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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音乐在电影艺术中

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已成为现代电影中艺术

表达和呈现的重要方式，贯穿于电影情节全过程，

推动故事发展。钢琴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

现形式，借助自身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和优美的音

色，为电影艺术注入鲜活力量，彰显出与众不同的

审美特征和美学价值。

一、电影艺术中钢琴音乐的美学特征

钢琴音乐凭借特有的音律、音调和旋律为电

影艺术营造场景、烘托气氛，使电影艺术呈现意境

之美。意境美属于中华传统美学范畴，强调情景

交融、虚实相生的的审美境界。电影艺术中钢琴

音乐所传达的意境之美主要依赖作品节奏、旋律、

和声等要素的实现。在现代电影作品中，钢琴音

乐大多借助多变的节奏为电影艺术营造不同的意

境之美，或欢快或悲伤，或轻松或紧张，都依托钢

琴音乐展现得淋漓尽致。值得注意的是，钢琴音

乐所营造的意境美感建立在电影情节和人物形象

基础之上，其节奏的快慢、强弱都会受到电影情节

和画面的制约，因此影片中钢琴音乐的节奏大多

会随着情节与人物心理的转变而调整，从而为影

片营造丰富细腻的意境之美。以电影《海上钢琴

师》为例，影片开头以钢琴曲《升G小调夜曲》作为

背景音乐切入来烘托影片氛围，并借助节奏变化

充分展现战争笼罩下人们情绪的转变。钢琴曲开

头部分的旋律较为庄重严肃且节奏均匀平缓，营

造出悲壮的意境之感；中间部分的节奏逐渐由温

和平缓转为铿锵豪迈、雄伟有力，与硝烟弥漫的战

争画面相互映衬，使观众仿佛置身于激烈紧张的

战争意境中；结尾部分虽然与开头部分旋律相同，

但节奏明显加快，渲染出人们向往战争结束后美

好生活的喜悦之情。钢琴曲《升G小调夜曲》通过

节奏的变化与电影情节的完美契合，为观众营造

身临其境的氛围感，使观众能够充分感知影片所

传递的情感力量，从而达到以情入境的艺术效果。

钢琴音乐本身就具有抒情性，其与电影内容、

人物情绪等元素之间形成交织，并借助音乐力量

传递情感的复杂性，使影片更具情感之美。这种

情感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钢琴音乐与

电影情节、人物之间形成关照，依托音乐的渲染展

现人物内心世界，使电影所传达的情感更为饱

满。在电影音乐得以广泛应用之前，电影往往借

助独白的方式展现人物内心世界，该方式既无法

美化角色的真实情感，也难以强化电影的艺术美

感，极大地削弱了电影的情感艺术表现。而钢琴

音乐本身具有极强的情感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相比于其他音乐更能深入电影人物的内心世界，

并通过不同的音色、音调诠释人物情感，使人物表

现更有张力。例如，澳大利亚电影《闪亮》中的钢

琴音乐对影片中的人物情感世界就具有形象性的

揭示作用。当主人公被逼苦练钢琴时，电影通过

钢琴演奏的方式将音乐植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揭示主人公内心的烦闷、焦躁之感；当主人公因躲

避战乱跑进阁楼时，楼下传来贝多芬的《月光奏鸣

曲》，以清冷、幽怨的音乐特点诠释出人物内心既

恐惧又紧张的心理。另一方面，钢琴音乐具有将

观众审美感官转化为审美情感的特殊美学效力，

相比于琵琶、吉他等，钢琴音乐在电影艺术中所表

现的艺术内涵更能使观众产生共鸣，从而达到“以

情动情”的艺术效果。电影借助钢琴音乐充分调

动观众感官，并将电影人物的内心情感传递给观

众，进而辅助观众内心情感的迸发，实现电影与观

众的情感互动，抒发电影美学。

钢琴音乐之所以能在电影艺术中得以广泛应

用，除了因为钢琴音乐自身拥有的优美旋律和艺

术魅力外，更是因为钢琴音乐能够借助独特的艺

术表现形式为电影艺术注入深厚的文化韵律。一

方面，对于钢琴音乐而言，其最早曾是上流社会或

贵族群体所使用的高雅艺术，正是依托电影等媒

介形式才使民众得以广泛接触，其中所蕴含的文

化内核才得以广阔的延伸和传承。可以说，将钢

琴音乐运用于电影艺术可为古典音乐文化的传承

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和传播载体。同时，电影所

具备的画面感和故事性可将音乐抽象的文化内涵

依托具象化的情节和人物得以展现、诠释和延伸，

使观众能在观看影片、聆听插曲的同时感受不同

的文化风俗。另一方面，对于电影艺术而言，不同

电影作品所浸染的钢琴音乐文化背景与文化风俗

有所不同。钢琴音乐能够借助不同历史时期的音

乐形态和文化意蕴为电影艺术营造深刻的历史空

间感，从而延伸电影艺术的文化美感。例如，影片

《为了霍洛维茨》中将诸多钢琴音乐作为电影插

曲，包括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肖邦《革命练习

曲》等，这些钢琴音乐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作曲家创

作的音乐作品，涵盖古典音乐、浪漫主义音乐、民

族音乐等不同流派、不同时期的音乐风格，完美体

现了钢琴音乐的历史纵深性和文化多样性。

二、电影艺术中钢琴音乐的美学价值

电影艺术中的钢琴音乐将旋律和节奏的变化

浸入电影情节中，以此彰显推动电影情节发展的

美学价值。在电影艺术中，钢琴音乐是推动情节

发展必不可少的元素，既可铺垫与预示即将上演

的剧情，也可拓展与延伸正在发生的电影情节，还

可以调动观众情绪，使观众置身于不断变化的剧

情中。一方面，跌宕起伏是大多数影片剧情的主

要特点，尤其是战争片等电影类型，其往往在平缓

与高潮的不断交替中完成剧情演绎，与钢琴音乐

演奏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将钢琴音乐融入电

影情节可为不同阶段的剧情进行情绪铺垫，使剧

情的起承转合更加流畅，同时观众也可根据音乐

起伏感知剧情节奏，不至于产生脱离感。另一方

面，钢琴音乐可以延伸正在进行的剧情，既能使单

调的人物对白更加丰满立体，也可拓宽人物性格

与心理的呈现空间，从而全面强化电影艺术美感、

拓展电影艺术空间。例如电影《海上钢琴师》中，

钢琴音乐作为故事线索贯穿剧情发展始终，不仅

对剧情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且保障了剧情

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当男主人公与爵士乐大师进

行钢琴演奏比赛时，影片通过高亢、急促的音乐旋

律渲染比赛激烈紧张的氛围，并借助音乐展现人

物情绪变化，观众也可在音乐起伏中融入自身对

人物的理解，从而延伸剧情所表达的含义。

电影艺术中的钢琴音乐所具有的情绪感染力

和表现力可营造影片背景氛围，彰显出烘托电影

情节、丰富电影层次的美学价值。一方面，钢琴被

称为“乐器之王”，相比于其他乐器，钢琴在背景氛

围营造方面本身就具有一定优势，无论是时代背

景还是地方风俗都能依托美妙绝伦的钢琴音乐展

现得淋漓尽致。比如电影《海上钢琴师》中的很多

经典桥段都彰显出钢琴音乐在背景营造方面的突

出优势。当男主人公在船上优雅地弹奏钢琴时，

旋律时而平静、时而高亢、时而欢快、时而感伤。

而不同的音乐旋律所营造的背景氛围也有所差

异，优美旋律所营造的是安逸和平的背景气氛，而

高亢旋律则营造出笼罩在战争阴霾下民众恐惧、

紧张的气氛。显然，电影《海上钢琴师》中的钢琴

音乐成为烘托背景氛围、丰富电影层次的重要手

段。另一方面，将钢琴音乐融入电影艺术可以改

变电影画面和声音单一的表现形式，从而丰富电

影层次和艺术内涵。这是由于钢琴语言的丰富性

可最大限度地满足电影审美需求，大幅强化电影

艺术内涵。在影片《钢琴家》中，钢琴家在生死关

头弹奏肖邦的《G小调第一叙事曲》，以展现纳粹党

的丑恶灵魂及犹太民族面对敌人不屈不挠的抗争

精神，从而深化电影主题、丰富电影层次。

电影艺术中的钢琴音乐是彰显电影艺术性和

观赏性的重要形式，因此具有提升电影艺术品位

的美学特征。在众多乐器音乐中，钢琴音乐最为

丰富、高雅，是为电影注入灵魂、提升电影品位的

重要手段。一方面，电影艺术品位的提升需要依

托钢琴音乐不同的音乐形式得以实现，借助丰富

的调式、节拍、和声等音乐元素丰富电影艺术性，

使电影艺术更具内涵与观赏价值。另一方面，电

影艺术中的钢琴音乐本质就是为电影服务，其最

终目的是升华电影主题思想。演奏者在弹奏钢琴

时能够通过力度和节奏的变化完美诠释电影的主

题思想和表演者内心的波澜起伏，从而赋予电影

深刻的含义，使观众在欣赏电影、聆听音乐的同

时，能够超越现实，充分感知电影的深刻内涵和艺

术魅力，从而电影艺术的品位也会随之提升。纵

观国内外电影作品，以钢琴音乐作为背景音乐的

影片居多，《钢琴师》、《海上钢琴家》、《闪亮》等都

是杰出代表，其中不乏包括贝多芬、肖邦等钢琴家

创作的钢琴名曲，而这些音乐在提升电影品位、升

华电影主旨方面大有裨益。以法国电影《天使爱

美丽》为例，影片通过将钢琴音乐与富涵法国风情

的手风琴完美结合以提升电影审美品位，使观众

获得细腻纯净的听觉享受，进而从心灵和情感上

充分感知影片主题和艺术魅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钢琴音乐是一种具有独特艺术

形式和深厚文化底蕴的音乐形式，将其融入电

影艺术不仅可以为古典音乐的传承和发展提供

广阔空间，而且也可以为电影注入艺术内涵和

观赏价值。从美学意义角度来看，钢琴音乐不

仅对推动剧情发展、丰富电影层次具有重要作

用，而且还具有提升电影品位的美学功能。因

此，在今后电影艺术创作中，创作者应将钢琴音

乐作为电影创作的辅助手段，借助不同的音乐

形式实现音乐与画面的完美配合，全面彰显电

影的艺术魅力。

（作者系周口师范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学院讲师）

进入21世纪，玄幻小说逐渐发展为最热

门的网络小说种类之一。它上接古老的神话

传说和古典文学中的“志怪”传统，下承通俗

文学中的武侠世界，又杂糅了中西方多种流

行文化元素，通过构建形象化的玄幻世界，以

修真、仙侠、练级等类型化的故事书写当代人

的欲求，为自己在文化消费市场上获得了巨

大的生长空间，涌现出了很多热门的网文

IP。在“互联网+”的时代语境下，电影与互联

网深度融合已成大趋势，玄幻小说更成为影

视剧改编的热门对象，催生出了玄幻题材电

影这种新生形态，形成了丰富的审美价值。

一、跨媒介改编构建异质性的审美空间

虚幻空间的建构是玄幻小说成功与否的

关键。玄幻小说的创作者在网络文学创作平

台提供的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中，广泛吸收

神话传说、武侠小说以及欧美奇幻文学、日本

动漫等提供的丰富的创作素材，在后现代文

化的平面性、拼贴性等特性的逐层叠加之下，

构建起一个很难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物的

假定的异质世界。创作者极为重视小说空间

的可视性，通过奇特的想象赋予了其自然地

理景观和人文景观，其中不仅有着难以找到

现实原型的奇珍异兽，还有天马行空的修仙

方法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法宝体系等。小说

中，年少不幸的男女主人公或为异人所救，或

历经磨难险阻，修仙求道，搜获宝物，征服妖

魔，从一个空间转移至另一个空间，以此推动

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也在空间的构建中展

开丰富的文化想象。

在网络玄幻小说影视化改编过程中，电

影以二维影像媒介突破了文学空间叙事的一

维化叙事，尤其以先进的 CG 技术和 VR 技

术对小说中狂放的想象进行具象化的描摹，

形成可视性的奇观，极大地打破了观众对于

虚构存在的心理壁垒，在沉浸式的体验中获

得具有真实感的奇幻审美体验。例如电影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就将小说中的“四海八

荒”这个故事空间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以天

界的威严、青丘的秀美以及大紫明宫的惊悚

带给观众视觉上的冲击；影片《狄仁杰之通天

帝国》的导演徐克利用电脑特技在银幕上呈

现出直冲云霄的“通天浮屠”，带给观众强烈

的审美震撼。玄幻大片中这种具有鲜明异质

性的“空间美学”不仅为故事的推进提供了很

好的服务，而且也更加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

美趣味，成为了年轻人借以阐释和补足日常

生活意义的重要途径。

二、消费语境下的后现代文化表征

在主题层面，网络玄幻小说及其所改编

的影视同样具有异质性的审美景观，具有明

显的后现代文化表征。玄幻世界里最典型的

故事模式是出生普通甚至寒微的主人公，因

机缘巧合或暗含异能通过“打怪”、“修仙”节

节攀升，最终实现欲望的无限满足。《斗罗大

陆》的主人公唐三开始只是村里一个资质平

庸的普通少年，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昊天斗

罗唐昊和十万年蓝银皇阿银之子，他以高贵

血脉和武学天分不断突破武学极限，成为人

人艳羡的“天选之子”。《诛仙》的主人公张小

凡也只是居住在草庙村的普通少年，与常人

无异，但是无意之中却获得了至凶至邪之法

宝“噬魂棒”，并驾驭其降魔诛仙。

玄幻小说的故事模式中包含着“成长升

级”和“命运抗争”两大重要的主题。主人公

在“修仙求道”和“打怪升级”的故事主线中，

实现永无止境地向上晋升，这很像社会学中

所说的“攀爬社会阶梯”。在阅文或观影时，

读者和观众在与“小角色”的情感共鸣中轻松

地体验到极度渴望得到的人生经历——从普

通出身走向人生巅峰，实现了对欲求诉求的

便捷满足，在获得爽感的同时也对既定秩序

与规范进行解构。而这种解构充满了后现代

式的“游戏化”特征，不仅是情节的构设与电

子游戏的“闯关升级”模式极为相似，在影视

的空间构设上也充满了游戏化的拼接转换，使

读者和观众在文化消费中获得个性自由。

三、传统美学与大众文化的顺势对接

作为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产生的一

种类型化的小说，玄幻小说受到上古神话、

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明清神魔小说以及

近现代武侠小说的影响，具有丰富的传统

文化元素。为了构设与现实迥异的幻想世

界，创作者喜欢到神话世界、古代典籍以及历

史传说中去寻找构建叙事空间的灵感。例如

《山海经》中被赋予重要意义的地理空间“昆

仑”，便在《镇魂》中作为男主角赵云澜的神魂

居所出现；而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昆仑

山则作为远古神明天族栖息的居所出现，其

余如神妖形象、珍禽异兽、异花香草、玄学星

象、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化符号更是比比皆

是。通过后现代式的拼贴、重写、戏仿等方

式，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奇幻、日韩的动

漫等流行文化元素杂糅混搭，在一种与传统

悖离以及与他者嫁接的“更新”与“变异”中使

得中国传统美学在后工业时代的大众文化消

费领域得到传承与创新。

在对玄幻小说进行影视化表现时，往

往会借助技术的力量对这些传统文化元素

进行视觉化再现，在银幕上为观众呈现出

充满中国审美风韵的奇幻世界，如电影《寻

龙诀》在现代的探险寻宝故事中呈现了一

个神秘玄幻的古墓迷宫，其中又包蕴着风

水墓葬、东方玄学、阴阳八卦等文化元素。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精心打造了通天浮

屠、大理寺、应天门、鬼市等场景，极力渲染

雍容的盛唐气象。在互联网媒介与当代影

视工业强大的整合力下，这些丰富的神仙

体系、神兽妖怪、方外之地、古风建筑等构

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数据库，它们承

载的是儒、释、道、侠等价值内核，为玄幻题

材的小说和影视逐渐建构起较为稳定的美

学模式。

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跨媒介的改编

容易造成文本的价值流失，叙事薄弱，让国

产玄幻电影难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足够的

竞争力。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借助技术

的力量让影像的表达更为精准，更需要在

具有独特美学风格的中国故事中关怀普遍

人生。

（作者系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化与传播

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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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声乐教学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运用

提起声乐教学，人们总会觉得这是一项远

离一般群众、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奢侈教育。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与业余时间广义上的“声

乐”并非只是对一项特定音乐技能与音乐理论

知识的专注。在歌唱器官、发声原理、正确姿

势等专业性的知识之外，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声

乐教学还将塑造歌唱者一生的品格。声乐教

学教授的不仅是歌唱的发声、呼吸、共鸣、咬字

与吐字，更是通过人人都有的发声器官赋予个

体一种高尚情操的途径。在我国青春电影中

的多种歌唱流派、多种民族与地域中，“歌唱”

这一简单却能触及美好人性与灵魂的艺术形

式正在真诚地重新建构主人公们的生活。在

艺术形式上，它也作为一种乐观积极的、讲述

生活的方式丰富了青春电影的艺术的表达。

一、素质教育中的声乐教学

由于当前我国的整体教育方式仍然处于

应试制度与“智育”的大环境中，在一般学校

的音乐课堂上，声乐教学较为重视音乐知识

与歌唱技能的掌握。但近年来素质教育的推

进与发展，对“美育”要求的一再强调，以及不

断推进的音乐教育改革，都大大改变了老师

与家长们的声乐教学观念。越来越多的教育

者开始重视声乐有效地减轻“智育”压力，使

智育获得更好的效果的功能；另一方面，声乐

教育本身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作用也得到

了更加充分的认识。在电影《妈妈你真棒》

(2020)中，青少年梓明从小受到母亲袁博士严

格的教育，生活与学习的压力都很大。在母

亲不幸车祸去世后，梓明从母亲生前工作的

生物公司中得到了一名克隆自母亲的“仿生

人母亲”009号，一起寻找着成长与教育的真

谛。其中，声乐教育在“仿生人母亲”与梓明

的情感深化、以及梓明的成长中都起到了重

要作用。梓明从小在艺术方面很有天赋，在

器乐与声乐方面都展现出了良好的艺术造

诣，但身为科学家的母亲却坚持认为学好数

理化才能走遍天下，非常反感他搞文艺。因

此，每次他弹琴唱歌的时候都她会勃然大

怒。在与“仿生人母亲”相处的过程中，梓明

试着与“母亲”一起弹琴唱歌，不仅掌握了一

定的歌唱技能技巧，增进了音乐演唱与表现

的能力，还通过声乐联系形成了独特的音乐

思想和音乐感受，充分发挥出了他的音乐天

赋与主体个性。目前的素质教育往往将升学

率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且唯一指标，但

《妈妈你真棒》却展现了声乐教学的独特魅

力。在艺术是美的熏陶和感染下，曾经性格

孤僻、倍感压力的梓明逐渐成长为一个乐观

开朗、认真负责、学习努力、心怀理想的孩子，

并和“母亲”重新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影片中

的声乐教育有效地遏制住了智育膨胀所造成

的种种压力，为素质教育发挥了活跃思维、陶

冶情操的辅助作用。

二、特殊人群的声乐教学

对于一些智力或精神条件异于常人而言

的特殊人群而言，通过声乐教育可以促进他

们的智力发展、精神健全，是经过科学实践证

明的重要结论，也是特殊教育中的有效手

段。逻辑思维和艺术思维的素质和能力是人

类健全发展的两大重要基石，而音乐教育在

培养受教育者思维和能力两方面发挥基础性

的作用，有助于引导特殊人群养成良好的艺

术观念，拥抱更加美好的人生。在《非同凡

响》中，一所名为“启光学校”的特殊人群学校

希望通过举办音乐剧来提高毕业生就职机会

开始。在从事音乐教学八年，却从没有放弃

换工作念头的音乐老师徐宝雯、以及两名义

工珈豪与思颖与学生的共同努力下，这些经

常被视为“异类”的青少年们最终以一场成功

的音乐剧引起了社会对特殊群体的关注，赢

得了他人的尊重，也展现出自身独特的魅

力。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特殊学校的孩子

们通过声乐教育，其直觉思维和抽象思维得

到了有效的开发，对音乐形象和风格的理解，

也从感性的艺术接受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

孩子们不仅获得了更多音乐知识，记忆力、思

维能力与反应能力等认识能力都逐步恢复、

充分开发了大脑的潜能。另一位面临升学

“清底”的差生珈豪虽然不是特殊人群，但也

在特殊人群的声乐教学中收益。他一开始带

着智力异常的弟弟铤而走险走私苹果手机，

也在筹备音乐剧的过程中通过声乐教育陶冶

了情操，培养了高尚的志趣，在艰难的生活中

重新树立起了对未来的信心，找到了人生方

向与找回家庭的存在，完成自我的救赎。另

一部影片《热血合唱团》(2020)中，国际知名合

唱团指挥家严梓朗受老师之托到香港教授声

乐。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学生基本都是各种

被人嫌弃的“问题少年”，面临心理与精神上

的种种问题。严梓朗以音乐家的爱心与耐心

将这群别人眼中的特殊人群当作自己的孩

子，从零起步开始教授他们合唱与生活的方

法。在这场“热血合唱团试验计划”中，严梓

朗像根据孩子们的声音高低分出不同音区一

样，根据孩子们各自的问题因材施教；不仅在

声音定位的基本训练中促进了学生们对正确

声音听辨的掌握，也在歌唱学习中潜移默化

地引导着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不断积极

运用和发出自己的“声音”。《热血合唱团》启

示我们，歌唱者的声部定位与人生的角色定

位都非常重要，人的声音与个性天生在客观

上具有各种类型。这些天生的条件是很难以

个体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但在歌唱与学

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自身的条件范围内

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找到自己在社会中不

可替代的位置，去使用和发挥自己的声音。

（作者系四川轻化工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