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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12 首超级练习曲》的作曲技法
与音乐内涵分析
The Compositional Techniques and Musical Content Analysis of Liszt’s Twelve Super
Etudes

摘 要：李斯特《十二首超级练习曲》是钢琴练习曲中魁首式的作品之一，在钢琴表演及教学过程中占有
重要地位。本文通过作曲技术与音乐的关系分析，阐释其主要特点，其中包括半音化手段、主题及其变形，标题
性、炫技性、戏剧性融为一体的综合性处理手段，以阐释李斯特这些练习曲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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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的《12 首超级练习曲》也被称作《十二首

超凡钢琴练习曲》，最初发表于 1826 年，名为《年轻

的李斯特为大小调性而作的四十八首钢琴练习曲》
（实则 12 首），这也是超级练习曲的雏形。1838 至

1839 年，又出版了《大练习曲二十四首》（实则也是

12 首），是十二年前的那一版提高演奏难度的改编

版本。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于 1852 年出版的，将难度

在第二版基础上降低，重新修改的版本，即《12 首超

级练习曲》，并有 10 首练习曲被赋予了标题，“它的

调性排列受到了肖邦《前奏曲》（Op.28）的影响”①。在

这 12 首作品中，第一首短小精悍，以“前奏曲”之名

作为整部练习曲的序篇。在整部作品之前，李斯特题

写“献给卡尔·车尔尼，以表达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与

友情”，可见这是一种传承，车尔尼被誉为“没有作品

的作曲家”，他的创作领域基本上都集中在练习曲

中，这种创作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能有更精湛的

技术来表达艺术。区别于车尔尼那种训练性第一位、音
乐性被淡化的技巧练习曲，李斯特的练习曲不仅拥有

至高的技术难度，也兼具浓郁的文学气息和艺术美感，

具象地表达着李斯特练习曲的炫技性、标题性和美学

价值。本文以《12 首超级练习曲》为研究对象，从微观

技术、整体结构、时代特性等几个方面解析这部作品的

创作特点，并阐释其成因。
一、渐变的色彩：半音化的多样运用

“在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作品中，由副属和弦类

变音与和弦外音性变音所构成的个别的、短暂的半音

化，已成为常见的现象，每页乐谱，每一段落，都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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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桑桐：《半音化的历史演进》，上海：上海音乐出版
社，2004年，第 106页。

③ 本文所引乐谱，可参见 Franz Liszt：Etudes d’exécu－
tion transcendante，First edition，Leipzig：Breitkopf und H覿rtel,
n.d. 1852. 篇幅所限，谱例不再一一列出。

④ 以四个音为一组，n为组数，下同。
⑤ 诸如刮奏、连续半音上下行这种行进方式，很大程

度上都是受到弦乐演奏技巧的启发。李斯特迷恋帕格尼尼
的演奏，也将提琴效果转移到钢琴上来。

现和听到这样的半音化进行，它们如同自然音体系

中的半音进行一样，已融合到一般的、无特别表现作

用的一般性和声语汇中。半音的和弦外音也只有在

形成特性的半音化旋律进行或节奏型时才产生一定

的表现作用。”②李斯特在超级练习曲中，多处采用

半音化写法，大体可分为旋律式、连接式、填充式、托
卡塔式几种。

（一）旋律式半音进行

将半音进行置放于旋律地位，使半音行进成为

乐曲突出的要素，这种进行方式在谱面上清晰明了。
第一首《前奏曲》③ 的开头出现了跨越四个八度的分

解重属七和弦，随后是以连续建立在 C 调式Ⅳ、Ⅴ、
Ⅵ上的“重属—解决”和声进行完成的半音化低音旋

律，同时右手隐藏在内声部的半音旋律与低音平行

三度，制造了演奏者控制手指力度的难度。乐曲开门

见山地明确了构成该首作品的两个主要元素：分解

和弦和半音进行。第一首练习曲是整部作品中最短

的一首，也是材料对比性最弱的一首，不过作曲家如

此排布主题材料，使一篇短小的练习曲拥有对比并

置的材料，为训练演奏者多样化技术提供依据。
《鬼火》的主题也是由明显的半音化素材完成，

配合 p 与 leggiero 的标记，营造了诡谲的氛围，限定

了作品的基本风格，对于演奏者掌控弱奏的能力提

出了要求，这半音化旋律的写作与标题内容有关。
（二）连接式半音进行

李斯特在乐曲段落与段落之间、乐句与乐句之

间的连接中，也偏爱半音进行手法，特别是连续半音

阶或八度，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和声半音化，不过对

于增强乐曲的戏剧性效果却起到了极佳的作用。
《回忆》一曲毫不掩饰的华丽极其精妙地诠释了

浪漫主义的含义，华丽的音乐不乏修饰，唯美的气息

也从未停止。在这首有着肖邦风韵的作品中，有一个

精美的过渡段加入了李斯特自己的风格，其中双声

部错位半音进行的音响效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第

9 首第 72 小节）。在这个谱例中，以四个音为一组，

右手形成了纯四度、小三度（增二度）交替的半音摇

摆下行，因此它的半音变化出现在 2n-1 （首位

2n-3）④ 的位置上，左手则形成了纯四度两次进行之

后半音摇摆下行，因此它的半音变化出现在 2n-3 的

位置上，于是形成了半音错位的效果。
除了精巧的半音错位，李斯特也经常使用半音

阶及其变体八度半音阶作为段落或乐句之间的连

接，如《狩猎》中跨四个八度的半音阶连接句，一方面

缓解了之前强性和弦造成的听觉冲击，又增强了音乐

进行的期待感。《幻影》连篇的大跨度琶音语汇中，也

有由八度下行，半音阶形成的连接段。《f 小调》中又出

现了另一种八度半音变体———分解八度下行。可见这

种方式是李斯特很喜欢的一种。无论是单音半音阶，

还是八度半音阶，尽可能地缩短了音程之间的距

离———实际上已经是钢琴最短音程与最短音程的连

接，其音响模拟了弦乐中的滑音效果，是将弦乐演奏

技巧移植到键盘上的表现之一。⑤

（三）填充式半音进行

在乐曲进行当中，如果旋律音的时值较长，则以

半音进行填补和声，由于填充式半音延持的时间并不

长，通常都不是特别复杂的和声，功能上的作用更倾

向于饱满音响。如例，在第三首《风景》中，低音连续四

次四度向上，中间即用短暂的半音进行作为填充，以

丰满和声效果（第 47-51 小节）。
而在《玛捷帕》中，李斯特更是采用了半音式填充

的手法，一方面丰富了单一旋律下的和声，另一方面

将主题变奏形成曲式的一个有机部分———第四变奏。
可以看出，主干和声基本都是由重拍位置的低音、旋
律及非半音化的内声部决定，半音行进在其中的和声

功能倾向虽然不大，但是其增添的乐曲色彩则是毋庸

置疑的。
（四）托卡塔式半音

李斯特本人是乐于炫技的，作为当时享誉欧洲的

技术型演奏家，他所创作的练习曲必然有令时人望而

生畏的难度指数。将托卡塔式半音拖拽出来单独分

类，不在于模糊它在旋律、结构、和声等方面的意义，

而在于强调它的织体类型。这种织体是托卡塔技术的

乐谱表达，正由于作曲家想要展现这种技术，才会采

用此种织体。从写作技术上说，托卡塔式半音有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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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主要旋律，有时只负责过渡，但从演奏技术上来

说，却是值得听众期待的困难片段。如《a 小调》中的

锤击片段（第 15-17 小节），是以重属和弦引进外音

构成半音进行的。
句与句、段与段的连接最基本的单位是音符，音

符之间的关系（横向或纵向）最终决定了音本体的色

彩。当考虑到乐句或者段落的色彩变化，关节点的音

与音（或和弦与和弦）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基本的判

断依据。按照音程的协和程度，如果一个音（和弦）向

另一个音（和弦）行进的距离是协和音程，带来的是

同色系的转换；如果一个音（和弦）向另一个音（和

弦）行进的距离是不协和音程，带来的是不同色系的

转换。不协和程度越高，色差越强烈。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听到一个协和音程接续不协和音程的时候，会

产生强烈的听觉刺激感，这种刺激感就类似于看到

两个对比反差十分强烈的色彩，对视觉产生冲击。而
如果连续的不协和音放在一起，反而没有那么明显

的被刺激感。我们常常归咎于听觉惯性，实际上，很

可能是这种连续的不协和音之间的转换无法造成类

似于“色差”的感官效应。半音是钢琴键盘上音与音

最短的距离，上文讨论的半音之于音的色彩变化，是

有明显作用的。从色彩上说，李斯特广泛使用的半音

进行是一个色变细分的过程。
二、统一聚合：主题及主题变形

主题变形是李斯特在交响诗作品中常用的写作

技法，这种手法在《超级练习曲》也可寻到踪迹，比较

明显和有特点的是动机式主题及变形，以及扩展的

双动机、双主题及变形。
（一）动机式主题及变形

李斯特的旋律一般建立在短小的、仿佛简单的

基本音型或动机上，整个旋律由这个动机发展起来，

甚至伴奏音型也由它发展出来，这是明显的交响乐

概念。⑥ 在超级练习曲中，李斯特大量使用这种方

式，在一个短小的动机之上，经过变化、展衍来完成

整个乐曲。
第二首 a 小调练习曲就是建立在一个动机基础

上发展乐曲的典型范例。这个动机（乐曲开始处的 4

个音符）成为乐曲的核心，主题动机在节奏上为“抑

扬格”，奠定了全曲的步韵，在该动机第二次出现的

时候，将半音元素加入进来，为乐曲后来多处强调半

音效果埋下伏笔。随后出现的几个旋律主题都是在

这个动机上变化而来。其中第 6-9 小节低音为动机

中已经出现的半音元素，中声部为动机节奏，高音部

则是建立在 a 旋律小调（上行）与 a 和声小调（下行）

上的八度音阶级进。第 12-13 小节的低音部将节奏动

机的固定音型的长音减值，淡化了对原动机强拍位置

的强调，这样可以更好地配合高声部新出现的旋律主

题，在新旋律中以跳进入辅助音的手法引入半音，让

新旋律风格统一于主题动机，而中声部则将低音和弦

分解开来。以此种方式写就的还有第八首《狩猎》，以

五度音阶动机为核心，同时衍生出号角主题、抒情主

题，将三种性格不同的主题作为各自段落的核心，体

现出对立统一的二元思想。
（二）双动机及双主题

在超级练习曲中，动机展开是突出的一种写作手

法，此外也不乏其他形式的主题呈示。前文提到的《前

奏曲》就是以琶音、半音两个元素构造出两个动机式

主题，并以此为骨架结构全曲。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也是流动的绘画。练习曲《风

景》则是双主题呈示，主题 1（第 1-4 小节）下行，突出

小三度；主题 2（第 5-8 小节）上行，突出大三度；两个

反向而行的主题，是低声部渐低，高声部渐高，两者渐

行渐远，听觉上音域的扩张暗合绘画中远景的描摹手

法，此后两个主题交换位置，音域由扩张变为聚合，暗

合绘画中将景物拉近的手法，是一幅风景的动态描写。
此后，主题 1、2 在Ⅵ级调再现，然后分别在原调变奏主

题 1，并用主题 2 的材料连续离调写就连接段。
“李斯特共创作 12 首《超级练习曲》，这些作品表

面上基本都是以三段体的曲式结构为基础，并且带有

许多变奏性质的乐段，然而，他通过各种主题变奏手

段又淡化了这种三部曲式，使这些作品充满了多种多

样的钢琴技术元素。”⑦ 练习曲《玛捷帕》就是这种手

法的代表之作，全曲对主题进行了六次变奏，合理利

用音区对比与织体变换，以英雄、抒情、华丽、活剥等

不同风格对主题充分描述。
由于练习曲的内容性不及交响诗，所以主题变形

没有交响诗那么明确的角色性，它的主要目的是丰富

乐曲、变换音色、转换情绪、发展技术。然而，这种手法

⑥〔美〕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顾连理、
张洪岛、杨燕迪、汤亚汀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
第 772页。

⑦ 周为民：《钢琴艺术的多维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1年，第 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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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必要拿出来单独说的。这种特色在“标题练习

曲”的范围内常常出现，它源于作者对于标题性的理

解———将标题内容化或情绪化为一个 （或多个）主

题，并以此为中心构架作品，使作品无论出现任何风

格，都能够统一，也体现出该手法充分的聚合力。
三、练习曲中的综合性作品：标题性、炫技

性、戏剧性

（一）浪漫主义潮流下的标题性

在浪漫主义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如它一般

将音乐与文学、戏剧、绘画、雕塑等姊妹艺术联系得

那样密切。从那个时候起，作曲家们更乐于为自己的

作品找个贴切的标题，像给孩子取名字一样。浪漫主

义时期，标题音乐发展势头颇盛，而一些与之有关的

话题也引得音乐家、评论家们争论不休。音乐的标题

可以溯源得更久，从古希腊《波提亚的诺姆》开始，标

题音乐就散见于音乐历史之中。“在中世纪的神秘剧

音乐中，在泰勒曼的组曲和序曲中，在拔河的著名的

《送兄远行随想曲》中，在迪特斯多夫和贝多芬的交

响乐中，在无数其他作品中，都曾出现过描绘的和象

征的因素。”⑧李斯特是标题音乐的拥趸，他诸多体裁

的创作中都出现了标题，如“浮士德圆舞曲”、“但丁奏

鸣曲”等，更不用说我们熟知的由他创立的标题交响

诗了。《12 首超级练习曲》中有 9 首是有标题的，而在

他的音乐会练习曲系列中，更是“曲曲有名”⑨。
标题究竟是什么？是内容的浓缩？是情感的表

达？是实体还是虚拟？李斯特自己描述道：“受自然鼓

舞着的音乐家用声音揭示自然的最细致的奥秘，但

并非模仿它。他通过自然来思维、感觉和说话，但是

他的语言既然比其他人都更任意、更不明确……而

且会任人作极其不同的解释，作曲家如果给作品写

几句话，交代一下作品的主要精神，但并不陷入琐细

的解说，这样做应该不是毫无意义（大多数解说并非

像一般常常想象得那样可笑）……这将会防止错误

的解说、任意的解释、对作曲家从未有过的意图进行

无谓的争论以及毫无根据的无穷尽的评论。”⑩ 练习

曲《风景》、《降雪》都是描摹式的作品，它没有像贝多

芬《田园交响曲》或维瓦尔第《四季》那样直接用声音

模仿自然以表达实体内容，呈现给我们的更像是动

态的图画，这种画面任你想象，它具有一种特定时空

内的自由性。又如《幻影》则是“用冲击性的和弦、非
同寻常的和弦进行，以及接近尾声的辉煌的高潮创

作出一种仪式性的气氛。”輥輯訛这些对于标题的意义，

都是音乐的解释，而不是音乐的陈述。
（二）演奏者被放置于第一位的炫技性

“19 世纪的钢琴乐曲可被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

种包括 18 世纪的长大作品；第二种是还有特性因素

的乐曲；第三种则是注重新的演奏技巧，把表演者的

利益放在首位的乐曲。当然，我们发现很多作品中包

含不同类别的元素，甚至有将三种类型相融合的作

品。”輥輰訛作为一名钢琴家及作曲家，李斯特成为了注重

演奏家利益的作曲家代表，他在练习曲的创作上，将

帕格尼尼视为榜样，《超级练习曲》便笼罩在帕氏影响

之下。在表演方式上，他将钢琴侧放于舞台中间，让观

众及时看清演奏家的手法，这样做的效果就是将“听”
音乐转变成“听”并“看”音乐，音乐完成的过程如“解

谜”一般清楚地亮相。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开公众性独

奏音乐会的演奏家，打破了之前音乐家所谓的独奏音

乐会要搭配歌手或管弦乐团的传统。他的表演华美而

富于激情，演奏技术登峰造极。能够使他充分展现魅

力的还是他的作品，许多是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技术优

势而创作，比如经常出现十度是源于他自身拥有一双

大手，经常出现的八度半音快速上下行也源于他自身

非常胜任这种技巧，这种技术也被称作“李斯特八

度”。在作曲方式上，他更是作曲家要呈现音乐的根

本，积极探索钢琴音乐创作的可能性，并且将其他乐

器的技术以及交响乐的创作思维引入钢琴中来。“仅

从李斯特全部创作活动的第一个时期只限于钢琴音

乐这一事实而论，好像他的创作目的是统一的。实际

上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蕴藏着许多矛盾的倾向。现代

钢琴吸引着他，他体会到这完善的乐器具有无穷的声

音变化的可能性；他意识到钢琴家现在可以直接表达

思想感情，他意识到钢琴可以与管弦乐队相匹敌，钢

琴家已经变成了最高统帅。”輥輱訛

李斯特的“炫技”在诸多作品中都有明显的展示，

⑧ 同注⑥，第 761页。
⑨ 1849年出版的李斯特 3首音乐会练习曲分别名为

“哀歌”、“轻盈”、“叹息”（或“大海”）；1862年出版的 2首练
习曲分别名为“森林的呼啸”、“侏儒舞”。

⑩《李斯特全集》，卷Ⅱ，第 130 页，转引自保罗·亨利·
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第 769—770 页。

輥輯訛 同注①，第 53页。
輥輰訛 同注①，第 250 页。
輥輱訛 同注⑥，第 7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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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技巧更为集中的练习曲来说，更是不可忽略

的一大特点。这种炫技并非无原则、无节制、无音乐

的纯技巧炫耀，而是建立在一定音乐原则下，表达一

定内容或情感的有理由的炫技，通常包括对速度、力
度、音区、音色的各种排列组合。比如，在不同音区大

篇幅演奏密集和弦和连续八度，增加模仿弦乐队的

颤音类型，也经常将旋律置放于内声部的中音区，并

有高难度的音型在上方和下方声部进行配合，这样

的做法对于演奏家掌控五个手指的不同力度和触键

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借用于其他体裁的戏剧性

李斯特的《超级练习曲》值得称道还有它在某种

程度上的戏剧性，这种特点对于一个篇幅并非长大

的“练习曲”作品来说是何其难得。“戏剧性”不是练

习曲本质的特点，若在该题材中表达出戏剧性元素，

必然借用其他体裁的创作手法。我们可以通过宏观

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宏观结构：引子、华彩与宣叙段落

结构布局对于作品来说是一个宏观的问题。如

果说精细的和声打造出特色性的音响，带给听众“第

一耳直觉”，形成对于作品风格的第一印象，那么结

构布局则是一个承担风格呈示功能的载体。相对于

古典主义时期的练习曲来说，浪漫主义的练习曲带

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它冲脱对演奏者进行技巧训

练的目的，打破古典练习曲相对单一的音乐语言，其

发展不仅仅体现在上文所论述的细节上，也体现在

整部作品的“整体”布局上面———我们强调这种布局

的“整体性”，是因为它考量着作品所需要或抒情、或
谐谑、或戏剧的风格，这也是浪漫主义之前所有练习

曲作品不可能具备的。
一般来说，李斯特练习曲常用的曲式结构是三

段体，并且用变奏手法模糊这种规矩的段落分层。然
而，他的练习曲却是那么丰富，反而不像练习曲，这

是为什么呢？首先，引子与华彩段落使作品华丽无

比，在《玛捷帕》、《英雄》、《回忆》中都出现了长大、并
且绚丽的引子及华彩段。《玛捷帕》以导七和弦开始

的引子中，就蕴藏了不安的因素，让音乐不稳定；《英

雄》的引子仍然建立在不和谐的减七和弦之上，并且

在节奏中大量运用附点，增强音乐的不稳定性；而

《回忆》的引子则建立在属七和弦之上，引子也似一

个华彩段落，极具浪漫主义风格，这种方式突破了传

统练习曲的陈规，使之更加艺术化、戏剧化。另外，在

诸如《英雄》、f 小调练习曲之中，都有类似于歌剧宣叙

调一般的段落。作曲家用七、九和弦等不稳定的和弦

表达音乐，扩展了和声的可能性，加之采用附点、复附

点等动力节奏，使得戏剧感更强烈。
2. 微观对比：音区、力度、节奏与情感

钢琴乐器本身的发展提供了这种变化的可能性。
“琴键范围由五个半八度到贝多芬时期增加到六个半

八度，到 1860 年发展为现代标准的七个八度。”輥輲訛李

斯特的作品中，大部分都充分运用了扩展的音域，这

种极高、极低音乐的对比与结合，更加剧了冲突感，常

常在演奏上会有“横扫键盘”的境况，甚至利用音域来

制造技术难点。如《玛捷帕》的主题是利用高音旋律与

低音和弦这种钢琴两端的音域完成，然后还要快速回

到中间音域完成填充声部，如此往复，将键盘变成了

演奏者手中的棋盘。这同样得益于钢琴本身的进化，

由于踏板的完善，使得钢琴的延续音效果更好，并且

将弱音踏板引入，增强了力度对比的幅度。这样的变

化，使钢琴表达的冲突与对抗更加明显。在李斯特的

练习曲中，戏剧性的表达就是“加强对比”与“出现意

外”，在前文提到过的节奏对比、宣叙性段落、不协和

和弦、远关系转调等都是练习曲戏剧性的原因。
“练习曲”本身是一种强调技术的演奏体裁，对

于内容来讲，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如果历史没有进行

到浪漫主义，没有此前种种积累，那么即使是李斯特，

也未然可以创作出“标题练习曲”，也未然会有练习曲

的“戏剧性。”
《12 首超级练习曲》是李斯特演奏技术的书面表

达，一方面展示了作为作曲家的李斯特在这一领域的

创作才华，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作为钢琴家的李斯特卓

群的演奏技术。他对于发挥钢琴这一乐器本身的能量

做出了表率式的贡献。在他的创作中，既能够落笔于

细微，探索新的音响，充分挖掘主题；又能着眼于大

处，拓展练习曲的结构模式；还能与时俱进，将具有浪

漫主义潮流特点的“标题性”元素纳入到自己练习曲

创作的领域中来，并且积极借鉴其他体裁的特点，以

丰富练习曲所能表达的内容与情感，体现出他以不单

一的手法表达单一体裁的能力。

（责任编辑：齐 琨）

輥輲訛 同注①，第 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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