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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印度电影，很多人的第一印象

便是大量载歌载舞的歌舞场面。无论

在何种类型的影片中，主人公几乎总

是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地忽然歌唱

起舞。如果按平均数量计算，每部印

度电影中都出现了 6 段时长在 5 分钟

左右的歌舞场面，这使得舞蹈成为印

度电影中最为重要的民族化与本土化

特色。印度民族的舞蹈传统历史悠

久，代代相传，渗透在印度人民的日常

生活与精神血脉中，戏剧表演、日常集

会、宗教活动中总能看到能歌善舞的

印度人。对印度人来说，舞蹈是与神

明沟通的仪式，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娱

乐。在印度电影中，舞蹈表现更作为

一种传统而独特的表演方式与调度因

素，从印度电影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丰

富多样的美学内涵。

1、印度电影起步期的

“马萨拉”模式

印度电影起步之初的30年代至50

年代，大多数印度电影人都是由舞台转

形而来，而之前印度流行的舞台表演与

戏剧表演，又继承了传统番剧中载歌载

舞的特色，因此这批转型自舞台的电影

演员和导演自然而然地将舞台上的表

演经验带到了电影表演中。与此相对

的，印度的电影观众也形成了相应的期

待视野：印度观众期待在带有空调的凉

爽影院多吹一会冷气，更长时间的演出

对贫穷的观众而言也更能值回票价；结

合印度复杂多变的语言类型与歌舞的

普遍欢迎，早期印度制片商自然而然地

选择了最符合大众审美取向的“马萨

拉”模式。“马萨拉”的意思是印度语中

由多种调味料磨成粉末混合而成的混

合香料，也就是俗称的印度咖哩粉；电

影的“马萨拉”模式即将大众普遍欢迎、

制片成本低廉的爱情、歌舞、喜剧与动

作元素糅合在一起，按照市场导向与电

影商业属性炮制出的商业片，其重要的

标志便是多种类型元素的杂糅，以及大

团圆的完美结局。早期印度电影中的

歌舞的场面体现了印度人与佛教的联

系，源自佛教与印度教宗教祭祀之中的

舞蹈体现出将舞者与寂静的最高境界

相关联的媒介性，也为印度电影留下了

悠久而深厚的宗教文化与能歌善舞的

浪漫主义气质。舞蹈在“马萨拉”电影

中仅仅作为吸引爱好舞蹈观众的类型

元素存在，舞蹈本身的编排的表达也大

多中规中矩，并不深入参与故事讲述与

情节塑造，强行插入故事中、大段出现、

高频率的舞蹈有时还会造成整部影片

叙事的断裂。很多外国观众对印度电

影“一言不合就尬舞”的刻板印象很多

正是来自于马萨拉电影，其中标准化、

程式化的故事与人物极大地影响了舞

蹈原本的表达空间，很多舞蹈都是“为

舞蹈而舞蹈”，其中表达的美学内涵也

十分单薄。尽管无法与影片进行自洽

的融合，频繁出现的舞蹈仍然以自身的

艺术特性为影片提供了一种带有民族

特性的自由心态，打破时空限制、随时

随地旁若无人的起舞，将客观的自然景

观与主观的心理感受交织在一起，为诗

意性、想象性的元素提供了文学化的展

现空间，为印度故事片尤其是爱情片中

热情浪漫的基调奠定了合理性基础。

“马萨拉”模式成功为起步期的印度电

影积累了大量人才与技术，也形成了相

对稳定的市场与观众群。在商业故事

片中加入大量的歌舞片段，在保证了电

影整体时长的同时，参与叙事的舞蹈元

素也改变了影片的整体感受和审美和

体验，在印度本土电影市场中形成了一

种独特的民族化电影语言。

2、“平行电影”运动中

自由激烈的歌舞

在“马萨拉”电影的带动下，以舞蹈

插入叙事的方式不仅成为起步之初的

印度电影产业的独特生存策略，也逐渐

生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电影亚类型。

伴随着50年代以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等现代电影运动的发展，受到启发的

印度电影人萨蒂亚吉特·雷伊、莫利纳

尔森、里特卡塔克等人共同发起了被

称为“平行电影运动”的印度新电影运

动，要求以摄像机直面日趋尖锐的现

实矛盾，在电影与现实之间建立普遍

而广泛的联系。在原本的“马萨拉”娱

乐形式之外，“平行电影”关注严肃的

社会问题，拓展了印度观众的视野和

认知。“平行电影”应全球现代电影运

动之运而生，但依然保留了其中歌舞

介入故事的本土化特色。“平行电影”一

改“马萨拉”模式中在歌舞升平中逃避

苦难的做法，将镜头对准了真正生长于

印度这片土地的生活，影片中的舞蹈表

达的音乐、动作与主题都与普通印度人

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例如《流浪者》

(Awaara，1951)中，印度传统歌舞与社会

通俗剧融合在一起，讲述法官拉贡纳特

受血统论影响，认定一名的祖父、父亲

都是强盗的无辜青年扎卡为强盗，最终

逼迫他真正走上了强盗之路；而在他的

报复与计谋下，另一位天真无邪的男孩

拉兹也在成长过程中堕落为惯偷，被带

上法庭的故事。导演带着对扎卡与拉

兹的同情批判了“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

人，贼的儿子一定是贼”的血统论，其中

的舞蹈《拉兹之歌》、《丽达之歌》更是令

人难忘。众所周知，大多数印度人信仰

印度教，而舞蹈化身的湿婆是印度教信

奉的三大神明之一。当沦为惯偷的拉

兹挣扎在扎卡的胁迫和丽达的召唤中

时，影片以写意与象征的手法插入了令

无数观众惊叹的一段歌舞表演：无法掌

握自己人生的拉兹升入云间，高耸的三

面梵天雕塑阖眼无视渺小的拉兹，也像

谴责拉兹的堕落。拉兹痛苦不堪，也不

甘于就此沉沦，却对被摆布的命运无可

奈何，只能以节奏激烈的舞蹈表现内心

的激烈情绪，舞蹈中充满了富有力量的

跺脚、摆手、旋转等动作。这时美丽的

女主角丽达在云中出现并帮助“堕落”

的拉兹爬上云端，两人开始在宏伟的湿

婆雕像前起舞，跳起《丽达之歌》。这段

舞蹈突出了柔软的女性之美，四肢和腰

部的摆动让舞者的身体婀娜多姿；随后

更多仙女加入到他们的舞蹈中，婀娜多

姿，优美动人。这段而华丽的云中舞蹈

不仅展露出印度这个古老文明古国的

底蕴和活力，充满了异域风情以及强烈

的宗教寓意，也象征一种以舞蹈面对神

明与自我，洗涤罪孽、自我升华的生命

仪式。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影

响，印度平行电影采用现实主义的笔触

描述实际问题，其中大多数场景都是实

景拍摄；这段想象性的舞蹈成为印度电

影中的经典与社会多维度文化景观的

展示，它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中颠覆性地

出现，将神学与狂欢的精神气质带入现

实的维度，让电影充斥着一股感于以热

情与信念迎接一切严酷挑战的自由气

质，以及在现实景观与现实心理景观中

变化的浪漫情调。另一部影片《印度母

亲》( Mother India ，1957)中，女主角拉

达从小家境贫寒，和丈夫沙姆结婚的费

用都由婆婆支付。但作为村里的母亲，

拉达被要求为穷困缺水的村庄挖掘运

河。她无奈之下向放债人求助，得到贷

款之后的高昂利息为原本贫困生活雪

上加霜。一场事故中沙姆的手臂落下

残疾，他不想拖累新婚的妻子，选择了

离开；婆婆也在担忧与疾病中去世，留

下达拉独自担任起了抚养孩子和偿清

债务的重任。这部影片以现实主义粗

粝的笔触勾勒出一位坚强的女性如何

面对困苦的生活，其中同样充满了大量

堪称完美的舞蹈场面。女主角感慨命

运不公之时，婉转哀怨的歌曲伴随着她

的起舞为电影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感情

力量。这些舞蹈将拉达的日常劳动加

以提炼、形式化与美化，随着鼓点和音

乐调动起身体的各部分进行不同的动

作和面部表情：前半部分体现了繁重的

劳作情形，后半部分则在优美的人体动

作中表现了拉达忍受他人欺辱、思念丈

夫的感情，反复哀婉的舞蹈动作将日常

生活中的悲惨升华为悲壮感。

3、“宝莱坞”新电影中

包容性的舞蹈表达

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乐坛出现了

将欧美现代音乐与本土经典流行音乐

相融合的趋势，形成了一种风格杂糅的

音乐潮流，为电影及其它本土文化产业

的全球化提供了经验；同时，电影产业

中大量金融资本流入，使得电影产业在

短期内减弱了对票房的依赖，电影产业

的次级领域得到了大大的开发。在新

世纪后，印度政府开启了本土文化的全

球战略，以“宝菜坞”之名采用国际化的

制作方式创作，连续打造了许多面向国

际市场的“爆款”。这批新电影在思想

导向与电影艺术的呈现上都做到了保

留优秀传统，同时打破传统的电影表现

手法，积极反思自身文化与社会问题，

吸纳国际先进思想与形式，打造出了令

全球观众津津乐道的“宝莱坞”品牌。

《 厕 所 英 雄 》(Toilet - Ek Prem

Katha2017)在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生活

冲突的视角下关注了印度女性如厕的

社会问题。经营自行车行的科沙夫在

与知识女性贾娅这对身份地位和生活

背景都有着巨大差异的男女在婚后发

现科沙夫的家里由于信仰崇尚洁净的

印度教，因此没有独立卫生间。科沙夫

为了妻子能在家如厕的问题与家人展

开了数次争执，千方百计地在家中盖起

了一间专为妻子打造的小卫生间。在

这样一部冲突激烈、喜剧性极强的影片

同样当中穿插着大量的歌舞表演。在

科沙夫对贾娅心动不已时，带着浪漫情

绪的情歌、舞蹈般的动作与表现人物的

平行蒙太奇相结合，表现出爱情主题；

为贾娅盖起厕所时，充满喜悦气息的音

乐凸显了实际需求与现代文明战胜后

充满感染力的胜利情绪；片尾洒红节上

的集体歌舞则为之前种种冲突的最终

和解提供了包容性的空间，无论是反对

盖厕所的印度教徒，还是习惯在夜间成

群结对上厕所的妇女，抑或始终追求自

由生活的青年男女都积极参与其中。

这一源自印度传统节日的镜头形成了

全民狂欢的浪漫氛围，在揭示了长久以

来的宗教陋习后将批判主题转为观众

可以普遍接受的观赏性镜头，在友好亲

切的氛围中为印度年轻女性如厕难的

实际问题提供了舆论支持。

作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

“金砖国家”之一，印度繁荣大都市中大

量新生的中产阶级与贫民窟中的大量

贫困人口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宝莱坞新

电影在激烈的社会变化中既保留着民

族化、程式化的歌舞叙述风格，又秉承

着“平行电影”中与印度社会保持有机

的互动的传统，在大胆肆意的歌舞间

跨越着阶级、种姓、宗教、性别等遍布

社会的裂隙，为观众提供了有效的心

灵抚慰。印度电影中的美学表达超越

了单纯的电影形式或舞蹈形式，在美

学的基础上将不同的艺术形式，以及

现实、历史和政治的意涵充分结合起

来。作为一种美学范畴的表达，印度

电影中的舞蹈中千变万化的手势、眼

神、面部表情不仅代表舞者个人的情

绪与欲望，也秉承了古典梵剧舞蹈的

传统，可见日月山水等自然景物和自

然现象。这样的动作以舞蹈的基本形

式表现，却结合了不同形式、经验与感

知的立场，令观众的感官快乐得到满

足；在优秀的电影中，舞蹈与现实题材

的结合更为其带来了经由理性而获得

的高级审美感受。

（作者简介：赵丽娜，广东石油化工

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

向：舞蹈。【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项目“广东省舞蹈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健身排舞中的推广研究”。项

目编号：GD17XYS32）

音乐是王家卫的电影美学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从《旺角卡门》中悠扬哀

婉却不怨愤的《激情》与《痴心错付》到

《阿飞正传》中伴着追寻与漂泊主题响

起 的《 常 驻 我 心 》（Always in My

Mind），从《春光乍泄》中与象征梦幻的

瀑布相关联的开场曲《鸽子之歌》

（Cucurrucucu Palama）到《重庆森林》中

由王菲演绎、充满困惑又用情极深的

《梦中人》与《加州梦》，再到《东邪西

毒》中由激昂鼓声振起却带着不甘复

归于寂寞与失落的《天地孤影任我

行》，与《花样年华》中日久生情却难以

相守的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华尔兹舞曲

间尽情展现内心的主题曲《Yumeji’s

Theme》等，王家卫认为音乐把控着整

部电影的节奏，甚至经常在片场给演

员放音乐，用音乐来引导他们的表

演。他的电影具有相当成熟的音乐美

学，无论是人声、场景音效、主题曲或

背景音乐，都在其独特的叙事情景中

参与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散发出极强

的表现力与情感张力，其中最为出彩

的便是博采百家之长的改编配乐。王

家卫的电影中不仅采用乡村民谣、日

本传统音乐，还常常从拉美音乐、英伦

音乐中寻找灵感，令电影音乐作为画

面的有机组成部分服务于电影本身，

正如他电影中的人物都爱流离游散于

不同地点一样，不同风格的配乐也以

其独特的抽象意象为角色感情与故事

氛围注入深层次的独特个性，在形成

一种缠绵婉约的情感之余，也保留一

种怀念与回忆的气息。

《旺角卡门》中林忆莲演唱的主题

曲《激情》原本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

美国爱国主义电影《壮志凌云》的主题

曲 ，却被王家卫用于表现寂寞的女主

角阿娥在孤独时的揽镜自照与内心自

省，收放自如、时而高昂时而妩媚的女

声将阿娥爱上“表哥”，却害怕交出真

心时的犹豫和反复展现得淋漓尽致；

《痴心错付》则由刘德华演唱，在浓烈

的情感氛围中与《激情》相互对照，象

征两人最终放下理性，遵从暗流涌动

的内心，阿娥以全部的勇气选择了一

个未知的男人最终却“痴心错付”。悠

扬婉转的弦乐声代替不懂沟通、自怜

自伤、在默默无语中相对的两人进行

情感层面上的联系，融合弦乐器的古

典乐风，配合幽暗的画面呈现出一种

沉静中蕴涵的迷惑人心的力量，营造

出 年 轻 懵 懂 的 男 女 主 角 间 暧 昧 的

气氛。

在充满怀旧色彩的都市片《阿飞

正传》中，音乐的符号与意象作用更为

明显。影片表现了六十年代以阿飞为

首的一群年轻人对过去无法定位，对

未来又无所适从的迷失感，似乎遥遥

呼应着香港回归前长期殖民统治积压

的漂泊无根之心。阿飞以“无脚鸟”自

比，执意寻找失散多年的生母与遥远

的故土，执意以寻母之旅填补自身焦

虑、迷茫与困惑的心态。但片头即反

复出现的主题曲《常驻我心》却一再暗

示着阿飞、苏丽珍与咪咪等人试图寻

找安全感和归属感却注定失败的努

力。影片中的《常驻我心》改编自“红

番吉他”二人组“Los Indios Tabajaras”

（意为“来自塔巴雅拉斯部落的印第安

人”）的原创拉丁音乐，不疾不徐的双

人木吉他合奏融合了印地安民谣和巴

西乐曲的风格、缓慢摇动的沙锤声与

乡村民谣风格的男声哼唱向观众展示

了“无脚鸟”们所属的世界：潮湿、阴

暗、摇摇欲坠，又努力以疲惫的飞翔维

持着自己的体面。如片头从一片热带

雨林的上空摇过的镜头中一样，吉他

和弦为音乐注入静谧又吸引人的拉丁

风情，与阿飞慵懒、深情却处处留情，

只活在当下的价值观一致。对新的生

活充满向往却始终无法满足，只能一

次次收获莫名的怅惘。片中张国荣扮

演的阿飞穿着白背心在镜前，伴随着

音乐独自翩翩起舞的段落成为王家卫

电影中的经典——在节奏舒缓的玛瑞

亚伯音乐掩藏角色的怯懦之时，小型

拉丁打击乐器的不时加入与难以压抑

的舞蹈一起暴露出难以隐藏的欲望，

将最真实的“阿飞”展示出来。

《春光乍泄》中使用的《鸽子之歌》

作为创作于1956年的西语音乐同样是

电影音乐中的经典，《对她说》、《月光

男孩》、《绿皮书》等著名电影均使用过

这首经典歌曲。《鸽子之歌》描述了一

只呜咽伤心的鸽子为他的爱人哭泣，

尽管观众听不懂西班牙语，也会被主

旋律部分婉转低回的“咕咕”声所感

动。王家卫将这首歌视为黎耀辉前往

阿根廷的前兆，它作为一条隐形线索

伴随着两人的情感发展穿插其中，将

极少的台词中男主角的恋爱心思流露

出来。轻快动人的弦乐与醇厚的男声

在相爱的人相互角力甚至伤害的、不

稳定的爱情中频繁出现，将拉丁风格

民谣与巴赫、肖邦等大师的古典乐风

结合，慵懒而从容地令影迷沉浸于主

角之间优雅而放纵、亲密而疏离的感

情中；也以看似轻松潇洒，实则写尽猜

忌与伤害的内在感情拉扯着作为观众

的我们，使我们期待与黎耀辉一起前

往南美的伊瓜苏瀑布之约。在片尾处

镜头对准伊瓜苏瀑布之时，气势如虹

的大瀑布的水声与黎耀辉的内心独白

同时在《鸽子之歌》的映衬下响起，重

复的大提琴在低音域营造出扣人心弦

的沉重感，高音区的小提琴与民谣吉

他同样不断重复着各自的旋律，重叠

反复的层叠三重奏宛如黎耀辉、何宝

荣与张宛三人之间的情感挣扎与取舍

拉锯。使观众在“爱情的乌托邦”中感

到拉丁音乐中的热情与愉悦，又不由

得带着无奈感叹一对爱侣最终只有一

人来到旅途终点。

《重庆森林》的主题曲《梦中人》翻

唱自小红莓乐队的《Dreams》，王菲的

演绎为这首音乐加入了更多东方女性

的柔美，伴着香港夜色中汹涌而过的

人群充满了对“梦中人”加以凝视的浪

漫色彩。轻摇滚曲风中坚定有力的鼓

点和贝斯，配上精灵般跃动跳动的吉

他旋律，为我们展开了女主角热烈、纯

粹而充满幻想的内心画卷。《梦中人》

的旋律首次是以短暂片段的形式出现

于王菲在快餐店中看到不紧不慢喝咖

啡的警察663，象征她对663的一见钟

情；在她捡到他遗失的钥匙后开始打

扫梁朝伟的房子，《梦中人》开始以整

曲出现；场景音效中她播放的另一首

歌曲《加州梦》（California Dreaming）同

样与梦有关，两首歌曲都是以梦境的

能指出现的。《加州梦》曾被用于美国

影片《阿甘正传》中：阿甘在越战中冒

雨给心上人珍妮写信，在那场令无数

人绝望的战争中，阿甘以加州的阳光

和珍妮为动力坚持到最后；而在《重庆

森林》中，阿菲身处高楼林立拥挤不堪

的都市，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随着这首

歌肆意摇摆。这首歌曲凸显了阿菲单

纯而天真的性格，将70年代佛罗里达

州的夏天感觉带入了行色匆匆的香港

街头；在所有东西都会过期的现代社

会，人物内心的对希望的向往却自由

广阔。影片中充满了不懂表达自己的

感受、或对空罐头等物件喃喃自语、仿

佛置身梦境中等各种“梦中人”般的角

色。王菲饰演的阿菲尽管是影片中最

跳脱活跃的角色却同样不能免俗。《梦

中人》的人声版本由她演唱，“梦中人/

一分钟抱紧/接十分钟的吻”成了阿菲

内心世界的最佳写照，令听众想到每

天跑到暗恋对象中收拾房子，自得其

乐却又害怕表白的活泼女孩形象；而

《加州梦》则是象征着自由与希望的音

乐符号。

在采用了武侠片的基本形式却着

重突出爱情主题，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的《东邪西毒》中，配乐陈勋奇写作的、

许多带有人物主题性的插曲成为王家

卫电影中的经典，例如欧阳峰的《天地

孤影任我行》、慕容燕与慕容嫣的《又

爱又恨》、盲侠妻子的《情欲流转》等，

孤独与伤逝的主题在不同的人物与事

件之间反复重叠，某种程度上说明了

不同的人在感情上迷惘的相似。在片

中最为著名的配乐当属《天地孤影任

我行》：前奏紧张的鼓点配合隐约的弦

乐和弦，衬托出阴谋与复仇心理中的

主角欧阳锋在风沙中隐藏的面容；大

约40秒处加入更为厚重的人声吟唱与

打击节奏，令音乐整体上更为盛大隆

重，充满无可逃避的宿命感；节奏引导

情绪逐渐变强，在55秒最后的转折之

后，陈勋奇利用电子合成器制作的主

旋律陡然从前奏的铺垫中舒展开来，

似拨弦声又似排箫声的电子音色神秘

诡异却又明亮庄严，象征影片中主人

公经历诸多爱恨情仇后豁然开朗，选

择饮下“醉生梦死”与旧自我做出了

断，从高亢伴随着鼓声与低音和弦直

至低沉，象征种种爱恨情仇终归化为

尘土，充满了苍凉大气、雄浑壮阔的气

象。这段经典的主题旋律在《东邪西

毒》中也被以不同的编曲与乐器形式

反复演绎，在角色的记忆与遗忘、永不

满足的欲求与永不停止的欲望间反复

出现，成为欧阳峰、盲侠妻子、黄药师、

慕容嫣这段纠结的多角关系上重要的

叙事要素；而在其他电影中，《天地孤

影任我行》也一再被借用，其中最经典

的当属《大话西游》中紫霞与至尊宝之

间的情感纠葛。

在表现了诸多年轻人狂放张扬的

情感后，《花样年华》走进了中年人的

世界，各自负有责任的成年人相爱后

的克制成为音乐表现的主题。《花样年

华》中周慕云与苏丽珍的故事就凝缩

在一段雍容而克制的圆舞曲中。这段

舞曲风格的主题曲由日本电影配乐大

师梅林茂写作，属于简约主义的音乐

曲式，在影片中反复出现了9次，每次

响起都衬托着男女主人公的相遇或擦

肩而过。在3/4拍节奏的华尔兹乐曲

中，悠扬的小提琴仿佛一位时光的见

证者，用缠绵哀婉的旋律带我们回到

烟云氤氲的老上海，走过潮湿的南方

弄堂，进入狭窄的合租房，见到精致华

美的旗袍与体面的先生太太们。弦乐

三重奏的形式带来了浓重的悲伤感，

缓慢悲哀的旋律预示了这段无始无终

的恋情注定悲剧的结局，为我们讲述

了两个有家庭的孤独者是怎样擦肩而

过、无法挽留的。配着杜可风独特的

摄影与摇晃迷惘的广角镜头，这支圆

舞曲在神秘莫测、迷幻寂寞的氛围中

缓缓流淌，宛如两位主人公欲语还休

的呢喃，诉说着无处发泄的感情与无

可诉说的梦想。

王家卫大多数作品都围绕寂寞、

孤独、百无聊赖、身陷感情漩涡中的孤

独角色展开。这些角色在电影中有着

细腻的内心与丰富的情感，却只能或

在沉默中一再错过，无能为力；或在困

局中喃喃自语，对着没有感情的物件

诉说自己的想法。对着渴望沟通的对

象时却说不出话来：《堕落天使》中的

男主角被设计成一名只能用独白诉说

想法，却无法与人沟通的“哑巴”；《花

样年华》中欲语还休的复杂感情最终

只留一句呓语般的“如果有多张船票，

你会和我一起走吗”，剩下便是周慕云

独自一人面对吴哥窟的墙洞；同样，

《春光乍泄》中的张宛来到了布宜尼诺

斯艾利斯的灯塔下、黎耀辉在伊瓜苏

瀑布前久久伫立……如同大卫·波德

威尔所说，当这些角色失语时，哀怨缠

绵的音乐成为另一种沟通渠道。在王

家卫的影片中，音乐作为一种语言或

符号为电影打开了另一个空间。这些

音乐犹如主角们私密的喃喃自语，带

领观众了解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

（作者简介：李奕兰，广东石油化

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音乐学。广东

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阶段性

成果，项目名称：《新时代美育视阈下

公共艺术实践教学研究》，项目编号：

2020GXJK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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