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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并不仅仅是年轻人手中的时髦

玩意，作为一种结构相对简单的弹拨乐

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非常悠远的年

代。从曼陀林到电贝斯，从琵琶到加兰

戈（Charango，流行于南美的吉他形拨

弦乐器），吉他的各种或远或近的“亲

戚”正以其多变的性格精微地表达着各

个民族的音乐语言。从今天它们在世界

各地的应用便不难想见，要明确地叙述

吉他的起源和演变是不可能的，某个时

期的乐器可能会发展为多种形式，而一

个新乐器的产生也往往会集中多种乐器

的优点。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吉他音

乐，我们只能从今天古典吉他的视角出

发，站在欧洲艺术音乐发展的立场上去

文艺复兴时期追溯它最直接的几个“父

辈”。 

 

古老的吉他 

里拉琴（Lyra）一般被认为是各种

吉他形拨弦乐器的始祖，它诞生于5000

年前的古埃及。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

里拉琴经历了各种演变，产生了无数不

同形状的弦乐器。阿拉伯地处埃及、希

腊和印度的中间，阿拉伯鲁特琴也成为

吉他发展和传播中的重要一环。从当时

阿拉伯鲁特琴的共鸣箱的形状来看，可

以分为两种，即梨型和葫芦型，而它们

就可以被粗略地认为分别是中国琵琶和

西班牙吉他的祖先。而我们现在所说的

鲁特琴，也是一种梨型鲁特琴，它在欧

洲以正宗鲁特琴的身份长期存在着。 

西班牙语的guitarra（吉他）一词源

自古希腊的乐器kithara（西萨拉，里

拉琴的一种），但在结构上，吉他

则更多的继承了葫芦型鲁特琴的一

些特点。在12世纪的西班牙，流行

着两种吉他：摩尔吉他（Guitarra 

Morisca）和 拉 丁 吉 他（Guitarra 

Latina）。前者的共鸣箱为卵形，以

激烈的扫弦形式演奏；后者则与今

天的吉他更为相似，有四条单弦，

用优雅的手指弹拨的形式来演奏。

但是这两种吉他都是民间娱乐乐

器，尚未进入艺术音乐的领域。 

在今天的古典吉他演奏曲目中，有

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它们都创作

于六条单弦的吉他诞生之前。那时，这

些作品主要是为两种乐器创作的：流行

于西班牙宫廷的比维拉和统治整个欧洲

的鲁特琴。 

 

短暂而辉煌的比维拉时代 

在中世纪，人声是音乐的主体，器

乐基本上是伴奏者的姿态。进入文艺复

兴时期，真正的器乐独奏作品开始出

现。在这个时期的西班牙艺术音乐领

域，有 70 年 的 时 间 是 属 于 比 维 拉

（Vihuela）的。 

比维拉有六组复弦，面板、音孔雕

刻精美。在尺寸上，它比当时的吉他要

大一些，但是略小于今天的古典吉他，

在演奏上，分指弹、弓拉、匹克拨扫三

种方式。虽然仅仅存在了短短的几十

年，但它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

略。比维拉是所有拨弦乐器中，作曲家

最先应用对位法写作独奏曲的先驱乐

器。与供民众娱乐的吉他不同，比维拉

是一种在宫廷里供贵族们演奏各种复杂

的复调音乐的乐器。由于女王对于比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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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的喜爱，西班牙朝野上

下形成了一种风气，国内

最优秀的音乐家都被请入

宫中供职，形成了西班牙

历史上第一个音乐百花盛

开的局面。在当时的西班

牙，能够演奏比维拉已成

为一个人受到良好教育的

重要特征。 

比维拉作品现存大约

800首，包括独奏、重奏、

伴奏和歌曲改编作品等

等。在热闹的西班牙宫廷中，有三个人

的三本著作是历史性的，其意义远远超

过了短命的比维拉。 

路易斯·米兰（Luis de Milán）

大约1500年出生于西班牙的巴伦西亚，

是一位著名的宫廷乐师和诗人。他的贡

献在于确立了比维拉的形制并受意大利

图示谱（Tablature，以弦为线，记录演

奏位置）的启发，出版了西班牙最早的

比维拉曲集——《大师》。这本出版于

1536年的曲集包含22首歌曲、44首幻想

曲、6首帕凡舞曲（或译作孔雀舞曲）以

及比维拉的演奏指导。这些作品大多带

有即兴色彩，演奏难度较大，其中，六

首帕凡舞曲最为著名，今天仍是吉他音

乐会上的常见曲目。纳尔瓦埃斯（Luis 

de Narváez）生于格拉

纳达，几乎与米兰同岁。在

卡洛斯五世宫廷内任职期间

曾到访意大利，并遇到了当

时最著名的鲁特琴音乐家米

拉诺，这使得纳尔瓦埃斯的

作品在歌词风格和对位法的

应用上带有了一些意大利色

彩。1538年，纳尔瓦埃斯出

版了音乐史上第二本比维拉

曲集，这套曲集的最大价值

在于它的第六部分——变奏

曲，它作为现存最早的变奏曲集之一以

其华丽明亮的风格和巧妙的转调而在欧

洲音乐史上受到注目。其中，最著名的

当属以西班牙当时流行的情歌为主题的

《看牛歌变奏曲》，今天的吉他唱片

中，一旦包括纳尔瓦埃斯的作品，那么

十有八九都会有这一首，只是变奏的数

目和排列顺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穆达

拉（Alonso de Mudarra）大约比前

面两位小10岁左右，关于其生平，今天

所知不多，但他的创作无疑是高质量

的。从他的音乐中，也可以看到米拉诺

的影响。1546年，他在塞维利亚出版了

《为比维拉所作演奏谱三卷集》，其中

为比维拉创作的作品包括27首歌曲、5首

改编曲、31首幻想曲和6首舞曲。其中，

今天演奏最多的是《幻想曲第十号》，

副题为“模仿依据卢多维科竖琴手法的

幻想曲”，这首作品前半部分典雅灵

动，后半部分则动力十足，尤其是他恰

到好处地使用了一些不协和和弦，这在

当时是具有开创性的。 

米兰、纳尔瓦埃斯和穆达拉等优秀

的比维拉音乐家用他们的作品和演奏揭

示了一个无比优雅精美的音乐艺术，使

西班牙音乐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中占

有了一席之地。 

 

Julian Bream – Music of Spain 

–Milán·Narváez 

朱利安·布里姆：西班牙音乐－米兰和

纳尔瓦埃斯(Julian Bream Edition Vol.23) 

BMG 09026-61606-2 
 

 朱利安·布里姆是上个世纪最受人

爱戴的几位吉他大师之一。一位小提琴

大师曾说“现在许多演奏家，就是听完

他的整张唱片，也很难知道他是谁。但

真正的大师，你只需要听两句，就会认

出他。”对于布里姆，也许是仅仅几个

音，即便声音来自电话那一边，他的名

字你也会一下子脱口而出。吉他在布里

姆的手中蕴涵着无限的可能性，贝多芬

所言“小型交响乐团”并非在每一个吉

他演奏家手中都能有这般展现。他的音

色初听明亮而粗犷，貌似粗枝大叶，再

听才知其细腻、多变而意味深长。 

 对于早期音乐，可能没有任何一个

吉他演奏家像布里姆这样投入了如此之

大的精力。布里姆一直有着鲁特琴演奏

家和吉他演奏家的双重身份，在音乐会

上，它们常常各占半场。而后，他又潜

心研究比维拉、五弦吉他等古乐器的演

奏，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古乐乐团。在布

里姆全集共28张唱片中，一大半都是文

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作品，如果愿意

的话，本文介绍的所有唱片完全可以都

选用布里姆的版本。 

就这张唱片而言，其中的所有曲目

均来自前面介绍过的三本16世纪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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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集，对于这些作品，很少有人能够比

布里姆更有发言权。无论是庄重、徐缓

的帕凡舞曲，富于变化的幻想曲，还是

充满趣味的变奏曲，布里姆用他多变的

音色为我们诠释着一个个精致的复调小

品，声音古老而有层次感，时而有如宫

廷音乐家们的对位游戏，时而又弥散着

淳朴的乡土气息。唱片中唯一一首穆达

拉的作品就是《幻想曲第十号》，由于

录音年代和乐器的不同，它和前面的20

首乐曲的音色有明显的区别，作为结束

曲，它一开始由远及近，优雅稳健，后

半段则突然加速，充分调动着乐曲的内

在动力，在唱片的最后再掀高潮。 

 

鲁特琴的黄金时期 

当比维拉在西班牙流行时，鲁特琴

则正在欧洲其他地方大行其道，有很多

人也把比维拉看做是鲁特琴的一种。那

时鲁特琴在乐坛的地位，无异于今天的

钢琴，而作为一个小型乐器，又能够在

伴奏、独奏和复调应用方面有多重杰出

表现，它的普及程度甚至比今天的钢琴

更高。对于这一点，从文艺复兴和巴洛

克时期的无数美术作品中都可以得到验

证。 

发展到这个时期，提到鲁特琴，基

本上是指梨型鲁特琴，而在琴颈方面，

则区别很大。有短颈和长颈之分，后来

为了增大音量，甚至出现了双颈鲁特

琴。至于弦数，则更是混乱，少则四

弦，多则二十多弦，一般鲁特琴演奏家

们手中用于独奏的琴大多弦数较多。也

就是说，虽然当时的鲁特琴作品今天都

是主要用吉他来演奏，但那往往是一个

缩略版本，而且羊肠弦以及梨型共鸣箱

毕竟另有韵味。随着二十世纪的复古风

潮，真正的古乐爱好者还是倾向于聆听

古乐器的演奏，不仅作品完整，声音也

清纯古朴。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自然

也少不了鲁特琴音乐的领军人物。前面

已经说到，西班牙的几位比维拉音乐家

都曾在意大利饱受熏陶，当时影响他们

的人就是米拉诺。米拉诺（Francesco 

Canova da Milano）生于1497年，

有“鲁特琴魔术师”的美誉，他的作品

遵循对位法则，均衡、高雅、和声饱

满，精神上与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画

家波提切利等人的画作类似。米兰诺是

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鲁特琴音乐家，

人们比喻他的创作是受神的旨意，演奏

则将一切思绪引向天堂。他的影响遍及

全欧洲，其作品在很多国家出版的曲集

中都可以见到。在意大利，还有一个人

值得一提，那就是伽利略（Vincenzo 

Galilei）。伽利略生于16世纪20年代，

是当时意大利著名的鲁特琴音乐家、音

乐理论家、歌者和教师。他留下的作品

全部是鲁特琴音乐，但他的贡献则主要

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不仅是近代

主调声乐理论的探索者，还通过试验找

到了音高与琴弦张力之间的关系。当

然，这样的试验少不了他的大儿子——

更加家喻户晓的天文学家伽利略的帮

忙。 

而对于今天的吉他演奏者来说，最

熟悉的文艺复兴鲁特琴家还是约翰·道

兰。道兰（John Dowland）1563年

生于英国，被认为是不可超越的一代鲁

特琴大师。道兰一生抑郁寡欢，很不得

志，这却正好附和了当时英格兰音乐固

有的忧郁性格。道兰年轻时一直希望得

到英国皇家御前鲁特琴师的职位，可是

1594年当约翰·约翰逊逝世后，皇室却

削减了这部分开支，道兰只得流亡国

外，成为丹麦的皇家鲁特琴演奏师。几

年过去后，道兰又由于疏于职责以及债

台高筑导致提早被丹麦皇家解雇。1608

年，在历经二十多年的国外流亡生活

后，道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但令他痛

心的是，英国皇家仍然对他的音乐非常

冷漠。后来他与自己的儿子罗伯特·道

兰共同编辑了《鲁特琴教程》和《音乐

酒会》，并于1610年由罗伯特·道兰出

版。1612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鲁特琴伴

奏的歌曲集《朝圣者的安慰》。而迟来

的安慰则是他在50岁时终于被任命为国

王的御前鲁特琴师，并在詹姆斯一世和

查理一世的宫廷中供职。然而此时道兰

已经是迟暮之年，他发挥其最后的创作

力写了一些短小而虔诚的作品，成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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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鹅之歌”。道兰一共出版了88首

鲁特琴歌曲，16首赞美诗和21首为维奥

尔和鲁特琴所写的帕凡舞曲。他的音乐

从今天看来是非常超前的，很多歌曲是

地道的现代抒情戏剧歌曲，主要音乐素

材集中在独唱声部，线条分明的旋律服

从于词句，无比忠实地体现着歌词的诗

意，而其他声部虽起伴奏作用，却又不

是简单的和弦架子。他的现代化写作原

则让人惊愕，难以相信这都是牧歌时代

的作品。 

此后，鲁特琴的辉煌一直延续到巴

洛克时期结束，包括音乐之父巴赫也都

是鲁特琴的爱好者，他甚至自行开发过

一种名为“Lautenwerk”的新键盘乐

器，其声音与鲁特琴非常近似。但随着

钢琴和吉他的兴起，鲁特琴销声匿迹

了，直到20世纪的复古风潮才让我们又

听到了原汁原味的文艺复兴鲁特琴音

乐。 

The Renaissance Lute·Ronn 

McFarlane 

文艺复兴鲁特琴－罗恩·麦克法兰 

（Dorian-90186） 

 

这张唱片不仅包含了米拉诺、道兰

等人的鲁特琴作品，也有前面介绍的几

位西班牙比维拉音乐家的鲁特琴改编作

品，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作曲家和佚名

的作品，从中可以窥见文艺复兴时期欧

洲鲁特琴艺术的全貌。 

罗恩·麦克法兰是当今最杰出的鲁

特琴演奏家之一。最初他活跃于古典吉

他和摇滚乐领域，但随后他发现，鲁特

琴可以把他的这两种爱好综合起来。因

为在文艺复兴时期，并没有所谓古典、

民谣、流行这样明确的划分，鲁特琴就

是一切，它可以随身携带，即高贵又通

俗，它不仅能够向你描绘天国之路，更

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细腻诉说。 

对于这样一张综合性的唱片，麦克

法兰的表现无疑是具有示范效应的。因

为早年的音乐实践使他深谙所谓宫廷与

民间、天国与世俗在手指上的细微区

别。无论是流畅的快速单音旋律还是复

杂的对位交织，麦克法兰对于乐曲的诠

释十分敏锐而精细，他时而调皮如街边

顽童，时而又宁静稳重引人沉思。对于

像鲁特琴和吉他这样的双手都直接触弦

的乐器来说，丰富而微妙的变化就在指

尖与琴弦的触动之间。 

 

John Dowland: The Complete 

Solo Lute Music 

约翰·道兰：鲁特琴独奏音乐全集 

（Bis-CD-722/724） 

 

“不要焦虑，快乐一些”，是我们

最希望道兰能听到的话。如果他能听从

我们的建议的话，那么世界上就会少一

些优美而悲伤的音乐了。尽管道兰性格

忧郁，但是他所创作的大部分音乐却是

令人感动，而非让人感到抑郁的。 

录制这种全集类的唱片总是一项浩

大的工程，不仅要考虑艺术性的问题，

“Complete”一词一旦说出口，必然意味

着严谨的资料性。这套4CD的唱片一共

收录了道兰的92首鲁特琴独奏作品，这

些作品在作者方面都不存在大的争议。

为了避免在创作年代上耗费过多的精

力，曲目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是

以所属的出版物为单位的。 

雅克布·林德博格是瑞典吉他和鲁

特琴演奏家，从1972年进入英国皇家音

乐学院开始，他就笃定了自己的志向—

—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音乐。而现在，他

作为古典吉他、巴洛克吉他和鲁特琴演

奏家，的确已经成为了这个时期音乐的

权威代言人。在这套唱片中，林德博格

一共使用了三件乐器，一把八组复弦的

鲁特琴（71首）、一把10组复弦的鲁特

琴（10首）和一把8组复弦的奥法里昂琴

（11首）。奥法里昂琴（orpharion）也

是一种古乐器，比鲁特琴略大，调弦相

同，平面背板，波浪状侧板。奥法里昂

琴使用金属弦，听上去声音更缥缈一

些。林德博格对于约翰·道兰的诠释是

非常令人信服的，声音高贵雅致，乐句

处理完美，装饰音也演奏得漂亮而有品

味。录音的麦克风离演奏者很近，可以

隐约听到林德博格的呼吸声，尚不足以

构成干扰，安静之时闭上眼睛，却有面

对面的亲近。 

 

走进巴洛克 

比维拉突然消失的原因难以查考，

鲁特琴的辉煌虽然还在继续，却由于其

“脱离群众”式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曲

高和寡。而此时孕育现代吉他的历史进

程却出人意料地转移到了原本不登大雅

之堂的四弦拉丁吉他身上，它在高音区

被加上了第五组弦。这种五弦吉他随着

埃斯皮奈尔（Vicente Espinel）在欧

洲的巡游演奏和阿玛特（Juan Carlos 

Amat）五弦吉他教程的出版而在欧洲

迅速普及，它也作为六弦吉他的直系亲

属走进了吉他音乐的巴洛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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