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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莫里康内的音乐语言
《追逐那声音》一书是莫里康内
与青年作曲家亚历山德罗·德罗萨
于 2013—2016 年间的对话的记录，
也是莫里康内一次深刻的自传式生
平回顾，全书以问答对话的形式展
开，同时摘引了部分珍贵的乐谱手
稿并配有照片彩页，精彩的问答之
间，讲述了莫里康内在这横跨半个
世纪的电影史中的成就、思想和创
作之路的艰辛与欢愉。
莫里康内说：
“ 这是关于我的
最好的一本书。这是最真实的一
本书。”
《追逐那声音》中详细分析记录
了莫里康内六十余年的创作历程，
深度剖析了他创作的核心理念，让
读者可以深入地了解影片中的每一
种风格的音乐乃至一个细微的声音
背后的艺术价值。
书名：
《追逐那声音》
莫里康内让观众在观看影片时
作者：
[意] 埃尼奥·莫里康内
聆听到了《教会》里的那首《宛如置
[意] 亚历山德罗·德罗萨
身天堂》；聆听到了《加夫列尔的双
出版社：后浪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簧管》和《宛如置身天堂》背后创作
的种种，
更有《天堂电影院》
《海上钢
琴师》
《美国往事》
《西西里的美丽传
说》
《黄金三镖客》
《西部往事》等经
恰恰是这种不可预知性，棋局中有生
典电影配乐作品。
命，
有战斗，
有着暗藏于沉默之中的巨
大张力，电影音乐又何尝不是如此？
让人着迷的
“不可预知性” 我们看不到实体上的爆裂，却一定会
感知到它们迸发出来的情绪和气氛。
《追逐那声音》中，读者可以看
对于
“不可预知性”的着迷让莫里
到，德罗萨与莫里康内的对话始于
康内更乐于去“打破技巧”，而不只是
遵循技巧所给予的“安全之路”，因为
一场国际象棋的棋局，莫里康内喜
欢作曲，也喜欢下棋，甚至调侃说， 经验积累固然是有用且高效的，但也
如果自己没有成为一个作曲家，或
会因此而成为习惯、变得保守。习惯
和保守对于创作而言是有“危险”的，
许他会想要去当一名棋手。在莫里
当创作活动成为对于常规做法的机械
康内的眼中，电影音乐也可以视为
一种游戏，
它就像下棋一样，
需要棋
复制之后，留给实验和探索的空间就
子与棋者的互相配合，是具有创造
越来越小，那么“不可预知性”的可能
性和不可预知性的。
也会越来越小。
“记录音符时值和音高的乐谱，
譬如在为《大鸟和小鸟》写配乐
与国际象棋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
时，莫里康内就走出常规音乐的创作
性。这两个维度是空间性的，而时
界限，而是“灵光一闪”想到了用八种
间掌握在玩家手中，由他走出正确 “寒酸”
的乐器——街头艺人们使用的
的一步。
”
民间乐器，
去创造一种无调性的、更高
然而，
让莫里康内感到着迷的， 级的音乐语言，
“ 让通俗元素、人声以

及简陋的乐器互相对抗”，
从而达到一
种听觉上的持续的音色交替。

用音符开启电影世界的
“音乐幻想”
电影配乐其实与大家平时所听的
流行音乐、交响乐、钢琴曲等存在着很
多的不同，
它属于应用音乐，
会受到很
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在莫里康内看
来，作为应用音乐的作曲家，
“ 除了写
出和文本相配的音乐，还要和导演的
思维保持在同一频率上，又不能完全
忘了自己，
忘了观众的期待”。
电影配乐需要烘托出情节的氛
围，
表达出电影的主题，
同时也要让观
众感到大吃一惊。
除了要深入研究影片中人物的性
格、电影的风格和时代背景，
还要清楚
不同乐器的音色会给电影音乐带来怎
样的情绪效果，譬如小号带来的庄严
感、口哨和喉音营造的原始感、弦乐伴
奏中的不安与哀伤……
譬如在创作《黄金三镖客》的配乐
时，莫里康内就会首先去电影里了解
细致的人物性格以及复杂的时代背
景，三个流浪汉的故事中穿插了美国
的南北战争，
那么，
这个特殊而重大的
历史事件一定会对于电影人物以及观
影观众的认知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影响哪怕只是一瞬间，
也会
是令人难忘的。”于是，莫里康内想到
用两把小号去演绎军乐，
“就好像对战
的双方”，同时，小号的声音短促而激
烈，
也能够营造出那种互相挑衅、激烈
冲锋的场景。
莫里康内创作的电影配乐，都像
是对于情感的一种暗示和引导，正如
他所说：
“ 是持续的音乐牵着观众的
手，带领他们去向别处，再温柔地陪
伴他们回到画面所在的时空。”他的
配乐给观众一种暴烈与温柔、狂野与
宁静的感受，既升华了电影画面中的
内容，也蕴含着独属于莫里康内的音
乐特色。

一直在追寻那个声音
“一直在追寻，
一个声音……也
许不止一个，
还有声音之间的联系，
还 有 …… 但 是 这 件 事 极 其 玄 奥
……”
莫里康内作为一位作曲人，却
从不会专门把自己定义成电影的作
曲人，
因为在他看来，
写曲人与听曲
人之间是存在一种非常微妙、平衡
的沟通的，追寻这两者之间相切的
那个点，正是莫里康内一直以来都
在做、且非常看中的事情。
电影音乐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影
响，所考虑和顾及的问题也就更加
复杂，
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点，
也正是
创造出最适合电影场景的配乐的关
键之处，电影音乐的神秘之处，
“既
在于其与画面的联系，也在于其和
观众的联系”。
为了找到这个声音，莫里康内
从未停止过在音乐道路上的探索与
尝试，他精心打磨自己的作品，深
挖、钻研每一个环节，使其完整，使
其在内容、形式和结构上都可以达
到一个艺术上的标准。
这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但莫里康内一直奉行并坚持着一条
准则：
“ 我写的音乐，既要有自主意
识，
又要表现我的想法，
同时还要跟
导演的想法保持一致，丰富画面的
内涵。
”
即便这条电影音乐之路，莫里
康内已经走了几十年，但对于他来
说，
每一次创作仍是不可预知的、全
新的挑战。
《追逐那声音》一书让读者看到
的不仅仅是这位电影配乐之神的思
想与生平，更是他在音乐创作之路
中不断探索和坚持，以及他对于作
品理性的思考和天才的感知。这本
书虽然是莫里康内为自己的一次发
声，
但对于读者而言，
它更是对于莫
里康内所追寻的那声音的最好
理解。
□ 摘自《豆瓣读书》有删减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有些人
有些人，
，从未离开
这世界或许残酷，生活也许并
不够完美，
但总会有一个地方，
让无
处安放的灵魂找到属于自己的栖息
之所。
《你在哪里》一书是法国作家马
克·李维的治愈系代表作，新版于
2021 年 12 月上市。
整个故事用男女主人公的信件
串联起来。读者看前几篇时会觉得
并不是太吸引人，但慢慢地往下读
就会被书中的情节吸引，还会产生
共鸣。书中有催人泪下的爱与友
情，有感人至深的亲情，马克·李维
以温柔细腻的文字抚慰现代人的心
灵伤痛。
故事中，主角苏珊和菲利浦儿
时青梅竹马，长大后，苏珊加入了
“美国和平护卫队”，长年在国外从
事救援工作。而菲利浦大学毕业
后，从事设计师工作。两个人的感
情都是靠信件维系，难得一次的见
面，也都是在机场转机的时候。短
暂的相见，
还会有恋人间的争吵，
苏
珊一直工作生活在悲痛的氛围中，
而菲利浦只能通过信件和新闻了解
苏珊的状况。
苏珊的每一封信都把你带入到
另一个世界，那些经历过灾难的地
方，
能看到污泥中的人类的肢体，
还
有成百上千的动物尸身，很多村庄
从地图上消失，苏珊就是在这些地
方，帮助那里的人们重建家园。那
些地方贫穷落后，被灾难和疾病缠

丽，
并与她结婚生子。
其实，这种分手的结局是能猜到
的，没有多少恋人能够忍受长期的分
离，
他们的分开让人觉得遗憾，
但只有
这种不完美的结局，才是人们生活中
最常见的。两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
中，
互相只能通过信件了解情况，
肯定
会渐行渐远，
最终导致分离。
我们一直在向前奔跑，一路上有
多少人与我们并肩同行，最后又擦肩
而过。那些曾与我们同行的人，在哪
里？这也许就是本书所要表述的。
当然苏珊也很孤独和寂寞，她后
来还生了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女儿。
她的生活人们无法评判，因为人们根
本无法想象苏珊的生活有多么艰难，
她想把自己从绝望中拯救出来。随时
担心即将到来的死亡，
让她倍感孤独。
作者没有把苏珊写成圣女，因此
书名：
《你在哪里》
故事才够真实。在一次灾难要来临的
作者：
[法] 马克·李维
时候，苏珊让同事把女儿送给菲利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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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
并撒谎她已经死了。看到这里，
一方面读者会觉得苏珊是自私的，菲
利 浦 已 经 有 了 自 己 的 家 庭 ，有 了 妻
绕着，苏珊有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身
儿，这么突兀地把女儿送过去，完全
边的人离去，
却无能为力。
影响了对方的生活。但是站在苏珊的
苏珊也随时会遇到危险，她曾遇
角度来想，她是把菲利浦当成唯一可
过山体滑坡，遇过战乱……苏珊这样
以信任和依靠的人，当然这与爱情无
的生活使关心她的菲利浦整天在担心
关。她不愿意女儿生活在那样的环境
和等待中度过。
中，而此时菲利浦是她唯一可以信任
然而苏珊的爱是大爱，除了爱菲
的亲人了。
利浦一人她还爱着其他的人。 最终，
故事中，菲利浦的妻子玛丽是个
菲利浦选择了能让他感受到温暖的玛
很温柔，
并且始终愿意付出的女人，
由

刚开始的不接受，到后来完全把丽
莎当成自己的女儿，这中间有许多
故事。丽莎始终忘不了小时候待过
的地方，并把母亲的事业当成自己
的理想，想成为母亲那样的和平卫
士。玛丽为了帮丽莎解开心结，和
丽莎一起研究那个叫法夫的飓风，
带丽莎去国家飓风研究中心，在玛
丽的努力下，丽莎开始慢慢忘记气
候问题，
开始融入正常的生活。
与所有的故事一样，当一切恢
复正常，
生活走上轨迹的时候，
苏珊
回来了。
丽莎 11 岁的时候被送到了菲
利浦的家，19 岁的时候，所有人都
认为死去的苏珊回来了。仍然是短
暂的停留，
停留之后，
苏珊又投入到
新一轮的灾难救护中。
故事结尾，
苏珊对菲利浦说：
谢
谢。菲利浦回答：
你要谢的不是我，
而是玛丽。的确，正是玛丽这个善
良的女人，
让整个故事丰满起来。
故事中有两句非常经典且感人
的对话，一句是玛丽对丽莎说：
“你
不是我的女儿，但我永远是你的妈
妈。
”
另一句则是丽莎对苏珊说：
“也
许我不是你的女儿，但你永远是我
的妈妈。
”
书中故事超越了爱情，
有友情，
有亲情，让读者感受到实实在在的
生活，有很多遗憾，却让人回味无
穷。 有些人，
从未离开！
□ 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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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间人
今天是人生的中心，只有抓
紧今天，才能使明天生活得更美
好。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过去
的都将永不再来。人生的每一次
经历，都是生命中不可多得的体
验，
唯有珍惜“今天”，
才会创造出
值得珍重、
珍贵的日子，
才会拥有
丰富、
丰满的人生。
美 必 须 干 干 净 净 、清 清 白
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中更
是如此。眼睛纯洁，才能看见美
丽的风景，心灵干净才能拥有真
实的感情。
“ 干净”，是道德的底
线，人性的本原。假如，有人说
你很“干净”，这是极高的评价与
赞赏。
岁月长河，流逝的是一种浪
漫抑或是一曲悲歌。生活中的每
一个今天就是留给明天的记忆。
让每一天都有记忆，人生之路就
是一树繁花；让每一天都有意义，
人生之旅，就是果满枝头。
“ 没有
如果，相信结果”，这句话揭示了
人生中亘古不变的道理，它闪烁
着睿智的光华，
夺目璀璨。
假设能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
有两种动物，那么，一种是雄鹰，
一种是蜗牛。雄鹰靠一双翅膀轻
而易举飞落在金字塔顶端；蜗牛
则要通过巨大的努力，艰难地爬
到金字塔顶端。它们到达顶端
后，
看到的世界也许是一样的，
但
他们的回忆却相形见绌。雄鹰可
能就两个字“本能”，蜗牛却有千
言万语，
因为它每往上一步，
都付
出了巨大的代价。
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
它 不 仅 让 你 怜 惜 一 沙 一 石 、一
草 一 木 ，还 会 让 你 淡 漠 某 种 无
形的压力，多想想人家的好，就
会平复你心中的一些波澜。感
恩的人是人生最温暖的一件内
衣 ，它 是 用 你 的 人 品 和 情 操 编
织的，一定要好好地珍惜它，用
心去储存。
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就在于
“灵魂”的区别，如果一个人能够
将生命照顾好，还能同时完善和
丰富“灵魂“，那么他的人生就应
当是完整无悔的。守护好心，胜
过守护好身。因为一生的因果，
是由心生发的。
不管什么年龄，依然要多看
书。年轻时晦涩难懂的四书五
经，中外名著，这时候再读，会发
现，
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还会陶醉
在书中的墨香里。也可以阅读时
尚杂志，休闲娱乐，增加兴趣，提
升欣赏的品位。读书不是为了拿
文凭，
也不是为了增加“谈资”，
而
是不能退化我们的进取心。
读书不 仅可以 让我们 拥有
与智者“对话交流”的机会，还会
不断地纠正自己的偏见和认知，
让我们能越来越理性、睿智、成
熟地看待世间万物。只要在阅
读中有收获，它就是一件有意义
的事，越早认识读书的好处，就
越对你的人生有益。
一本书，就是一个人。看一
本书，就是在与一个人对话。读
书，其实就是最低成本的社交。
书 架 添 了 罗 素 ，家 里 就 有 了 罗
素，书架添了庄子，家里就有了
庄子。花一点点金钱买书，可以
把无数先人大哲们请回家。在
夜 深 人 静 的 屋 子 里 ，和 他 们 交
谈，把他们的知识，变成自己的
见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