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東通識學報 第二卷第二期（總第三期） 

2008 年 7 月   頁 123~141 

遠東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 

 

 

文學形式在音樂中的運用 

——以拉威爾 A 小調鋼琴三重奏第二樂章”Pantoum”為例 
 

蘇稚蘋*

 

 

摘    要 

早在希臘時期各類藝術的創作概念便有互通、結合的現象，到了十九世紀開

始，各類藝術間的概念交流越來越頻繁，不僅是在抽象的創作概念與精神，更有

些作品是從形式、表現要素（如聲韻、節奏）及傳達方式上出發，使具象的繪畫

與文學表現手法也能適用於抽象的音樂當中。當然，在這些創作意念在不同類型

的藝術間相互轉換、應用時，必然無法全盤通用。因此，如何將這些手法天衣無

縫的合適取用，使作品不突兀的自然表現出，便考驗了作曲家的功力。 

本文選用了拉威爾 A 小調鋼琴三重奏的第二樂章”Pantoum”作為研究的對

象，一方面是由於拉威爾的這首室內樂在眾多鋼琴三重奏作品中，具有創新的地

位；再者，拉威爾在第二樂章下了”Pantoum”的標題，這標題曾引起廣泛的討論，

一直到學者 Brian Newbould 發表了一篇為〈Ravel’s Pantoum〉的文章後，才使大

眾瞭解”Pantoum”所代表的文學含意及拉威爾的創作意念。藉由本作品的研究，

不僅可瞭解拉威爾在鋼琴三重奏的創新手法，亦可探究文學形式與音樂曲式間如

何相互運用，使音樂創作可開啟新的思維。 

 

關鍵字：拉威爾、法國室內樂、鋼琴三重奏、Pantoum、四行詩 
 
 

                                                 
* 蘇稚蘋，遠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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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Literary Forms in Music 
— Ravel’s 2nd Movement “Pantoum” of Piano Trio in A Minor 

 
Su, Chih-Pin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Far 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rts in different areas had begun to interchange their notion since the ancient 

Greece. Such a communication or interflow that simultaneously influences the artistic 
creation abstractly and concretely, reached its maximum after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or instance, abstract art such as music is composed by employing concrete art such 
as painting and literature. Certainly, applying other arts to the present work should be 
carefully treated because of their fundamental difference. Therefore, it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properly combine and merge different forms of the arts. 

As an excellent exampl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econd movement 
“Pantoum＂ of trio for piano composed by Joseph-Maurice Ravel (1875–1937).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this piece is relatively innovative among many piano trios, but the 
title “Pantoum” had gained a lot of discussions. As for the later, the idea behind the 
creation of “Pantoum”, as well as its meanings in literature, became more clear until 
the British scholar Brian Newbould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Ravel’s Pantoum. By 
introducing the Ravel’s trio for piano,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alize how the 
literary forms can be applied to the music ones. 

 
Keywords: Ravel, Chamber music, Piano trio, Pantoum, Qua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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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形式在音樂中的運用 

——以拉威爾 A 小調鋼琴三重奏第二樂章”Pantoum”為例 
蘇稚蘋 

前言 

二十世紀的室內樂，因許多民族主義音樂家的參與而呈現多變及複雜的樣

式。不同的時空背景會影響創作的風格及意願，連帶影響著重的方向，使得作品

的樣貌與創作技巧亦有所差別，1  

二十世紀的鋼琴三重奏創作面臨了新的發展方向：一方面要改進音響的織

度，所以在聲部平衡的要求上更高於浪漫時期；另一方面，鋼琴的音色較以前厚

重，甚至有些作曲家還把鋼琴當作打擊樂器使用，使得鋼琴與弦樂之間的關係也

需徹底地改造， 

然有些音樂家反而回歸傳統，以不同的思維創作鋼琴三重奏作品。以法國作

曲家為例，拉威爾的作品對古老法國室內樂傳統而言，達到了一輝煌的高峰，因

此他的 A 小調鋼琴三重奏在音樂史上可說具有劃時代的地位。拉威爾在這作品

中除使用了傳統古典曲式外，在動機的運用、樂章間相互的關係、三項樂器角色

的平衡與表現、音色都有嶄新的設計，加上第二樂章套用文學格式，連結文學與

音樂創作概念的作法，為這部作品平添許多討論的議題。 

 

A 小調鋼琴三重奏之創作背景及手法 

 

拉威爾的A小調鋼琴三重奏寫作於西元 1914 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在寫

作此作品前，拉威爾曾聽了史特拉汶斯基的《春之祭》（Le Sacre, 1910）及荀白

克的《月光小丑》（Pierrot Lunaire, 1912）而受到極大的震撼及影響，充分地擴

展了他音樂創作的視野。但在寫作此曲的當時，拉威爾想要從軍報國，因此他用

很短的時間內完成了優美的A小調鋼琴三重奏，也是他的第三首室內樂作品。由

於急於結束這首曲子的寫作，使得本曲的第四樂章留下一些不完整的缺點。2 雖

                                                 
1 如當時因移民風潮所形成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或與東方交流而形成的異國主義
（exoticism）。 
2 如過量短音階的重複使用、5/4, 7/4 拍號的使用使得音樂的進行太僵硬…。Basil Smallman, The 
Piano Trio: Its History, Technique, and Reperto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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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被徵召入伍前夕，拉威爾被軍方以身高及體重不達標準所拒，但這首A小調

鋼琴三重奏也成為他一生中最洗煉、高雅的樂曲之一，並於寫作後的次年在巴黎

首演。 

拉威爾將這首A小調鋼琴三重奏題獻給他的作曲老師吉達茲（Andre Gedalge, 

1856-1926），在與吉達茲學習的過程中使拉威爾體認到旋律是一首作品中最重要

的元素。吉達茲曾說過：「作品中最重要的便是旋律線條，它不需要太多的變化，

並可去嘗試任何的可能性」。3 從這首鋼琴三重奏的寫作風格中可以窺探出拉威

爾對音響、音色及曲子視野所展現的企圖，這不僅是針對鋼琴三重奏的寫作類

型，也是為了挑戰他自己的作品技巧。它的完成馬上展現了新的織體視野，並拓

展的演奏者演奏技巧的要求。如這首作品音樂織度的厚實度，使人不得聯想這首

作品最初有可能是為了交響樂團所作。 

此曲平穩、精準的表達方式深具古典時期音樂的精神，拉威爾確實有從傳統

的三重奏曲目中獲得一些寫作的方向，以建立他自己三重奏的架構。所以在這首

四個樂章的三重奏中，第一、四樂章採用了標準的奏鳴曲快板樂章(sonata-Allegro 

form)，運用了傳統奏鳴曲的概念，並在動機發展與調性的安排上符合典型的德

式奏鳴曲風格，第二樂章基本上為詼諧曲加上中段之曲式(scherzo-trio)，而第三

樂章則是 passacaglia。比較創新的是這四個樂章之間都有明顯的對比性。但利用

動機重複（如主題重現、循環曲式的用法，且除了第四樂章外，每一樂章間都有

類似的主題）及對比速度集團、形式與流動性音調的結合，使得樂曲整體具統一

性。 

拉威爾在循環曲式的用法上，運用了一不尋常的標題動機（Head-motif），每

一樂章的開始都用了一簡單的下行後上行，形成一全音音程的音型（除第四樂章

利用轉位）。（譜例 1a-d）這用法雖是借用了主題重現的方法，但拉威爾的手法更

細膩，並在作品中呈現新的音響效果。如一連串的撥奏、震音、二手厚重和絃交

替出現，製造敲擊樂般的音響效果。 
 

 

                                                 
3“What is important is the melodic line, and this does not vary. Whatever sauce you put around the 
melody is a matter of taste” Maurice Ravel ., “Hommages? Andre Gedalge” la revue Musical 5 (March 
1, 1926), p2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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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1】拉威爾，A 小調鋼琴三重奏 a: 第一樂章，第 1 小節  
b: 第二樂章，第 1 小節 

 c: 第三樂章，第 1 小節 
 d: 第四樂章，第 1-2 小節 
 
 
 
 
 

 
 

a:                                 b: 

.       
 
 

c.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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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樂章”Pantoum”之探討 

 

拉威爾的室內樂帶有來自莫札特、孟德爾頌、佛瑞的傳統因子，總括來說，

這些音樂家寫作旋律、和聲、節奏及曲式的方式是在傳統的外表下顯現出一種革

新的態度。使得拉威爾的作品也常在傳統的型態下填入新的內容，並結合他對結

構精闢的想法。在這種態度的影響下，也難怪拉威爾的三重奏會使人在傳統不足

為奇的曲式之下，引起廣泛的好奇與討論。也是基於這樣的精神，促使這篇文章

研究拉威爾鋼琴三重奏第二樂章”Pantoum”的動機，討論拉威爾如何將傳統的詼

諧曲與詩體創作的格式融會在一起，創作出新的音樂語彙。 

這首鋼琴三重奏的第二樂章標題為”Pantoum”，pantoum是一種詩體的形式，

4 拉威爾將這樂章冠上此標題，暗示了這樂章與此種詩體格式的關連性。Pantoum

起源自馬來語pantun，這種創作格式流行於十九世紀後半葉的法國，因此可以從

許多法國詩人如魏倫(Paul Verlaine,1844-1896), 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的作品中發現用pantoum的形式寫作的例子，其中並以波特萊爾的作

品《夜之和諧》〈Harmonie du Soir〉最有名。拉威爾非常仰慕波特萊爾，5 也因

此合理的推測拉威爾這樂章的架構是由波特萊爾的作品所獲得的靈感。加上1889

年在巴黎舉辦的萬國博覽會掀起的一股東方文化風潮，更加深了這首作與

pantoum的關連性。以下就針對pantoum形式與拉威爾鋼琴三重奏第二樂章進行分

析比較，以找出其中相關連之處。  

傳統的“pantoum”是由四行詩 (quatrain)所構成的，顧名思義每一個詩節

(stanza)都有四行。基本的特徵有：一、詩節的數量不拘，每一行的長度不限，

                                                 
4 與pantoum格式類似，並與音樂疊句(refrains)創作有關的詩體格式還有”triolet”及”villanelle”. 
5 Orenstein,Arbie.  Ravel : man and musician. New York : Dover Publication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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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需一樣長；二、上一個詩節的第二、四行要出現在下一詩節的第一、三行；

三、第一個詩節的第一行必須出現在最後一詩節的最後一行，第一詩節的第三行

需出現在最後一詩節的第二行；四、需有個具二元性的主題，通常一詩節的前兩

行代表第一個主題，後兩行代表第二個主題，重複的句子不算新的主題。所以這

兩個主題會持續交互進行，也因此會造成兩個分開、不相關的詩透過循環的模式

結合在一起；五、每一個詩節有一個韻腳(rhyme)的架構”abab”，也就是每行的韻

腳是交替的。6 透過下列pantoum的範例及圖示可以較清楚的瞭解pantoum的形

式： 

                                                 
6 There is also the imperfect pantoum, in which the final stanza differs from the form stated above, and 
the second and fourth lines may be different from any preceding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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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 

First you dress in linen  
then scoop out the ashes. 

Stop and wash with water, 
then you change your garments 

then scoop out the ashes. 
Lather, rinse, repeat; 

then you change your garments. 
No one said it was easy. 

Lather, rinse, repeat; 
out here in the wilderness 

no one said it was easy 
to keep the fire burning. 

  There's little wood to scavenge 
and you want perpetual motion 

all night until morning— 
that's the ritual of the offering. 

You want perpetual motion 
but fires don't burn forever 

and the ritual of the offering 
is this lesson from the waters. 

. 

. 

. 

. 
  

Like a beacon in the darkness 
God's instructions on this are clear: 

each shaky step toward freedom 
keeps the fire burning. 

God's instructions on this are clear. 
Stop and wash with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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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the fire burning. 
First you dress in linen. 

主題 A 主題 B 
First you dress in linen  

then scoop out the ashes. 
Lather, rinse, repeat; 

 out here in the wilderness 
There's little wood to scavenge 
and you want perpetual motion 
 You want perpetual motion 
but fires don't burn forever 

Like a beacon in the darkness 
God's instructions on this are 

clear: 
 Stop and wash with water. 

  

Stop and wash with water, 
then you change your garments   

No one said it was easy.      
to keep the fire burning.      
all night until morning— 

that's the ritual of the offering.  
and the ritual of the offering 

is this lesson from the waters.   
each shaky step toward freedom 

keeps the fire burning.       

 

 

拉威爾在寫作第二樂章時並不完全遵造 pantoum 的要求，因為若要將

pantoum 的特色完全呈現在音樂上，將挑戰音樂家將音樂與文學元素整合在一起

的功力，所以拉威爾用了其中兩個主題的要素，但就韻腳的部分則未考慮。在此

曲中，拉威爾將兩個主題設計成兩種截然不同的個性，主題一是以清脆的斷奏及

交互節奏營造出具打擊樂效果的主題（譜例 2-1），另一則是個性全然不同，以音

程級進及三連音節奏所構成較圓滑且具旋律起伏的主題（譜例 2-2），由於這兩個

主題的特性完全相反，因此可由聽覺分辨出，此外，拉威爾在譜上也偶用雙縱線

標示，以區分這兩個主題。表一則為全曲主題之架構： 

 

【譜例 2-1】拉威爾，鋼琴三重奏主題 A，第 1-4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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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2-2】拉威爾，鋼琴三重奏主題 B，第 13-15 小節 
 
 

 
  
【表一】拉威爾鋼琴三重奏主題架構 
 

A1 B1 A2 B2 A3 B3 A4 B4 A5 B5 A6 B6 
12小

節 

22小

節 
12小

節 
20小

節 
17小

節 
13小

節 
8 小

節 
12小

節 
16小

節 
12小

節 
20小

節 
7+小

節 

A7 B7 A8 B8 A9 B9 A10 B10 A11 A, B11 
12-

小節 
16小

節 
21小

節 
12小

節 
3 小

節 
3 小

節 
3 小

節 
3 小

節 
11小

節 
24 小 

節 

 

這兩個主題可在相互協調的前提上交替發展，但如此一來，兩個各自發展的

部分可能會變成獨立的個體，且再將兩部分結合時，兩者間會格格不入。所以拉

威爾利用旋律與和聲的手法將這兩主題串連在一起，藉由音高的級進、三度關係

及主音與屬音的五度關係，如此將 A、B 主題分開來時演奏可成為獨立的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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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也能完美的連結在一起。（表二） 

 

【表二】拉威爾鋼琴三重奏主題架構 
 

主題 起始音 結束音 
A1 A B 
B1 F# C# 
A2 C# A 
B2 D F 
A3 D B 
B3 E E 
A4 C# Bb 
B4 A A 
A5 A A 
                     Trio 樂段 
B5 D C 
A6 C Eb 
B6 Eb Eb/C 
A7 F G 
B7 C G# 

Scherzo 
A8 G# B 
B8 B B 
A9 G# F 
B9 D A 
A10 D Bb 
B10 G D 
A11 G Bb 
B/A A G 
A/B A A 
Coda C# A 

 

拉威爾除了運用 pantoum 的結構外，並進一步將音樂發展為詼諧曲與中段的

三段體結構（scherzo-trio-scherzo），這曲式承擔了保持 pantoum 二元性特質的責

任。比較困難的是在 trio 段落出現時，如何保持著二個主題清楚地交替出現，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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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構成清楚的三段體結構。拉威爾解決之道可分兩層面：一、改變拍號，將拍號

由原本詼諧曲中的 3/4，在進入 trio 時改為 4/2，這樣一來，就有兩種拍號同時出

現（譜例 3），製造出二元對立的聽覺效果。這些設計從譜上或聽覺都顯而易見，

但聽眾往往忽略了這設計中所蘊含的文學格式涵義。 

 

【譜例 3】拉威爾，鋼琴三重奏 trio 樂段，第 125-132 小節 
 

 
 
 

二、在 trio 樂段，弦樂部分不再與鋼琴輪替出現 A、B 兩主題，而是發展出新的

主題（譜例 4），以與前樂段有所區分。也因此在 14 第 171-172 小節間應用雙縱

線標示，以提示這個新角色的出現。在 15 中弦樂部分以附點四分音符持續著 trio

的新主題，而在鋼琴部分則出現第七次的 B 主題，但因弦樂部分還出現 trio 的主

題，所以 trio 部分應在第 193 小節才結束。 

 

【譜例 4】拉威爾，鋼琴三重奏 trio 主題，第 172-175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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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71   m172 

 
trio 主題 

 

在 trio 樂段完美的扮演了一個與內在精神相反的角色，這相反的特質一部份來自

於圓滑、較長線條的旋律線；一部份為從容進行的低聲部。而不同的拍號不僅代

表了對立，也有融合的意味在內。兩個不同拍號所形成小節長度的比例還可以在

trio 中表現出詼諧曲的個性。而且，鋼琴如歌般的演奏出柔弱的音響(pp)，摒棄

一切做作的加重音，與充滿斷奏的詼諧曲相較之下，形成一個理想的陪襯樂段，

而精心設計的小提琴部分則透過撥弦與和聲進行表現出絢爛的色彩。 

    樂曲進行到最後樂段，出現了二個新穎的作曲技巧，為這首曲子帶來一個炫

麗的結尾。第一、在 21 拉威爾在樂曲的最後利用層疊的技巧混合了兩個主題：

鋼琴聲部出現 A 主題，同時弦樂聲部出現 B 主題；反之亦然，在 22 也用同樣

的手法製造了樂曲的高潮，這是模仿了詩體中最後一詩節主題的融合（在最後一

詩節出現第一詩節的一、三行及前一詩節的二、四行）。拉威爾不僅將 A、B 兩

主題再現，還巧妙地將 trio 的動機安排在結束的幾個小節中，使整部作品的結束

充滿了精緻的設計感；第二、如 pantuom 的規則中第一行需在最後一行再次出

現，拉威爾將一開始十二小節的 A 主題稍作改變，成為第 266-272 小節出現，僅

七小節的小尾句。（譜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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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5】拉威爾，鋼琴三重奏尾句，第 266-272 小節 
 

 

m266:coda 

 

在 pantoum 中有一個重要的特色，那就是每兩行重現在下一段詩節的詩句，

影響所及便是韻(metrical)的位置，如原先在第二、四行的韻腳會移動到第一、三

行。這一部份激發了拉威爾的靈感，在多變的前後段落關係下，拉威爾對韻腳的

變化與位置到十分興趣。新的韻腳或許會與先前的韻腳狀況完全不同。舉例來

說，在第十一、十二小節弦樂撥奏和弦的節奏位置（譜例 6-a）恰為第九、十小

節弦樂節奏為休止的部分。（譜例 6-b） 
 
 
 
 
 
 
 
 
 
 
【譜例 6】拉威爾，鋼琴三重奏  a：第 11-12 小節  b：第 9-10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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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比較特殊的是後一段詩節的韻是重複前一段詩節，使得兩段落的韻相同（包

含音韻及位置）如：將第一小節的二、三拍視為一個句子，第二小節的一、二拍

視為下一個句子，第一小節第二拍小提琴與大提琴撥奏的和弦重現在第二小節的

第一拍，產成同音韻且相同位置的效果。（譜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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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7】拉威爾，鋼琴三重奏，第 1-2 小節

 

   

在 trio 中，如果從 4/2 處開始，將小提琴旋律以兩拍為單位（即四個八分音

符）分成一組，視為每詩節的一行，四個單位（即八拍）視為一個詩節(stanza) ，

如此我們就可以清楚的發現一個如 pantoum 所要求的模式（譜例 8）。兩者的架

構圖如表三 

 

【譜例 8】拉威爾，鋼琴三重奏，弦樂第 124-131 小節 
 

 
 
       Stanza a:  1 2 3 4 
       Stanza b:  2 3 4 2 
       Stanza c:  3 4 2 3 
 
【表三】拉威爾鋼琴三重奏 trio 樂段（弦樂第 124-131 小節）與 pantoum 詩體結 

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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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toum 的架構則可標示為： 
 
stanza a:   1-2-3-4 stanza b:   2-5-4-6 

First you dress in linen  

then scoop out the ashes. 

Stop and wash with water, 

then you change your garments 

then scoop out the ashes. 

Lather, rinse, repeat; 

then you change your garments. 

No one said it was easy. 

  
     trio 樂段（弦樂第 124-131 小節） 
  

stanza a:  1-2-3-4 stanza b:  2-3-4-2 
D D A A 
G A a a 
A A G A 
D D A A 

G A a a 
A A G A 
D D A A 
G A a a 

  

詩體中 2,4 是基本的元素，5,6 為新的元素。但拉威爾則運用頑固低音(ostinato)

作為重複的形式，也使旋律成為一個循環的模式（其實拉威爾的”4”也是”1”元素

改變而成的）。（參照譜例 8） 

    由以上的論點可推論拉威爾使用”Pantoum”作為第二樂章的標題，靈感是來

自法國pantoum的寫作技巧。在泰奧多爾‧德‧邦維爾(Théodore de Banville)的作

品《山巒》(La montagne)中也與拉威爾這首鋼琴三重奏的結構有極類似的地方。

雖然流行於十九世紀後半葉法國浪漫詩派的pantoum格式現在已經很少使用，拉

威爾還是偶爾可從邦維爾、維克多.雨果 ( Victor Hugo 1802 - 1885 ) 、戈蒂耶

(Theophile Gautier, 1811-1872),、李路(Leconte de Lisle,1818~1894)、拜倫及波特萊

爾的作品中找到些例子。眾所皆知的，拉威爾年輕時對波特萊爾是很崇拜的，也

是透過波特萊爾的作品接觸pantoum形式。7 雖然德布西也曾在 1887-1889 年間

從他的作品《夜之和諧》(Harmonic du soir)獲得靈感寫作出音樂作品。8 但德布

西寫作的是有歌詞的聲樂作品，且套用的是近完整的模式，由此可看出德布西竭

盡所能的開發他的創作靈感，以突破文學模式侷限在音樂中的框柩。然德布西所

                                                 
7 Brian Newbould, “Ravel’s Pantoum”p.230 
8 德布西的The second of Cinq poèmes de Charles Baudelaire for voice and piano靈感即來自於波特
萊爾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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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嘗試並未影響到拉威爾，否則拉威爾可能早就寫出符合完整pantoum形式的

聲樂作品了。 因此也可以猜想拉威爾所運用的是pantoum 的大原則而非早已存

在的形式。若波特萊爾的作品《山巒》對拉威爾真的有影響，則詩詞美學觀念的

影響更甚於創作的技巧。 

     

結論 

拉威爾的鋼琴三重奏與蕭士塔高維契的三重奏同為二十世紀三重奏型態中

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將二十世紀初期”新的、現代化”法國音樂中的特殊和聲及

旋律的設計與傳統對鋼琴三重奏的限制結合在一起。他將鋼琴的寫作提昇到管絃

樂的品質，透過將鋼琴高聲部置於弦樂中間的方式使鋼琴與弦樂達到平衡，使三

樂器間高低音域的擴展達到管絃樂團的效果，營造一種勝過原本三重奏的豐富音

響效果。借用其本身的管絃樂技巧，運用在三重奏上，產生更具色彩性的設計。 

拉威爾的”Pantoum”並不是很精準的將詩體的格式全然的運用在音樂上， 但

無可否認使用 pantoum 的手法是它在這首作品中展現獨一無二節奏與結構魅力

的主要核心起源。雖然拉威爾的音樂是如此的吸引人，以致於大家都注意到他作

品的表面性，而忽略了一些音樂的結構，這或許也是拉威爾希望聽眾對他音樂的

欣賞方式。拉威爾在長達四十多年的創作生涯中，如同其他音樂家一樣，也曾遭

遇不同的障礙，但他總是以堅忍的毅力堅持到底。他的音樂風格是多方面的， 

在拉威爾的作品，他的音樂具有清澈的樂念，曲式上接近古典，所以可發現拉威

爾作品的流暢性及音樂進行間節奏的掌控在古典結構的強力的支撐下穩定的表

現著，給予聽眾色彩豐富、清新明亮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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