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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钢琴演奏者在演奏中 ,正常或适度的紧张 有利于集中注意力 ,非正常或过度的紧张则会使演奏 失

去应有的艺术感染力。 采用有效办法 ,紧张心理是可以调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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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是大脑的功 能。 人的一切 活动都是通 过大脑

奏中必然会显露出来。 而一旦演 奏中出现失误后 ,旧的动

的神经系统活动来实现的 ,是通过“心理”来控制的。 钢琴

作定型被 打破 ,新的 定型却又 难以迅速建 立 ,造 成心理失

演奏 也不例 外 ,也是大 脑神 经系统 活动 而形 成的必 然产

衡 ,出现 更多 混乱 ,形成 越错 越紧张 ,越 紧张 越错的 恶性

物 ,可见 ,“心 理”是 钢琴 演奏 艺术 中非 常重 要、关键 的环

循环。 所以 ,提高平 日的练习 质量 ,是 缓解和避 免心理紧

节。 在钢琴 演奏中 ,心理的把 握与作用 ,即演奏者 对自己

张的重要环节。

心理活动的调节与控制 ,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3.临场经验方面的原因

很多钢 琴演奏者在舞 台上总是不 能发挥自己 应有的

环境 的变化直接 影响着钢琴 演奏者的心 态。 平时只

水平 ,或是经常出现 一些意外 的问题 ,有的用同样 的曲目

是 在自己 的小 天地里 练习 ,自 己弹、自己 听 ,而到了 舞台

在某 次登台 时发 挥得较 好 ,而在另 一次 登台 时却大 不如

上 ,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观众。 观众的目光似乎是一种无

前。 这些情 况 ,除了 演奏技术 功底不够扎 实 ,本人 健康状

形的压力 ,常常会使 演奏者失 去正常的演 奏状态 ,音乐思

况等因素 的影响之外 ,主要是 由于心理紧 张 ,未能 调整好

维也 产生混 乱和 间断 ,有的 人甚至 会不 由自 主地加 快演

演奏时 的心理状态造成 的。 本文就造 成心理紧张 的原因

奏 速度以求早点“解脱”。 另外 ,舞台灯光 的照射、扩音的

及其调节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反馈和观众情绪的起落等 ,都会对演奏者产生影响。 这就

一、引起心理紧张的主要原因

要求 演奏者 尽可 能多地 参加 艺术实 践 ,有意 识地培 养在

1.心理品质方面的原因

不同环 境中的适应能力 ,迅速建 立适合各 种环境的“新感

对于钢 琴演奏者来 说 ,意 志品质、情绪与情感 品质在

觉” ,以求得到最理想的演奏效果。

演奏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情绪的 高涨与低落、情感的

二、演奏紧张心理的调节

丰富与单调、意志的坚定与薄弱都会影响演奏质量。 音乐

1.心理素质的调节

是情感的 艺术 ,演奏 者一旦情 绪受到外界 的干扰或冲 击 ,

明确目的、树立信心是钢琴演奏成功的首要条件。 信

就无 法聚精 会神 地投入 到音 乐情境 中去 ,因 而也会 大大

心是 对自我 力量 的充分 认识 和肯定 ,是 一种 预料自 己一

削弱音乐的表现力。

定能 够实现 目标 并准备 为之 努力奋 斗的 心理状 态 ,也是

另外 ,过强的 “动机”也往 往造成心理 紧张 ,导 致演奏

演奏者刻苦学习、充分发挥演奏技术的巨大动力。 树立了

质 量的 下降 ,与想 像中 的效果 适得 其反。 据 心理学 家研

信 心 ,就 能激 励自己 努力 拼搏 ,迎接 各种 挑战 ; 丧失 了信

究: 只有中 等强 度的 “动 机” ,才能 产生 最佳 的效 果 ,过弱

心 ,就很 难有 坚强的 意志 和决 心 ,甚 至心 理失调 ,直 接影

或过强的“动机”难以获得好的效果。

响演奏的质量。 在树立信心的同 时 ,对成功与失败也要有

2.技术方面的因素

一 定的 心理准 备 ,并正 确对待 ,做 到胜 不骄、败 不馁。 另

练习的 准确、熟 练是消除 精神紧张、减少心理 压力的

外 ,还要保持稳定的 情绪 ,这有助于演 奏者全身 心地投入

前提。 就技术而言 ,练习是感觉、记忆 的过程 ,而演奏则是
回忆、再现和条件反 射过程 ,练习中未 能解决的问 题在演

并且使技术水平得以正常发挥。
2.钢琴技术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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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练的技 能技 巧和流 畅自 如的 演奏 ,是表 现作 品的

环节上 要安排得当 ,否则 ,会出现 顾此失彼的 现象。 如由

起码 要求 ,也是减 少心理压 力的基本保 证。 所谓“艺高人

于所有的 注意力及思维力 都集中在手 指的指法 上而突然

胆 大” ,只有 积累 的技术 能够 胜任演 奏的 曲目 ,演奏 者才

失去了 注意及思维对 音乐内涵的 指向和集中 。 或者由于

能够树 立信心 ,心平气和。 所 以 ,平时 的严格训练 就显得

所有的注 意力及思维都集 中在音乐上 而突然失 去了注意

尤 为重 要。 演奏 者在准 备阶 段对每 一个 音符、每一 个动

及思 维对钢 琴演 奏技术 的指 向和集 中 ,这样 会导致 演奏

作、每一个技术都要 真正扎实 地掌握 ,所有的难点 都要一

出现故障 ,影响 演奏的流畅、连贯、顺利和 准确性 ,甚至会

一克服 ,不能存有侥幸心理。 因为演奏是练习程度的最好

造成演奏被突然中断。

验证 ,练习时容易出 错或把握 不准的地方 ,演奏时 也最容

4.适应演奏环境 ,减缓心理压力

易出错和引起心理紧张。

钢 琴的舞 台演 奏是一 门综 合艺 术 ,舞 台经 验对 于演

在练习 中要有目的 地分步骤进 行 ,可 采取分手练、分

奏的效果也尤为重要。 舞台经验 较少的演奏者 ,应多向有

段练、重点练和慢练、快练等方法。 比 如快速演奏 ,可以快

经验的演奏 家学 习 ,还要 反复 “走台” ,在正 式演 奏之 前 ,

到比 原定的 速度 还要快 ,这 样可以 为音 乐会 演奏留 有余

钢琴演 奏者应多找一 些锻炼的机 会。 如到演出 场地进行

地。 另外 ,音乐会演 奏的曲目 ,也应选 择比自己的 实际技

预 演 ,以 适应 舞台环 境 ,对舞 台的音 响做 到心中 有数 ,以

术 水平稍 低一 些的 ,这样 才能 得心应 手 ,否则 ,选取 超过

减缓心理压力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假如

自己实力 的作品 ,必 然会力不 从心 ,演 奏时的失误 也就再

没有条 件去剧场预演 ,也可以在 排练厅或 大教室进行 “模

所难免了。

拟” ,尽可能 给演 奏者制 造现 场气氛 ,使 他们 有身临 其境

3.调整好钢琴演奏前和演奏时的心态

之感 ,从而在心理上 得到锻炼 ,并能发 现和弥补 平时演奏

有 些演奏 者在 上台前 的半 个小 时时间 里 ,高度 集中

中不易察觉的问题和不足。

精力反 复地练习将要登 台表演的 曲目。 尽管这种 练习十

对 于音乐 会演 奏的心 理紧 张现 象 ,著 名大 提琴 演奏

分完美 ,感情非常 充沛 ,但是 ,人在感知事 物时 ,注 意力的

家 罗斯特 罗波维 奇曾 这样说 过: “当 我上 场时 ,我不 是为

集中很难 长时间地保持 ,因此 ,练习过 多会导致表 演者注

了 让人听 我而 来的 ,不是 让人 来听我 — — 罗斯 特罗 波维

意力的降 低 ,使大脑 出现疲劳 现象 ,当 真正登台演 奏时会

奇 ;我来这儿是为了 捍卫海顿、德沃夏 克和我表 演的作曲

感到力 不从心 ,不能发挥平 时正常的 水平。 与此相反 ,在

家的音 乐。 于是 ,一 切都变得 简单了 ,我终于完 全把自己

表演 前一段 时间 ,也不 要将 注意力 高度 集中 在与表 演无

给忘 了。”这说明了“心理调节”在表演 艺术中是 何等的重

关的事物 上 ,否则 ,会致使 上台表演时 演奏者要通 过注意

要。 在钢琴演奏中 ,之所以钢琴演奏者会出现这样或那样

的转移 来调节心理 ,使注意 力转向表 演。 但是 ,注 意力转

的问题 ,也主要是因 为演奏者 未能将自己 的生理、心理活

移的 快慢和 难易 取决于 原来 注意的 紧张 度 ,原来的 注意

动调节 至最佳状态 造成的。 人所 具有的气质、性格 ,通过

紧张度越 高 ,转移注 意也就越 困难 ,也 越容易造成 演奏的

自身 的努力 是可 以调节 甚至 改变的 ,至 于艺 术修养 更是

失误和 心理紧张。 因此 ,这两 种做法都是 不可取的 ,在上

可以通过艰苦的学习而逐步丰富起来 。 因此 ,每个钢琴演

台前应该 避免感情冲动 ,不要 顾虑演奏成 败的得失 ,保持

奏 者都应 全面 地剖析 自我 ,了 解自我、扬 己之长 ,补 己之

心平气 和 ,顺其 自然。 这样 ,演奏者整 个心理便易 于进入

短 ,并有 意识 地锻炼 自己 的各 种心理 品质 ,只有 科学 地、

良好 的自然 的表 演状态 ,使 大脑能 有效 地调 节及控 制表

正确 地、恰当地 调节与控制表 演“心 理” ,钢琴演 奏才能达

演活动的各个环节。

到最 佳状态 ,只 有技术 品质 和心理 品质 俱佳 的人才 能获

在 演奏中 ,演 奏者的 心理 活动 只能集 中于 音乐 本身

得最大的成功。

和钢 琴演奏 的操 作 ,并 且思 维在表 演心 理活 动中的 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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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nsion and the control response during pianistics
LI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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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rma l t ensio n i s g ood f or the pianoi st t o concet eat e his mind duri ng pianistics, but
supert ensio n w ill do harm to the artistic appea l of the perf o rm ance. Ho wever , t he tension ca n be
cont rolled when t he ef f ectiv e measures a re ta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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