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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聖樂作品–聖母侍立架旁      撰文：黃燕芳(2010年6月) 

 

江文也從 1923 年到日本學習至 1938 年返國為止，在日本生

活了十五年，學習的是純西方音樂。他活躍在日本音樂界的時間，

則自1932 年獲得第一屆音樂大賽聲樂奬到1938年回到中國北京師

範大學任教為止，嚴格地說僅有短短六年。以他的音樂才能及對藝

術特有的優越天賦，使他在當時的音樂領域中佔有崇高的地位；他

是公認的聲樂家，更是作曲家。那時正值時事新報始主辦日本音樂

大賽，江文也在獲得作曲奬之後，便加入近代日本作曲家聯盟，並

在聯盟裡與德國到訪的鋼琴家齊爾品結識，再加上聯盟本身逐步走

向國際化，使包括江文也在內之聯盟成員的作品能夠被介紹到西方

各國，尤其在1936 年柏林舉行的奧林匹克藝術競賽，江文也的

《台灣舞曲》等作品，聯盟內部選定及日本體育協會通過後，正式

代表日本參加德國第1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文藝競賽，獲得二等

獎，更榮獲大指揮家溫格納爾銀牌獎，這亦是江文也的成名作。其

後，此曲被聯盟推薦參加倫敦舉行的國際現代音樂節的曲目之一。

自1935 年至1937 年，江文也的名字出現在各種音樂雜誌月刊上的

比率甚高〈一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月份〉。有關江文也在日本的活

動，請參閱劉麟玉：〈從戰前日本音樂雜誌考証江文也旅日時期之

音樂活動〉。  

 

江文也返國後，從西方音樂理論根底出發，轉而發掘中國悠久

廣大淵博的音樂文化寶庫，埋首研究並將他發揚光大！這可從其返

國後(1938年)開始創作《孔廟大晟樂章》，又以鋼琴曲「斷章小

品」獲威尼斯第四屆國際音樂節作曲獎。《孔廟大晟樂章》直至

1939年 完成，並在1940年 應日本東京唱片公司邀請，赴日指揮東

京交響樂團演奏《孔廟大晟樂章》，由廣播電台播放。1945年抗戰

勝利後，江也文拒邀再往日本發展，而留居北平，最大原因是其醉

心於發揚中國音樂傳統文化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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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也返國後的情況，不少專家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並有專書出

版；在此不再贅敘！但必須一提的是，江文也出版聖詠集自序卂例

中所說的第二與第四點，節錄如下： 

 

二、此聖詠作曲集的旋律，是根據中國這幾千年來的古譜，古曲的

音調而編作出來的，例如傳說是堯帝時的兒童歌「康衢謠」舜帝的

「南風歌」。詩經、樂府、唐 詩、宋詞、一直到清朝的「九宮大

成南北詞宮譜」，以及歷代的正雅樂等，其代表底旋律都包括在

內 。 

 

四、其伴奏部與從來的宗教音樂大有不相同處，是為了旋律而採用

中國固有的音樂理論，例如和聲是根據古琴、笙管琵琶、對位法是

以「金聲玉振」的根本精神並加 以近代底發展，而配作的節奏則

採用正統雅樂。 

 

江文也在創作的音樂中經常採用平行五度，模仿編鐘編磬齊鳴

時產生泛音的音響效果。和絃方面採用琵琶定弦為和弦的基礎，這

種情況屢見於他的聖樂作品中：琵琶的空弦定音為 ADEA，若用掃

四弦的指法同時發聲，就是兩個五度，而其中 DE 相隔大二度，但

在中國的音律中為若 A 是主音也就是它的上純五度與下純五度，都

是調內的〝正音〞。如是者在伴奏譜內經常出現，這類的音型帶出

中國特色和弦效果。 

現在我們將以淺談聖詠作品《聖母侍立架旁》為題，稍做研

究；此曲共有 19 段詩節與重句：旋律部分：整個重句就是琴曲的

引句與主題！詩節部分除了第 9、11、19 段的旋律之外，其餘的各

段旋律都可以在古琴琴歌《陽關三叠》的旋律中找到，為了配合字

數，雖然節拍稍有加減，但旋律卻沒有改變。為了要了解江文也的

心思用意，我們必須對此古曲有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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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關於此曲的旋律部分：源自《陽關三叠》，此乃中國的傳

統古代樂譜，並非現代人，尤其是學習西方音樂者所能輕易通曉

的。叫人驚訝的是，在當時一切不便的環境下，江文也可以在短時

期內研究通曉融會貫通，實在教人配服他的毅力。此處可以略為介

紹：《陽關三叠》所用的樂器是──自孔子時代就有的中國傳統樂

器──古琴，它的記譜法，追朔到唐代以前，琴家用的是『文字

譜』，即用文字詳細記述弦序、徽位和演奏指法，但不直接記音高

和節奏。例舉《幽蘭》是至今僅存的一首以『文字譜』保留下來的

琴譜。記譜年代大約在武則天時期〈684-714〉，曲名前冠調名

“碣石調”，故又名《碣石調.幽蘭》譜例如下：「耶臥中指十上

半寸許案 商，食指中指雙牽宮商，中指急下，與構俱下十三下一

寸許住末商起食指散緩半扶宮商，食指挑商又半扶宮商，縱容下無

名於十三外一寸許案商角、於商角即作兩 半扶挾挑聲一句。」(摘

自 《 碣 石 調 . 幽 蘭 》 譜 第 一 段 第 一 句 旋 律 ) 。 〈 附 錄 1 〉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2117601o1p1.html 

 

後相傳唐代曹柔根據文字譜簡化為『減字譜』、每一字塊是 

由漢字縮減劃後組合而成的複合字，也就是將左右手的彈奏指法及

音位合併縮減為一個新的『字』 。這種譜只記指法動作和絃

序、徽位，而不記音高和節奏，也是屬於指法譜〈附錄 2〉。因此縱使

相同一份譜，所奏出的節奏卻不盡相同，演譯出不同的流派，故此

古琴演奏是根據師承流派的。所以當時江文也選用的應該是《琴學

入門》（1864 年）傳譜的這本天書，或者他曾經與古琴家管平湖做

過心得交流，因為直到 1962 年八月人民音樂出版社才出版了第一

本包括有現代五線譜對照的《古琴曲集》，這本書內收集了《陽關

三疊》的琴曲為管平湖的演奏版本。即使到目前若要彈奏古琴，仍

然不能只看簡譜或五線譜，主要還是要兼用減字譜〈附錄 3〉，比前人

容易的地方，在於可以根據樂譜事先想像旋律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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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陽關三叠》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古曲，也是我國古代音樂

作品中難得的精品，千百年來被人們廣為傳唱，充滿旺盛的藝術生

命力。这首樂曲產生于唐代；一千多年前的一個微雨的清晨，唐代

詩人、畫家、音樂家王維（西元 701~761）於渭城（即今之咸陽）

送別好友元二 出使安西（即唐代安西都護府之治所，在龜茲，即

今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車縣境內）。前景茫茫，別情依依，王維

以超遠的心緒淡淡唱出一首不朽的七言律詩《渭城曲》：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這首七絕樂府（後有人以《陽關曲》為詞牌名編入唐詞選）實

乃千古絕唱。一幅如詩的畫：至愛故友正奉命整裝待發，將離開長

安，長途跋涉，西出陽關。其時，春日清晨，細雨濛濛，徒增煩

憂；友人，愁腸百結，依依顧戀，不忍離別。傷懷之情，溢於言

表，“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此曲成為唐人送行之歌中的極品，唐時即被譜成《陽關三

疊》，廣為流傳，後人譜曲以琴歌的形式流傳，曲譜最早見于明代

弘治 四年（1491 年）刊印龔稽古所編的《浙音釋字琴谱》，另外

還有（1530 年）刊行的《發明琴譜》等十幾種 不同的傳譜。據清

代張鶴所編《琴學入門》（1864 年）傳譜，全曲分三大段，基本上

用一个曲调作反覆變化出多種曲譜和唱法，現存《陽關三疊》琴歌

各派琴譜即有 30 多種，雖然曲式結構上有些差別，但曲調則大同

小異，歌詞經過發展擴充，成為目前常用的版本如下： 

《陽關三疊》琴 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VHeqLbp30  〈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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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和節當春 

渭城朝雨浥清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露夜與霜晨。  遄行， 遄行，長途越渡關津， 惆悵役此身。 

歷苦辛， 歷苦辛，  歷歷苦辛宜自珍， 宜自珍。 

渭城朝雨浥清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依依顧戀不忍離 ，淚滴沾巾， 無復相輔仁。 

感懷， 感懷， 思君十二時辰 。參商各一垠， 

誰相因 ，誰相因 ，誰可相因日馳神， 日馳神。 

渭城朝雨浥清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 西出陽關無故人！ 

芳草遍如茵 。 旨酒，  旨酒， 未飲心已先醇。 

載馳駰 ， 載馳駰 ，何日言旋軒轔 ？能酌幾多巡！ 

千巡有盡， 寸衷難泯， 無盡的傷感。 

楚天湘水遠隔遠濱， 期早托鴻鱗。 

尺素申， 尺素申， 尺素頻申如相親，如相親。 

噫！ 從今一別，  兩地相思入夢頻 ，聞雁來賓， 聞雁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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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關三疊》秉承了王維詩詞的意境，奏出了優美動人的旋

律，那種思君感懷的淒婉情調， 令人為之心顫。此曲經唐宋，歷

明清，一直流傳下來，成為久唱不衰的中國古曲之一。新中國成立

後，在各地的華人作曲家也紛紛改編，出了不少精彩的合唱版本。

原詩已飽含深沉的惜别之情，入曲後增加「清和節當春」一句作 

為引句外，其餘均用王維原詩，加上新增的歌詞，每疊不盡相同。

從音樂角度說，後加的段落類似副歌的性質。這首琴歌的音調純樸

而賦予激情，特別是後段「遄行，遄行」 等處的八度大跳，和

「歷苦辛」等處的連續反覆的呈述，情意真切，激動而沉鬱，充分

表達出作者對即將遠行的友人的那種無限關懷、留戀的誠摯情感。

結尾處以同音反覆作為結束音，強化了離情別意，與詩的主題十分

吻合；詞曲珠聯璧合，全曲曲調純樸而富有激情，略帶淡淡的愁

緒，表達了離情別意及對遠行友人的關懷。 

 

《聖母侍立架旁》聖母目睹親子身受苦難的錐心之痛、離別愛

子的牽掛憂傷，母子聯心同憂同傷，有誰看到能不同愁？這痛苦有

誰可堪比，有誰能忍受；但爲承行天父旨意參與耶穌的犧牲救贖工

程，聖母陪伴守候直到耶穌交付靈魂的最後一刻。她所付出的極度

忍耐，以及無限的愛德與信德，給我們基督徒立了萬世芳表。在我

們感同身受地一齊分擔十字苦架上耶穌的苦難時，與十字架下的她

一同哀痛；讓我們不斷反省，並在現世也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

隨耶穌基督的道路。因著耶穌基督聖心所流的寶血洗淨我們的罪

污，使我們有份分享祂救贖的恩賜。並增加我們虔敬愛主的熱忱，

且廣傳天主的愛到地極。懇求聖母為我們轉求，讓我們得到天父的

赦免，能凜然面對審判之時無恐無懼，獲享天國的榮福能瞻聖儀，

永沐榮光無盡期。江文也巧妙地採用《陽關三疊》如此優美哀傷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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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的旋律，充滿了離情別意及對遠行友人的不捨與關懷，寄望將來

仍能有重聚之時，並願能互通信息以解掛念之情！這與《聖母侍立

架旁》實在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江文也 在寫痛苦聖母紀念日繼抒詠《聖母侍立架旁》時，並

不同於聖詠 113〈Op.40,No.113〉《讚頌舉揚謙微者的天主》般寄

調於中國古歌《滿江紅》而採用「編作品」方式，現將兩曲的旋律

對照如下： 

 

《聖母侍立架旁》與《陽關三疊》的結構安排，請查閱〈附錄 4〉 

【聖】重句、第十二節：【陽】A-C 

【聖】第一、三、五、十三、十五節：【陽】D-E ,J-K 

【聖】第二、四、十四節：【陽】F-I  其中 G-H 重複擴展 

【聖】第六、十六節：【陽】 B-C 

【聖】第七、十七節：【陽】D-E , J-K 最後一句高八度 

【聖】第八、十、十八節：【陽】F-I  其中 G-H 多次重複擴展 

【聖】第九、十一、十九節：非取材【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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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幽蘭減字譜 四種流派演出版本對照《古琴曲集》1962 年八月人民音樂出版社 

2. 減字譜手抄本節錄 本港古琴家蔡德允 

3. 五線譜與減字譜《古琴曲集》1962 年八月人民音樂出版社 

4. 簡譜與減字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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