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钢琴艺术 PIANO ARTISTRY 2012.10

访谈录  Dialogue

对话柴琼妍
访谈者| 盛  原

D i a l o g u e  w i t h  C h a i  Q i o n g y a n

访谈录  Dialogue

4 钢琴艺术 PIANO ARTISTRY 2012.10



5访谈录 ｜ Dialogue

盛原（以下简称“盛”）：你“附

小”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之后留学

美国，是如何对现代音乐感兴趣的？

柴琼妍（以下简称“柴”）：说

起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上

海音乐学院学习时，一首现代派作

品都没弹过的，接触到最现代的也

就是拉威尔，都觉得弹起来很不习

惯。后来到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学

习（1997—2004），而柯蒂斯音乐学

院在当时也是个很保守的地方。

盛：那时你多大？

柴：到柯蒂斯的时候13岁，19岁

毕业。

盛：请你谈谈那里的环境吧！

柴：当时的柯蒂斯音乐学院钢琴

系大概只有十二个学生，六个老师，

钢琴系比较孤立,跟其他系没有太

多联系。他们也有作曲系，那里的

作曲家们都很有名，但当时柯蒂斯

音乐学院没有在钢琴系设置有关现

代音乐的课程，直到我在毕业前两

年，有几位新的老师来到“柯蒂斯”

任教，记得有一位叫戴维•路德维格

（David Ludwig），是鲁道夫·塞尔金

的孙子。他开设了“钢琴文献课”

（Piano Literature），曾在课上给

我们听过一些20世纪现代音乐的唱

片，其中是现代作曲家享利•考威尔

（Henry Cowell）的一首作品，名叫

Banshee，意思是美国的一种鬼。这

首曲子听起来非常怪异，像鬼叫，演

奏的人不是在琴键上弹，而是在琴里

面弹，整首曲子都是由琴弦发出来的

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很恐怖，班上的

同学都说从没听过这种音乐，感觉非

常奇怪。

后来柯蒂斯音乐学院又为我

们开设了“现代钢琴音乐讲座”

（Contemporary Piano Seminar）课

程，这个课是由刘孟杰老师执教的，

课上他选了一些现代作品给我们弹，

没想到我弹的几首曲子都得到了刘

孟杰老师特别的肯定。后来我在设

计毕业音乐会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

然特别想弹现代音乐（Contemporary 

M u s i c）, 于是就选了莱昂 • 克钦

（Leon Kirchner）的《奏鸣曲》，还

有本杰明•李（Benjamin Lee）的

《奥德修》，但觉得这些曲子还是不

够现代，就选了考威尔（Cowell）的

Banshee。因为没有老师能教我，所

以我就到图书馆借了谱子,根据上

面的标记自己学着弹，然后就在毕业

音乐会上演了。在弹这首曲子的时

候我是走到琴后面在琴里面弹的，所

以台下有些观众以为我在调音。这

场音乐会大概是柯蒂斯音乐学院有

史以来最为现代的一场学生毕业音

乐会，所以引起了很大反响。

盛：那首曲子有多长时间？

柴：大概四到五分钟。

盛：当时你演奏的时候，观众有

什么反应吗？

柴：柯蒂斯的观众都很有素养，

在我学习的七年间，有很多观众是跟

着听我的音乐会的，他们像家人一

样，会给我献花，非常温暖。虽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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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们听不懂我弹的是什么，但他们

很有礼貌，觉得很好奇。音乐会结束

以后，我的一位同学兴奋地跟我说：

“几年前在钢琴文献课上我们一起听

过Banshee的录音，你那时就说你以

后要弹这个曲子，我以为你是开玩

笑，没想到你真的弹了。”这让我恍然

想起这件事，觉得很“好笑”。

从“柯蒂斯”毕业后，我到曼哈

顿音乐学院读硕士学位。突然有一

天，柯蒂斯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写信

说能否把我当年毕业音乐会的录像

作为教学示范用，这让我非常吃惊。

盛：你的这些经历证明了你现代

音乐的天分。我看你在微博里称自

己为“现代钢琴家”，你是如何从一

位常规钢琴家转变为只专注于现代

派作品的钢琴家的呢？如今专门演

奏现代派曲目的钢琴家非常少，你是

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柴：这个过程经历了很多年。我

在“柯蒂斯”学习的时候，只是对现

代音乐感兴趣，完全没想过要专门

演奏现代派作品。后来考入曼哈顿

音乐学院，师从米考夫斯基学琴，他

虽然比较传统，但还是很支持现代

派的。当时还认识了一些作曲家朋

友，他们有曲子要演的时候就来找

我帮忙，当时只是帮朋友忙，也没

有想太多，直到遇见曼哈顿音乐学

院作曲系系主任维格朗教授。当时

也是给作曲系的一位同学帮忙，在

他的主科课上遇到了维格朗教授，

维格朗教授对我的演奏感觉非常特

别，问我喜欢什么音乐，之后在听完

我演奏他学生作品的音乐会后，给

了我很多的鼓励。又过了两年，我

也去上维格朗教授的课，后来他竟

然把他的曲子给我弹，我开始非常

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这可能是我

现代音乐演奏生涯的真正开始。

他给我弹的曲子叫Life Sketches,

是他写给他老师的一首组曲，我这

次就比较认真了，不是朋友、同学的

曲子，也不像以前弹过的考威尔或

克钦那样我都不认识也没有接触过

的作曲家，第一次与一个作曲家一

起工作并弹给他听，是从那个时候

真正开始的。

盛：记得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学

习的时候也上过维格朗教授的课，可

惜我当时更加专注于传统曲目，没有用

心去弹他的现代作品，只是学了一些

知识。维格朗教授给我留下非常深

刻的印象，现在才意识到，维格朗教

授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导师, 他在我心

里埋下喜爱和理解现代音乐的种子。

你在弹了很多现代派音乐之后，

重新审视传统音乐的思维是不是与以

往不同了？

柴：是的，主要体现在我对传统

曲目的选择上。以前我是考虑哪些

曲目搭配起来效果比较好，哪些曲目

比较受欢迎，而现在我可能会选择一

些比较冷门的传统曲目去弹，因为已

经有很多人弹过的曲目我没有必要

再去重复了。

盛：你选择冷门的传统曲目或者

现代作品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听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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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接受或者票房等问题？

柴：目前还没有发现，一般情况

是听众听现代作品往往比较有好奇

心。我觉得弹传统作品的人已经很

多了，我需要做一些不同的工作，我

可能会挑德彪西晚期的一些冷门曲

子来弹，我正在准备一场由舒曼和李

斯特晚期的一些小曲子搭配出来的

音乐会，主要是让听众听到熟悉作曲

家的一些不熟悉的作品。

盛：这种选曲对听众来说可能是

一种挑战，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是希望引导他们的趣味，培养他们

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吗？

柴：是的，我想过。但我对听众

有信心，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接受现

代音乐都需要一个过程。

在西方，新音乐发展到最高时期

是在“二战”之后的德国，当时美国

人出钱举办了名叫“达姆施塔特”的

现代音乐节。它跟巴黎IRCAM市的

音乐研究所都是专门研究高艺术性

现代音乐的，他们研究音乐像研究科

学一样，他们在电脑科技还没有现在

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已经把音乐用电

脑进行了分析。那些科学家或作曲

家们还写了很多针对现代派音乐作

曲用的软件。 

盛：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很有意

思的事情，记得我从曼哈顿音乐学

院毕业之后，曾跟随图蕾克学习“巴

赫”，图蕾克曾是勋伯格的学生，与钢

琴家伊利奥特·卡特（Elliot Carter)

是好朋友，图蕾克本人非常崇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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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现代音乐。

柴：其实喜欢巴赫的人都喜欢现

代音乐。

盛：没错，图蕾克跟我讲她跟卡

特聊天时，卡特曾说：“巴赫的精神在

19 世纪并没有被继承，而是到了 20

世纪，现代派的作曲家才重新运用巴

赫的精神和思路来作曲”。她非常认

同这句话，她认为巴赫的思维和逻辑

与 20 世纪的现代音乐非常相像。

柴：是非常相关的，卡特这样说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代派作曲家

中有很多人受到巴赫的影响，如欣德

米特、里盖蒂，尤其是里盖蒂的作品，

复调变化非常快也非常有规则，就像

四个人同时在弹“巴赫”。

盛：那是不是可以说，20 世纪现

代音乐的创作思维早在 17、18 世纪

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当时作曲的手法

和调性不太一样罢了？

柴：可以这么说，我觉得现代派

作曲家与以往的作曲家大同小异。

访谈录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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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现代派作曲家中，有一部分人

是偏于逻辑、系统的创作思维，注重

曲式和技巧；还有一些人是比较随心

的，像以前的浪漫派，注重感情的表

达。我想寻找的作曲家是像巴赫、舒

曼那样的，既有头脑又有心的人。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笼统地

说，音乐或音乐家不管处于哪个时

代、哪个国家，属于什么风格，他采用

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可能不同。

盛：是的，作曲家所要表达的东

西无非有两种倾向，那就是理性或感

性，而好的作曲家是两者兼顾的。

柴：是的，只不过时代不同，语言

不同罢了。以前的流行歌曲是亨德

尔，而现在流行歌曲是Lady Gaga。

盛：你说得对，在现代音乐中，如

流行音乐，所运用的手法被广大听众

所接受，而在古典音乐中，一些突破

传统的表现手法如边弹边唱等，可能

会被古典音乐爱好者们认为偏离传

统而无法接受。

柴：是的，现代派的一些创作手

法在突破传统时会遇到这种尴尬，但

我们毕竟生活在21世纪，很多现代

的音乐形式已经出现在流行音乐中，

而流行音乐的一些表现手法也融入

古典音乐中，寻求现代人演奏古典音

乐的新方法。其实就像是先锋派遇

到了保守派，被否认是很正常的，就

连伟大的作曲家巴赫也曾被同时代

的人所排斥，直到一百五十年以后才

被门德尔松、舒曼等音乐家们所推

崇。还记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在

柯蒂斯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我的

老师李普金教授介绍我看了一本书，

叫《音乐恶评词典》，作者是尼古拉•

斯洛尼姆斯基（Lexicon of Musical 

Invective,Nicolas Slonimsky），书

中收录了古典音乐时期的一些乐评

人对那个时代音乐家们的评论，竟然

把我们现代人认为是最伟大的音乐

家们写的一文不值，把贝多芬写成

疯狂的白痴、把舒曼说成是呆板的教

授、李斯特更是被评价得一塌糊涂，

但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不知道他们的

评价是多么的愚蠢。

盛：这本书应该作为“前车之

鉴”推荐给大家看。所以不要总把现

代的作曲家与传统的作曲家进行比

较，这样会让我们错过很多好的现代

作品，一些现代音乐我们不理解，可

能是作曲家的思维和表达形式我们

还没听懂。

柴：是的，艺术总是走在传统前

面的，总会有一部分比较前卫的人能

够理解和欣赏现代音乐。

盛：是，很多人拿现代作曲家与

以前的作曲家比较后认为，如今很难

再出现像贝多芬、肖邦那样的音乐奇

才，所以就不必再苦心于音乐的创作

了。当然这是非常错误的，我现在在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为钢琴专业的

研究生开设了一门集体课，叫“钢琴

演奏风格发展史”，其中要讲述那些

曾经推动和影响世界钢琴音乐的发

展、但今天却不为人知的音乐家们，

如巴赫的儿子 C.P.E. 巴赫、胡梅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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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泽尔特等，以及对肖邦产生过重要

影响的卡尔克布伦纳。他们的作品

在那个时代曾经广为演奏，但经过历

史的筛选，曾经的“当代”作曲家们

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 但是他们推

动了钢琴音乐的发展，造就了后来贝

多芬、舒曼等伟大的音乐家和经典作

品。如今，钢琴演奏家和听众们都非

常热衷于经典曲目，却缺少了发展现

代音乐的热情和责任感，甚至于像前

面所说的，认为你已经比不过贝多芬

和肖邦了，那就不要创作了。其实，

一些现代作品，只有被演奏家们演

奏，被观众聆听，才能被历史检验，使

真正优秀的作品得以传承，所以只有

“舞台演奏”才能为历史筛选出伟大

的作品。

柴：我认为你说的责任感应该是

先选择最好的现代作品，然后把它呈

现给听众。

盛：是的，对于演奏者来说，要

推动现代音乐发展，就要演奏好的

现代作品，把他们介绍给听众，进入

演奏历史之中。

柴：记得一句英文名言是：好的

不一定都能够留下来，但留下来的一

定是好的。

盛：所以你现在正在做这件事？

柴：是的，刚开始我主要在德国

和法国的一些比较“先进”的地方进

行演出，然后再慢慢扩散。德国和法

国一些地方的听众非常厉害，在街上

你随便问谁，几乎都知道里盖蒂是

谁，这让我很佩服。就在近几年，现

代音乐也慢慢传到了美国，其中有

一位致力于现代音乐发展的重要人

物，就是我的老师艾玛德（Pierre-

Laurent Aimard)，他曾在卡内基音

乐厅做过一年的音乐总监，当时他做

了一系列的现代作品的讲座和音乐

会，来告诉听众如何欣赏现代音乐、

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有什么关系。

现代音乐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

由古典音乐发展而来，是古典音乐发

展到当今时期的产物。当他做完一

系列的比较性讲座和音乐会之后，观

众们都对现代音乐明白了许多，也开

始欣赏起来了。

盛：那你想不想也在中国做这些

工作呢？

柴：我很想同时也正在做这方面

的工作，这是个很好的方向。以前

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好像是完全没

有联系的，喜欢现代音乐的人不会

去听古典音乐，喜欢古典音乐的人

排斥现代音乐，这样下去现代音乐

和古典音乐会越加有分歧。而艾玛

德教授的方法非常好，他从音乐的

本身出发把两者结合了起来，所以

我在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读博士期

间又专程到德国科隆音乐学院跟他

学习。后来我回校后就开始了这样

的讲座，不久我还会到纽约的哥伦

比亚大学进行讲座。

盛：这个课题非常有意思，你能

否举例说明现代派的某个曲目和古

典音乐的某个曲目是相关联的吗？

柴：那就班门弄斧了，举一个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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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和里盖蒂的例子吧。比如里盖蒂

的第一首练习曲《混乱》，就接近于

巴赫赋格的写作思维。这首练习曲

听起来很混乱，但仔细分析你就会发

现，他的组织非常严密，右手全弹白

键，左手全弹黑键，在谱号和调号上，

右手全是浅色白键的记号，左手全是

深色黑键的记号。开始时，右手和左

手分别有各自的主题，左右手八度的

有重音的主旋律分别是匈牙利民歌

的主题， 前两三个小节左手和右手

是对在一起的，听起来还不错，但在

两三个小节之后，左右手的旋律便各

自缩短，两手的主旋律分别按照自己

的规律每次缩短一个八分音符的顺

序进行。比如开始时一个音型填充

有三个八分音符，之后逐个减少，左

手也是同样，左右手的旋律都保持不

变，但按照作曲家的思路以不同的速

度缩减，以至于后面的小节线都完全

错开了。就像物理理论中的“混乱学”

（Chaos Thoery），两只手的过程看起

来很混乱，但旋律之间又会产生新的

组合，其实作曲家的思路是非常清晰

的，填充部分就像巴赫的对题。

盛：也就是说乐句中有着很严密

的数学性，看来 20 世纪的作曲家与

巴赫有着很深的联系，他们的创作思

维非常相似。

柴：是的，他的逻辑性、系统性都

是非常强的。

盛：提到科学性，还有另外一个

问题，比如美国的作曲家约翰·凯奇，

他的音乐是研究哲学、禅、佛教等精

神领域在音乐上的表达形式，是不是

跟上面提到里盖蒂等作曲家的创作

手法完全相反呢？

柴：是的，现代音乐有很多的领

域，约翰•凯奇在音乐中所要表现的

确实是与严密、科学、系统、对位完

全相反的东西。他本人非常的美国

派，年轻时跟随勋伯格学习作曲、对

位学的时候，他就不喜欢欧洲的这种

创作手法，尤其是当古典音乐发展到

里盖蒂、布列兹的时期，变得更加深

奥、精密，完全用数学式的逻辑进行

控制，甚至人们用电脑代替人脑进行

分析。约翰•凯奇本人崇尚自由，他

想独辟蹊径，创造另外一种不同的音

乐形式，而美国又没有独特的本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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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碰巧在20世纪50年代，《老子》、

《易经》等中国文化传入美国，中国

文化的思想境界与约翰•凯奇的音

乐理想不谋而合，所以他将目光转向

东方，开始研究如何用音乐来表达易

经、佛学、禅等精神领域的东西，在他

的音乐中，是自由、放纵、不拘于控

制，甚至存有留白。

盛：这样说，现代音乐的流派是

不是可以划分成精确的控制和放任

的解脱两种形式，是不是代表了中西

方文化思潮或传统的对立？

柴：其实两者是矛盾统一，密不

可分的。

盛：像里盖蒂、约翰·凯奇，他们

都是现代音乐的代表，但从风格上完

全走在人类思维的两个方向，这种分

歧在 18 世纪的西方音乐中好像没这

么明显，是到 20 世纪才发展到这一

步的吗？

柴：应该是的，根据专门研究

18、19世纪的音乐学来看，17、18世

纪的音乐确实没有这么大区别，因为

西方和东方没有太多的交流。但随

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世界文化在音乐

领域中交汇，古典音乐变得全球化，

同时东方文化也走入西方音乐家的

视野。应该说现代音乐是国际文化

思潮在音乐领域中碰撞的体现。

盛：作为文化大国，中国人不了

解现代音乐，不欣赏和传播现代音乐

好像是说不过去的，中国人不懂约

翰·凯奇更是说不过去，中国应该是

最欣赏约翰·凯奇的音乐国度。

柴：其实从德彪西开始，亚洲音

乐元素在西方音乐的发展史中就占

据重要位置了。现在中国有更多的

作曲家投身于现代音乐，比如现任

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教授、作曲家、

文学家周文中，以及中国的作曲家

周龙、陈怡、谭盾、盛宗亮、梁雷等，

他们的音乐被美国的现代派所崇尚

和欣赏，他们为世界现代音乐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盛：对，其实中国的作曲界与世

界创作思潮同步，出了很有才华的作

曲家，但中国的演奏家选择的思路还

是很窄，像你这样大胆和前卫的钢琴

演奏家非常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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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

象，不单只在中国。

盛：你 在 国 家 大 剧 院 演 奏 的

《十八个春天的美妙寡妇》，让我非常

感动，你在琴上拍和唱的演奏方式触

及人的灵魂，就像中国画的留白，给

人以丰富的想象，让人超脱，如临仙

境。全世界的现代人都应该理解和

欣赏现代音乐才对。你在演奏这些

现代派作品的时候，是否担心听众们

觉得你太另类？

柴：刚开始几次可能会有，但现

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我弹现代音乐

有五六年了，虽然不是在中国，但也

在一些很传统的地方弹过完全现代

派的音乐会。我还算是幸运的，我演

13访谈录 ｜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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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的东西听众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理解和欣赏，国外的很多音乐厅虽不

是常举办现代派的音乐会，但他们很

喜欢请我去弹。

盛：你有没有从听众中听到过关

于你另类的反应？

柴：基本都还是好的反应，因为

刚开始我主要在美国和欧洲等地进

行演奏，最让我觉得有挑战性的就是

刚刚在国家大剧院弹的这场音乐会。

盛：为什么呢？

柴：因为在欧洲和美国，至少有

一些全现代派音乐会的历史或现代

派音乐比较活跃的地方，但在中国

没有。

盛：比如你在美国和欧洲演出，

听你音乐会的听众已经了解或者对

现代音乐感兴趣？

柴：应该是，我演出过的一些地

方，听众基本上都还是接受的。就连

我在美国最大众化的卡内基音乐厅

开音乐会，使我没有想到是听众们都

是超级前卫、很懂现代派音乐的人。

他们不一定是音乐家，有些是作家，

有些是现代派的画家，还有些是数学

家、科学家和乐评人，他们都很理解

抽象思维或现代派音乐的思维。

盛：最近听说一本书叫 Gő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好像被译成中文叫《哥德尔、

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在

中国的科学界很流行，但还没有传到

音乐界，你听说过吗？

柴：哦，我看过这本书，印象非

常深。

盛：你看得懂吗？

柴：似懂非懂吧，这本书到最后

讲到很多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东西，

非常深奥。

盛：在中国的音乐界，我觉得有

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如果你是做音

乐的，那你就不是搞科学的，甚至认

为音乐和数学、物理等科学是对立

的学科。但巴赫的音乐里面有很多

的数学概念，现代音乐里面也有很

多的数学思维，连贝多芬的音乐中

也有很多数学的逻辑和框架。但一

些传统的音乐家在概念上还是认为

音乐只是表达情感的，现代音乐不

表达情感，所以不被现代的听众所

接受。

柴：这确实也是一个误区。我

现在正在写一本书，是关于意大利

现代派作曲家马可•斯卓帕（Marco 

Stroppa）的。他写的一套组曲，全

部是小品（Miniature），都像是巴

洛克时期非常精致的小品。这位作

曲家曾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过科学

学位，所以他研究的音乐有很多科学

的出发点，但他的成果是非常诗意

的。他的每一个和声、泛音和不同的

弹法，把钢琴原有的音色延伸扩展到

更多的色彩。那些色彩他都写得非

常浪漫，有的像湿润的回忆、有的像

潮汐。他的作品可以说是音乐和科

学很完美的结合。

访谈录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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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他是不是在用“预制钢琴”？

柴：没有，他写的旋律都是要把

一些琴键按下去保持住，靠中间踏

板，用不同的弹法把后面的泛音系列

表现出来的。

盛：那约翰·凯奇用了很多“预

制钢琴”的方法 ?

柴：是的，“预制钢琴”是他发明

的嘛，他很精彩地用“预制钢琴”把

钢琴的音色扩充了很多。

盛：你觉得练习“预制钢琴”的

时候，技巧很难掌握吗？

柴：不会的，传统学钢琴的人刚

看到现代派的谱子会觉得很难，但你

要仔细看都不难的，只要有逻辑思维

的人，读懂它完全不难。其实“预制

钢琴”就是把一些东西例如螺丝、螺

丝帽、海绵、橡皮等放在某一根弦上

或某一个特定位置。

盛：看来所谓的“难”都是头脑

里框架的束缚，只要把头脑中传统的

框架去掉，假设钢琴本身就具有这种

技巧，演奏“预制钢琴”就不难了。

柴：是的，随着钢琴演奏技巧的

演变，钢琴本身也是在变的。

盛：你做过相关“预制钢琴”的

讲座或授课吗？

柴：我在曼哈顿讲过一些课，其

中会提到现代钢琴的进化史的一些

内容，同时穿插一些作曲家来讲。我

马上要到纽约大学做有关“预制钢

琴”的“音乐工坊”。现代音乐有很

多的派别，人们研究的东西都不大一

样，有的人在某个领域可能了解得多

一些，我们一定要把新的东西传授下

去，教给学生，让他们在这个基础上

能去学更多东西。

盛：是的，这太珍贵了。

柴：我注意到，目前国际舞台上

所举办的音乐会在曲目的选择上，自

音乐家艾玛德进行“混搭”（mixed 

and match）开始，有好多的钢琴家

开始青睐这种演奏形式。

盛：是的，这确实是一个趋势。

记得 2010 年我在卡内基音乐厅、林

肯音乐厅听艾玛德的音乐会，他把巴

赫的赋格和卡特“混搭”在一起，效

果非常好。

柴：是的，我在卡内基音乐厅举

办的“混搭”音乐会之所以得到《纽

约时报》的好评，也是因为前期有艾

玛德的铺垫。那场音乐会，我把舒

曼和其他很多不同风格的现代派的

曲子“混搭”在一起。最近我还在

《纽约时报》看到伊曼纽尔•艾克斯

（Emanuel Ax）的演出信息，他不是现

代派钢琴家，也开始“混搭”起来了！

盛：你启发了我音乐会曲目安排

的新思路，传统的曲目编排基本都是

巴洛克、古典、浪漫、近现代，最后是

响亮的高潮。

柴：这是典型的学院式音乐会的

安排。真正音乐会曲目不太会这么

像学生的期末考试。音乐会曲目的

编排需要很多技巧。艺术性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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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美国的现代派中流行起来的

创意性曲目“混搭”。

盛：你给了我新的灵感！

柴：哪里，互相启发嘛！我正

在看一本书，是罗斯（Alex Ross）

写的《静默的休止》（the Rest  is 

Silence），写了很多20世纪和21世纪

的现代派的作曲家和画家，如劳森伯

格（de Kooning, Rauschenberg），

他写到约翰•凯奇，也写了一些关于

我的音乐会的东西。他和那些作曲

家、画家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他们

一起做讲座，一起交流灵感。

盛：我看到你在国家大剧院的音

乐会的曲目介绍中说：舒曼的《克莱

斯勒偶记》是第一首现代派作品？

柴：准确地说应该是第一首往未

来看的现代派作品，因为组曲这种曲

式是舒曼发明的，他写的组曲就像文

学和戏剧，由一篇篇或一个个的章

节组成，很多的主题是差不多的，调

也是差不多的，他有一个戏剧化的安

排，还有很多东西像是有好几个结

尾，比如有的结尾就是比较现代的结

尾，很轻或有保持音。另外一个版本

是克拉拉•舒曼的版本，她要求他改

掉很多。我一直选择弹舒曼自己的

版本，我觉得他的版本确实比较好，

比较有味道，往未来看的多。克拉

拉•舒曼作为当时最现代派的钢琴

家，都是弹她朋友和她自己的作品，

但她可能还是为了当时的品位，要求

舒曼做一些比较传统的结尾。

盛：是的，我也发现了。舒曼年

轻时写的一些东西被克拉拉改过后，

不如原来写的有味道。

柴：是的，克拉拉虽然也写作品，

但她还是作为钢琴家比较成功。

盛：是这样的，所以你觉得《克

莱斯勒偶记》有着“先锋”的意义？

柴：是的，绝对是一部往前看的

作品，不像舒曼的奏鸣曲还是比较复

古的。

盛：希望你在中国和全世界多演

奏现代音乐，把现代音乐中的奥妙带

给大家；希望更多的中国人理解、接

受和传播现代音乐。

柴：现代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应该

靠学生这一代，他们只有弹了才能够

去欣赏，而且他们是需要学着弹的，

因为中国的“钢琴潮”比美国和欧洲

要晚，在美国和欧洲考学是必须要弹

现代派作品的，在中国可能找个中国

曲子填充就可以了。

盛：我会让我的学生多学习一些

中国作曲家的现代作品，比如高平、

陈怡、叶小纲、谭盾的国际化的现代

作品，这些既可以作为民族作品，也

可以作为现代作品来弹。有一次我

给一个学生弹乔治·佩尔（George 

Perle）的曲子，但很多学生总是先选

择传统曲目练习，把现代派作品拖

到最后，直到我生气他们才练。你

如何解决同学们不感兴趣和不接受

的问题？

柴：我不会刚开始就让他们弹乔

治•佩尔,我在“柯蒂斯”学习的时

候，我的老师也是一开始就给我弹

他的作品，在我完全对现代音乐不理

解的时候弹他的作品，这么多不和

谐的东西，真的是一弹头就疼，是真

的疼啊！

盛：原来现代音乐里有这么多的

奥妙，有循序渐进的规律，我给学生

们弹乔治·佩尔的目的只是为了改变

他们认为拉威尔、德彪西、普罗科菲

耶夫就是现代派的看法。

柴：应该有这样一门课，从简单

入门级的现代派音乐开始，再一步一

步深入，就像弹钢琴先弹哈农和车

尔尼。

盛：这也是个大的学问，你必须

得知道很多的曲目，哪些是容易的，

哪些是难的，风格如何掌握，等等。

柴：至少需要有一百多首现代

派曲目的储备。

盛：这对我的课非常重要，谢谢

你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让

我们可以去“淘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