。尽管如

此，学堂乐歌的产生和发展仍在部分新知识分子与学生中传

播了初步的新音乐知识，传入了西方的一些音乐文化，成为中

国新音乐文化最初发展阶段的标志，中国近代新音乐的种子

自此播下，后来的一些早期主要音乐家都曾受到学堂乐歌的

影响，如赵元任、黄自等。

20 世纪初，新的教育体制的建立为一些知识分子出国学

习西方音乐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较之留学日本的学堂乐歌

音乐家稍晚，一批中国近代早期音乐家纷纷赴欧美学习音乐，

如萧友梅于 1901 年赴日，曾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唱歌、钢琴，

后又于 1912 年公派到德国莱比锡音乐院学习理论作曲；青主

1912 年被民国政府公派赴德国留学，兼学钢琴、作曲；赵元任

1910 年赴美留学，兼学声乐、钢琴、作曲；黄自 1924 年公派赴

美留学，先在欧柏林学院兼修音乐，后于 1926、1928 年分别在

欧柏林音乐院和耶鲁大学音乐院专攻音乐，并获学士学位；此

外还有留美的应尚能、周淑安等等。上述留学欧美的音乐家

虽大多是兼学音乐，但他们通过较系统地了解、学习西洋作曲

技法，回国后成为中国新音乐创作的骨干力量，同时因其中大

多数尚缺乏写作大型管弦乐作品的经验，加之当时国内管弦

乐团很少等客观因素限制，且“学堂乐歌”的歌唱形式当时在

中国音乐生活中已形成广泛影响，所以，他们的创作主要集中

在声乐领域，而艺术歌曲则在其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作品大多

运用西洋作曲技法，有些同时融入民族风格因素。如萧友梅

代表作《问》（易韦斋词），作者借鉴德奥艺术歌曲的创作手法，

和声简朴得体，钢琴伴奏主要起烘托气氛的作用，歌曲同时注

入了作者质朴儒雅的气质。赵元任则在借鉴欧洲艺术歌曲创

作经验的同时进行“中国风格”的开拓和试验，如依歌词的声

调谱曲、使用具有中国风味的音阶、在遵循西洋和声普遍原则

的同时，努力创造“中国派的和声”等，使其许多作品成为早期

中国风味艺术歌曲的典范，如《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

黄自的艺术歌曲明显受欧洲古典与浪漫派音乐传统的影响，

有些甚至还吸收现代印象派的和声手法，如《卜算子》（苏轼

词），作品注重发挥声乐演唱技巧，歌词与曲调高度结合，声乐

与伴奏高度结合，音乐色彩变化丰富，创作构思细致、集中，乐

曲结构简洁、严谨，同时，一些作品还对音乐的民族风格作了

创造性的探索，代表作有《春思曲》（韦翰章古体诗）、《思乡》

（韦翰章古体诗）、《玫瑰三愿》（龙七的现代诗）等，其严谨、精

致、典雅的音乐风格深刻影响着当时及以后新音乐界（尤其是

曾受教于他的学生）的创作。

20 世纪初期西洋作曲技法的传入，改变了我国新音乐文

化萌芽阶段的学堂乐歌的“选曲填词”歌曲写作形式，产生了

中国第一代专业作曲家，他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创作，

古今诗词谱曲的近代中国艺术歌曲是主要创作体裁。

二、人文背景

我国自古就有诗乐一体之传统，古诗词通常都是可以吟

唱的，它们具有审美和道德教育的功能，这也可看作是中国近

代艺术歌曲所秉承的传统中国文化特征。早在 1902 年，梁启

超就主张恢复中国诗与乐相结合的传统，并强调其在精神教

育中的作用；王国维在《论小学唱歌科之材料》一文中也指出

歌曲中除音乐的美之外歌词也要美，对于歌词，“古诗中之咏

自然之美及古迹者，亦正不乏此等材料”，[2]主张可采用古诗词

作为乐歌歌词。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以蔡元培、鲁迅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大力推行“白话文”、

“新诗”、“国语”等，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热潮，“科学与民主”

思想深入人心，探求新思想、新文化以及反帝反封建的思潮迭

起。这一时期，以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徐志摩等为代表极力

提倡白话新体诗，这些新体诗内容多为宣扬民主、科学、反帝

爱国、追求个性解放等主题，如易韦斋的词《问》，反映了对当

时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现实的不满，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

忧虑；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借景抒情，表现一种内心深

切的思念，反映出“五四”青年纯真的情感世界以及追求个性

解放的激情；龙七（即龙沐勋）的词《玫瑰三愿》则是战后作者

面对凋零的玫瑰有感而作；等等。这些诗词都具有鲜明的五

四精神，同时又不乏语言的美感，常被作曲家选为歌词写成艺

术歌曲，而选用这些诗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曲家的歌

曲创作受到当时轰轰烈烈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如赵元任就通

过为刘半农、胡适等新诗人的白话新诗谱曲，并将自己的歌曲

集取名《新诗歌集》来表达对新文化运动的支持。

20 世纪初产生的学堂乐歌，是当时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试

图通过音乐教育对国民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爱国教育所产生

的歌曲体裁，其表现题材大致包括：1.鼓吹抵御外侮，激励富国

强兵；2.宣扬男女平等；3.科学、文明教育等。其表现内容主要

贯穿爱国、民主、求新、求变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当时

的新学和民主革命作宣传，“向青少年进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

的教育。”[3]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蔡元培等人开始倡

导“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认为音乐更具“美之普遍性”，能改

善人生、改良社会，于是，“美育”成为这一时期学校歌曲的中

心题材。一些留学回来的音乐家也积极投入其中，不再满足

于传统的“学堂乐歌”创作方式而进行新的歌曲体裁的创作，

其中以艺术歌曲的创作影响较大，他们常以古诗词或新体诗

作为歌词，借诗词内容来表达内心情感，这些艺术歌曲的表现

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1.借古喻今；2.注重审美；3.体现“五四



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192

精神”。如：青主的《我住长江头》（宋 李之仪词）借诗中爱情

暗喻对在 1927 年国民党“清党”中牺牲或失踪同志的怀念及

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忠贞；黄自《花非花》通过对诗中美妙意境

的描绘，表达对美好事物的追念；赵元任的《卖布谣》体现了对

被压迫小生产者的同情以及支持其获得教育、休息的权利等

等。

上述 20 世纪初的社会文化发展现状为近代艺术歌曲的

诞生提供了外部人文环境，促使新音乐家用诗与乐的结合来

表达人们内心世界，反映社会现实。

三、教学需求

维新变法失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极力鼓吹音

乐对于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积极倡导在学校开设乐歌课，力

图通过唱歌来传播新思想，唤起年轻学生树立报国之志。20

世纪初，学堂乐歌从自发到得到政府支持成为新体制，逐渐在

全国范围兴起，学校唱歌成为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新风

尚。而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关于音乐教育的规定，更

是把音乐列为中小学的正课，为新型学校音乐教育的建立和

普及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五四”时期，以蔡元培为代表主张

“以美育代宗教”，1922年，当时的教育部参照美国学制进行全

面改革，实行德、智、体、美相统一的教育，将美育置于应起道

德教育作用的重要位置，而音乐教育又被作为“美育”中的重

要一环，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音乐唱歌课都被设置为“必修

课目”，并制订教育要旨与实施细则，这是中国近代普通学校

音乐教育的真正设定。此时，以“选曲填词”为主的学堂乐歌

虽在中小学范围内延续着，但因这种创作形式的局限性（如词

曲搭配不易协调），人们已开始关注新的歌曲创作方式。

新学制的建立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和提高提出了

新的要求，尤其是迫切需要符合新学制的音乐教材以及具有

一定专业水平的音乐师资，于是，为普通学校编写音乐教材、

迅速发展以培养音乐师资为主要目的的专业音乐教育便成为

当时一个紧迫的社会任务。在这种形势之下，为适应当时各

类学校唱歌课的需要，作为我国近代首批专业音乐家的萧友

梅、黄自等纷纷为普通学校及专业院校写作配以钢琴伴奏的

教材歌曲。萧友梅与当时的词学家易韦斋合作，创作了相当

数量的供不同年龄层次学生需要的学校歌曲，分别结集为《今

乐初集》（1922年，高中）、《新歌初集》（1923年，高等学校）、《新

学制唱歌教科书》（1924 年，初中），以替代学堂乐歌，这些歌曲

着眼于对学生进行审美、道德教育，另外也有反映社会现实的

作品，如《问》。在萧友梅一生的音乐创作中，歌曲创作尤其是

学校歌曲创作是其最重要的领域。同样，为中小学音乐教科

书创作的学校歌曲，在黄自声乐作品中占最多，例如他的一些

为古诗词创作的艺术歌曲最初也是为中学生习唱而作，收纳

在他《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中，为适合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

这些歌曲旋律流畅，大多篇幅不大，但技法简练，形象生动，创

作严谨，能很好地体现原诗词的意境和感情。在这些为学生

提供的教材歌曲中，包括有许多为古诗词及新体诗谱写、包括

专门钢琴伴奏、具有较高艺术性的艺术歌曲，它们后来大多成

为音乐会独唱曲。

当时除为各类学校写作教材歌曲外，也有专门的艺术歌

曲创作，如赵元任将其二、三十年代所创作的代表性艺术歌曲

结集为《新诗歌集》，其中作品力图表现一种不同于旧歌曲的

新风格、新意境；黄自的代表性歌集《春思曲》收入其艺术歌曲

代表作《春思曲》、《思乡》、《玫瑰三愿》，这些都成为音乐会上

的常见曲目。另外，其他一些同时期音乐家如周淑安、应尚能

及德籍音乐家华丽斯等，在从事音乐教学的同时也写作了一

定数量的艺术歌曲。

结语

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近代中国艺术歌曲，一改“学堂

乐歌”的传统歌曲编创方式，是 20世纪初西乐东渐、人文背景、

教学需求等客观条件影响下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声乐体裁，是

中国近代专业音乐发端的标志之一，对促进我国近代专业音

乐教育、音乐创作的发展进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近

代音乐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一方面适应了当时音乐文

化发展的需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也诞生了我

国近代首批专业音乐家，他们在近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所

表现出的创作手法、创作理念深刻影响着后辈的音乐家，对中

国近代专业音乐的发展进步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注 释：

[1]陈应时、陈玲群《中国音乐简史》第 231 页。

[2]同上,第 235 页。

[3]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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