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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音乐和歌曲的电影，就不是电影。

没有歌曲的电影，就会给人以寂寞之感，就

同对话剧没有两样。电影要真正成为扣人心弦

的影片，就一定要有很好的歌曲。” 

金  日  成

没有音乐的电影就不是电影

电影要想受人欢迎，就必须有寓意深刻、内容丰富的

故事情节，必须有很好的音乐和歌曲。 

没有音乐和歌曲的电影，就不是电影。 

电影配音乐和歌曲，无论从生活的需要来看，还是从

电影的特点来看，都是极为自然的。 

本来，音乐是人在变革大自然、改造社会的劳动过程

中产生并在生活中发展起来的，是人民最感亲切的艺术。

一切艺术都是从生活中产生的，特别是音乐，它同舞蹈

一样，是直接从劳动过程中产生，并在劳动过程中歌唱

的。因此，它同生活的关系，比任何其他艺术都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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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音乐和歌曲。尤其是在人民做

了国家主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本身就是创造的

喜悦，生活本身就是优美的歌曲。现在，我国无论哪个

地方，只要有劳动者在工作和生活，那里就有战斗的、

革命的雄壮歌声响彻云霄。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特别喜欢

歌舞，这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特点，是我国人民高尚的

艺术志趣的反映。 

要想摄制符合我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爱好的影片，就

应当多配些能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好歌曲。电影如果没有

音乐和歌曲，就会枯燥乏味，没意思看，因而，这种电影

是不可能受人欢迎的。 

好的歌曲和音乐，对提高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

起很大的作用。 

音乐是一种深刻地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体验，赋予

人的生活以火一样的热情、丰富的情感和蓬勃的生机的

高尚艺术。在电影中，音乐以抒情的手法把生活烘托得更加

生动，从而为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性作出贡献。 

人们通过画面也可以理解电影的思想内容，但是如果

再配上音乐，生活感情就更丰富，艺术兴致就更大，因而

也就以深深的感动和情趣接受作品的思想内容了。电影没有

音乐和歌曲，就使人们得到像对话剧似的印象，其原因也

就在这里。 



3

影片配了很好的音乐，作品就会充满火一样的热情和

情绪，它的思想内容也就会表现得更加生动。 

电影配上了很好的歌曲和音乐，人物的思想感情也能

更为细腻，人物的性格发展过程也能更加清楚。 

在故事片《血海》中，在监牢里受尽了折磨的母亲

回家那一场面，人物既没有台词，也没有特别的动作，但

通过歌曲《赤胆红心在胸间》，人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母亲

对革命的无限忠诚。 

在电影中，音乐在表现时代和社会制度的本质以及

民族特点方面，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电影中，社会历史环境

是由美工师从直观上细致地描绘出来的，但在抒情地简洁

地揭示时代和社会制度的本质，打动人心方面，就远不如

音乐了。 

在电影里，以利用早已为人所知的现成音乐的方法，

也能生动地表现出时代和社会制度的特点以及人物的生活

状况。在反映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的生活或祖国解放战争

时期的生活的场面，一出现当时人民群众喜欢唱的歌曲，

人们就会活生生地回忆起当时的生活情况，思潮起伏。 

电影配上很好的音乐，这对在群众中普及音乐，也具

有很大的意义。今天，我国人民广泛地传唱着电影中的好

歌曲。人们在生活、工作和战斗中唱着这些歌曲，如同和

电影的主人公们在一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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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电影，要尽可能多利用音乐和歌曲。但是，不

能因为电影多配音乐和歌曲好，就把既不符合电影内容和

场面要求，也不够好的曲子随便插进去。究竟要歌颂什么，

如果连对象和目的都不清楚，而且同场面的生活情境也不

相协调的音乐，是无助于提高电影的思想、艺术性的。 

我们的电影要有优美而高尚的人民性的音乐，符合时代

的需要和人民的志向，启发人们认清生活的真理，有力地

唤起人们去创造新生活的那种战斗的、革命的音乐。只有

电影里传出丰富而有深度地反映了人民的美好的志向和

生活感情，人人都易于理解和爱唱的歌曲，才可以说这部

电影配有真正的音乐。 

电影不应采用那种把充满斗争和进取的沸腾的革命

生活引向安逸气氛的歌曲，而要多采用这样的音乐，即：

富有扫除腐朽反动事物的战斗气魄和在斗争中拥护新的

高尚的事物的革命热情的音乐。 

当然，电影音乐如果把抒情的东西全都扔掉，只提倡

战斗性的东西，也是不行的。在音乐中，抒情的东西必须

是从具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高尚的情操的我国人民的内心

世界发出的；战斗性的东西不应该是枯燥而空洞的呐喊，

而应该是衬托以高尚的思想感情和美好的情操的。只有

这样，电影音乐才能成为号召人们投入光荣豪迈的生活和

斗争的有力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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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使电影音乐成为真正能够提高电影的思想、艺术

性的音乐，成为有力地号召人民群众去进行创造和革新的

音乐，作曲家就必须做一个时代的先驱和热诚的革命者。

真实而有力的音乐形象，是出自作曲家的高度的思想

觉悟、火一样的热情和丰富的感情的。作曲家如果对时代

没有火一样的热情，对人和生活缺乏热爱，只从概念上把

握主人公的性格和生活，那么他在音乐中只能描绘出一般

的表象。只有那些具有火一样的热情和高尚的感情，善于

深入地把握人的作曲家，才能创造出能够深深地打动千百万

人心弦的、千百万人喜爱的深刻而优美的音乐。 

电影的歌曲只有成为打动人民群众心弦的好歌曲，

才能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才能很好地把电影和群众连结起

来。由于有优美的歌曲，电影中的形象才能更长久地活在

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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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听越想听，印象越深的

就是名曲

优秀的影片总是配有好的歌曲，好的歌曲又使影片更

有名。好的歌曲不仅能提高影片的思想、艺术性，而且在

群众中广泛传唱，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 

一提起《血海》的插曲《赤胆红心在胸间》，《卖花

姑娘》的插曲《革命的红花遍地开放》，就无人不晓。这些

歌曲一问世，人们就普遍地传唱起来。这是因为这些歌曲

人们越听越想听，越唱越想唱。由此可见，电影的音乐和

歌曲应当是名曲。 

越听越想听，印象越深的就是名曲。 

优秀的音乐和歌曲的特点，在于崇高的思想同火一样

的热情融合在一起。 

在严峻的抗日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创作的《革命歌》，今

天仍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它是有力地鼓舞我国人民去进行革

命和建设的名曲。一唱《革命歌》，就有了勇气和力量，这

是因为具有深刻意义的思想借助火一样的热情而抒发出来。 

音乐和歌曲，只有思想深刻，感情强烈，才能抓住

人心，才能给人以无尽的力量和勇气。不管用多么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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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的旋律作的曲子，如果曲子没有包含有意义的思想，

没有能够感动人的感情力量，就不能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音乐形象的价值，在于它包含的思想。但是在音乐

中，有意义的思想也一定要同能够引起人们感情共鸣的火

一样的热情融合起来。这样，才能打动人们的心弦。高尚

的思想由火一样的热情烘托，这就是名曲独特的魅力和

永恒的生命力所在。 

音乐，必须抱着热情去创作。热情能够增强音乐的思

想内容，赋予其形象以魄力和生机。这种热情是从作曲家

火热的心中产生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作曲家都同样地

抱有热情的。不正视现实、不热情对待生活的作曲家，是

不可能热情洋溢的。只有热爱生活，积极拥抱生活的

作曲家，才能产生愿意献出全部心血去歌颂生活的强烈的

冲动，才能创作出能够抓住人心的优秀的乐曲。 

歌曲，要做到旋律柔和而优美。这样，它才能悦耳动

听，使人感到亲切，容易唱。 

有些人以为，歌曲难唱，才算艺术性高。但同所有

其他艺术一样，音乐也是为人民群众的，因此，只有人民

群众所喜爱的，才可以说是艺术性高的好作品。 

歌曲是为人民而作的。费解、晦涩、难唱的歌曲，不

可能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因而也就不可能流传很久。说

要作艺术性高的歌曲，故弄玄虚，把旋律搞得别别扭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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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高忽低，叫人拔高音，这是为作曲而作曲，不可能受

人欢迎的。 

我国人民本来喜欢柔和而深沉的歌曲，不喜欢繁难

的、晦涩的、矫揉造作的和只求形式的歌曲。 

经过漫长的岁月形成的我国人民固有的艺术情趣，清楚

地表现在人民音乐——民谣里。优秀的民谣都短小、简洁、

易懂、易唱。它没有矫揉造作和无谓的装饰，没有难唱多变

的曲调。听一遍，就想跟着唱，越唱，印象越深，感受

越大，人民音乐的特点、真正的艺术价值，就在这里。 

抗日革命斗争时期创作的许多革命歌曲，今天仍然是

为人们所爱唱的、有力地推动我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

斗争之歌。作曲家们要深入地研究共产主义战士们在革命

斗争的烈火中创作的革命歌曲的特点，学习它的榜样，尽

一切力量和智慧去创作真正革命的、通俗的好歌曲。 

要想使电影音乐成为真正能够扣人心弦的名曲，就必须

采取人民性分节歌的优秀形式。 

从音乐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说现时代是分节歌的

时代。在革命的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时代，

应当提倡并发展人民群众容易懂、喜欢唱的富有战斗性的

通俗的分节歌。 

分节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用朴素而洗练的形

式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感情和愿望的最优秀的人民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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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活用这种分节歌形式来创作电影音乐，才能创作出为

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好曲子。只有美好而高尚的思想感情同

人民性的形式结合得很和谐的音乐，才能成为名曲。 

音乐还要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思想性和艺术性很

好地结合。 

成功的歌曲，内容和形式非常和谐，毫无漏洞，歌词

和曲子也很协调，所以，读歌词就很自然地想起曲子，唱起

曲子就自然地想起歌词。 

名曲出自于内容丰富、含义深刻、简洁洗练的歌词。歌

词如果没有诗化，而像台词，曲子也就很容易变成像对话唱

似的东西。作曲家只有深入地探究并丰富地体验生活，对

歌词的诗意发生强烈的共鸣，才能有崭新的、很好的乐想。 

歌词应当是美丽而洗练的诗。说明式的、华丽辞藻多

的歌词，字数多，杂而乱，不好配曲，而且即使配上了

旋律，也引不起任何情感的兴奋。只有歌词的一字一句都

有深刻的意义，一两行诗句也都包含重大的思想，才能

配好曲子，使曲子含义深刻，感情深沉。 

歌曲中的词和曲要在艺术上很好地和谐、统一。这是创作

分节歌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使歌曲柔和优美的重要条件。 

词和曲的统一，只有使词和曲的思想和感情色彩相

符合，曲的音律和词的韵律相协调，曲子的音调同歌词的

抑扬相和谐，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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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歌曲和音乐，要做到不看画面只要听一听

也好听才行。在电影中，音乐既要服从于突出画面形象，

又要成为完善的独立形象。歌曲尤其如此。在电影中，

歌曲任何时候都从属于故事情节，以画面的内容为基础，

但它又有自己的完整的形象，因此，好的歌曲即使从画面

分离出来，也是完全能够唱得起来的。越是思想艺术性高

的歌曲，这种独立性就越强。既能够突出电影形象，又能

离开画面也为人们所喜爱的歌曲，才是真正好的歌曲。 

洋溢着美好而高尚的思想感情的优秀音乐，只能从在

现实中和劳动人民同生活的作曲家火热的心中产生。作曲家

心潮澎湃的热情，绝不可能从桌面上或钢琴键盘上产生。 

作曲家的创作热情，只有用主体的世界观牢牢地武装

起来，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学习工人阶级的革命

精神和不屈的斗争意志，像他们那样热爱生活，以革命的

精神生活和斗争，才能产生。只有旋律中充满了从对现实

的革命立场和对人民的热爱中产生的意义深刻的思想和火

一样的热情的音乐，才可以说是优秀的音乐。 

作曲家要站在编辑人民的歌曲这样的立场上，不惜

时间、努力去学习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 

人民音乐是人民的音乐才能的结晶。人民音乐的形

式，完全能够很好地表现出人的深邃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能够引人发笑或令人哭泣。人民音乐的旋律，不仅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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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柔和、幽雅，充满细腻而丰富的感情，而且具有很强

的形象表现力和朝气蓬勃的气魄，因而给人以力量和勇气。 

作曲家只有创造性地利用人民音乐的优良特点，才能很好

地创作出符合朝鲜人的喜好和情感的、新时代的革命音乐。 

名曲是勤奋和才能的结晶。优秀的音乐不是偶然

产生的。 

作曲家就是作歌谣这类短小形式的曲子，也需要作出

极大的努力。并不因为是歌谣，曲子就容易作的。歌谣是

所有音乐的基础，是音乐思维的精华。 

即使是选择一个有意义的优美的旋律，作曲家也需要

深入现实，坚持不懈地研究生活。要想找一个生动的音乐语

言，就不仅要深入地了解新的现实的要求，而且还要虚心地

学习人类所积累的音乐遗产。这样，作曲家才能创造出前所

未有的新的音乐语言，新的现实所要求的有特色的旋律。 

作曲家要有作一百个曲子来完成一个曲子的认真的

创作态度。 

为了创作一支名曲，要写一百遍，从中获得一个

音符，琢磨一百遍，以完成一小节，在这样全力以赴地

探索的过程中，创造的智慧得到发挥，创造出崭新的、动人

心弦的旋律。 

不进行努力，不磨砺才能的作曲家，是绝不可能创作

出名曲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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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要有特色

真正的音乐的魅力，在于优美而健康的旋律。 

作曲家只有构思好旋律，才能创作出符合电影需

要、有助于思想教育和情感教育的好音乐。构思旋律，

是把以电影的种子和场面的要求为基础的乐想变为音乐

形象，保证作品的思想艺术性的，是作曲家的主要创作

工作。 

旋律是表现音乐的思想感情的基本手段，是决定音乐

形象的思想艺术质量的根本因素。音乐的价值，取决于

旋律是否优美、健康，有无特色。 

旋律是人的思想感情的结晶体。在生活中，人们往往

有这样的冲动：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露出来，就受不

了。即使是不大懂音乐的人，遇到高兴的事情，也会哼出

歌来，陷入悲伤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唱出悲戚的调子来。

如上所述，旋律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的冲动自然而然流露

出来的感情的表现。因此，作曲家想把人物的深奥的精神

世界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生动地反映到电影音乐中去，就必须

首先注意创造有特色的旋律形象。 

音乐的思想感情是以旋律表现出来的。离开了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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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谈不上音乐的思想感情。只有意义深远、印象深刻的

旋律自然地流动，才能使音乐充满丰富的思想和感情。 

在歌曲中，直接表现思想内容的固然是歌词，但离

开了曲调也就不可能生动地表现出来。在歌曲中，旋律

是表现歌词的思想内容的基本手段。当把歌谣改编为器

乐曲进行演奏的时候，也令人受到不次于听歌谣时的感

动，这是因为旋律用音乐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歌词的思

想感情。一句话，音乐形象的生命在于旋律。因此，作

曲家找出什么样的旋律，任何时候都是音乐创作的根本

问题。 

作曲家要创作人民群众所喜欢并爱唱的优美、高尚而

健康的旋律。 

思想艺术性高的音乐的特点，在于优美、高尚、柔

和而新颖的旋律。旋律的优美和丰富，是真正的人所具有

的思想感情的优美和丰富的反映。作曲家要想创造优美

而丰满的旋律形象，就必须深入生活，热心体验人们崇高

的精神世界，从生活中发现旋律的萌芽。作曲家在创作电

影音乐的时候，不仅要研究现实生活，还要深入研究作品

中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特别是要深入地了解主人公

的性格和生活，这很重要。只有深入地体验了主人公所具

有的高尚的思想感情和志向，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深厚的感

情，作曲家才能找出符合电影内容的旋律的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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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给予人的旋律的表象是多种多样的，作曲家

要从中选择能最清楚地表现出自己根据电影的内容所要

歌颂的思想感情的那种旋律的新芽。这种旋律的新芽，

一开始就以完善的形象出现，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

的。但是，这个新芽在作曲家探求生活、反复思索的过程

中渐臻完善，成为一个思想感情色彩、形态和进行方向

都很明确的旋律形象。只有从热爱生活、热心体验生活

的作曲家的心坎里发出的旋律，才能成为真实的、优美

而有特色的旋律。 

旋律只有感情色彩清楚，有自己的特色，才能成为独

创性的旋律。音乐和歌曲的色彩，是按其种类和情调的不

同而不同的，但是，即使是同一个种类、同一种情调，也

会因作曲家对生活的立场和对艺术的兴趣不同而各具

独特色彩。即使是同属于进行曲的歌曲，有的人作的曲子

充满了洋溢着战斗气魄的旋律，有的人作的则充满了生气

勃勃、乐观的旋律，有的人作的则贯穿着充满严肃感情的

旋律。 

作曲家既要发扬创作个性，又要根据电影的场面选好

旋律的感情色彩。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表现出电影的思

想内容。 

比如有这样一个场面：为了保障人民军的进攻而插到

敌后去活动的侦察兵，在决定性的时刻，为打入敌人的巢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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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下工作人员分手了。他们在敌后的艰苦条件下同生死

共患难，共同执行革命任务，建立了极为亲密的革命同志

关系。但是，因工作需要，他们就要分别了。这就产生

怎样来确定这时的音乐的色彩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作曲家不考虑这两个人物的主要的思想感情和

志向，而单纯地强调惜别之情，那么，音乐就会变成很

含混的东西。这两个人物都有这样一个崇高的志向：为了

早日取得战争的胜利，在消灭敌人的神圣斗争中，愿意

献出一切。因此，无论是为执行战斗任务，不怕牺牲

直奔敌人巢穴的侦察兵，还是默默地送别侦察兵的地下工

作人员，他们的感情绝不会是哀伤的。就拿地下工作人员来

说，他目睹侦察兵把为革命献身看做最大的荣誉打入敌人

的巢穴去的英雄行为，心中不能不充满深深的共鸣、热烈

的战友爱和祝愿他成功的殷切心情。作曲家就是要把主人公

的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和热切的感情用旋律表现出来，突出

其色彩。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出主人公的思想感情，才能

使音乐形象的感情色彩同场面相协调。 

电影音乐只有把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人物的思想情感的

特点用抒情手法表现并很好地烘托出来，才能成为色彩

鲜明、具有特色的音乐。如果因为都是歌颂工人阶级的电影

音乐，一律偏重战斗性的旋律，那就不可能有特色了，

因而这种旋律就不可能给电影以新的、独特的感情色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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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物的性格和生活发展的逻辑，既有战斗性的，雄

伟庄严的，也有明朗活泼的，抒情的，这样，才能使电

影的内容和旋律的感情色彩统一起来，令人感到悦耳动

听，印象深刻。 

作曲，重要的是要崭新而多种多样地利用形象化手段

和手法，以使旋律新颖。 

作曲家富有个性的生活体验，产生出独创性的乐想，

但它只有通过熟练而巧妙地运用一定的形象化手段和形象

化手法的过程才能成为旋律形象。即使乐想有特色，如果

不能用新的手段和手法加以形象化，也不可能使旋律新颖。 

旋律的本色是掩盖不住的。作曲家如果不能坚持不懈

地探索新的旋律，而是拼凑从别的作品中剽取来的旋律，

那么，即使拼凑得再巧妙，也不可能成为新的旋律。当听

到没有独创性的音乐时就感到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正是

这个缘故。作曲家要不断地探索并有特色地运用新的手段

和手法，每次都要创造出新的旋律来。 

为了使旋律有特点，就朝着技巧第一主义走，这也是

不行的。 

为音乐而音乐、重形式轻内容的音乐，是不会受到人民

喜爱的。在电影中也一样，为音乐而音乐，与作品的内容不相

符合的音乐，是没有用的。电影作曲家的技巧，在于创造既

符合电影的内容，作为音乐也无懈可击的优美而健康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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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不管是哪个场面的音乐，旋律都必须是

优美、柔和、健康的。在音乐中，作曲家要尊重我国人民

的民族特点。盲目地拔高音、拉长音的歌曲，没有亲切

柔和之感，不仅不好唱，而且听起来也很不自然，我国

人民是不喜欢的。 

歌曲只有优美、舒缓、柔和而又很流畅，才好听

好唱。作曲家要创作人民爱听爱唱的歌曲，就要按照我们

自己的方式去作曲。符合我国人民的生活情感和爱好，群众

爱唱的歌，就是我们朝鲜式的歌。 

作曲家只有以民族的旋律为基础，创造出符合现代美感

的新的旋律，才能创作出我们朝鲜式的歌曲。民族的旋律

清楚地体现了我国人民高尚的思想情感和情操。作曲家要深

入研究在悠久历史中由人民群众所创造和磨砺的民族旋律的

特点，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的旋律来。 

新的、有特色的旋律，只有以作曲家对生活的有

个性的体验为基础，才能创造出来。不能在时代精神的

高度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观察和感受生活的作曲家，

作曲中就不可能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创造不出具有特色

的、印象深刻的旋律。 

好的音乐，能使电影生动而有特色。作曲家要热情地

体验生活，正确地感受生活，全力以赴地去创造符合我国

人民的生活情感和时代精神的有特色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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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好，曲子才能谱好

歌曲是音乐中最小的形式，但是在扣人心弦方面却

具有任何其他音乐形式都比不上的巨大力量。一部交响乐

给人的感受，因人而异，甚至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歌曲

不仅通过旋律，而且还通过歌词直接具体地表现思想感情，

所以，无论是谁都容易理解，对人的影响相应地扩大。 

歌曲作为生活的亲密旅伴，随时随地都为人们所

传唱，深深打动人心，有力地鼓舞人们投入创造新生活的

斗争。歌曲对人们产生的思想感情影响如此之大，所以

电影音乐要写好歌曲，这是很重要的。 

要想写好歌曲，首先要写好歌词。 

歌词是曲子的思想、艺术基础。只有歌词好，才能

谱好曲子。有了名歌词，才能出名曲。 

歌词既要富有诗意，又要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优美

洗练的诗的形式结合丰富的思想内容，这是创作高尚的

艺术性和崇高的思想内容相结合的歌词的基本要求。 

歌词的生命在于通过洗练的诗的形象揭示出有意义的

思想内容。用多高的诗的形象揭示出什么样的思想内容，

决定歌词的质量和歌曲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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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音乐歌词要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我们

时代人的思想感情和我们电影的性质相适应地包含革命的

内容。当然，根据场面的内容，歌词可以反映人民的有

意义的幸福生活，也可以歌唱大自然。 

但是，即使是歌颂人民的幸福生活，如果只强调

愉快、幸福这样一种感情，就会陷入享乐主义的泥坑。歌词

在歌颂我国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的时候，也应该使人们不忘

过去的悲惨处境，心里燃烧起早日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

明天的愿望和热情。 

就是歌唱自然，也要通过自然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和人民有意义的生活，强调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

歌唱美丽自然的歌词，只要写得好，固然也能使人们

愉快，但更有价值的是反映人民有意义的生活和斗争，有

深度地揭示了他们美好高尚的精神世界的歌词。 

歌曲无论插进影片的哪个场面，都要着重反映人们生活

中的新的、美好的、革命的东西。有深度地反映了生活的

本质和人的美好内心世界的歌词，思想深邃，情趣盎然，

能使人越听印象越深刻。 

歌词不能因为要反映生活提出的新的有意义的问题，

而只考虑适时性。作歌词，只强调适时性，就不能反映宽广

地概括时代和生活的内容。只唱一天就不唱的歌曲，艺术上

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只有人民今天唱，明天也要唱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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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永远流传的歌曲，才可以说是真正有

价值的艺术。要创作这样的有价值的歌曲，不仅要作好

曲子，而且还要在歌词中提出生活中最有意义的问题，

并以很高的诗的形象予以概括。 

歌词不仅思想内容要好，而且艺术性也要高。即使是

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如果没有高度的艺术性衬托，就不能

使人们深受感动。 

歌词应该是一首很好的诗。诗是歌曲的生命，所以没有

诗的歌词，就不能产生优美的旋律。自古以来，优秀的诗

就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歌曲而传唱。 

说歌词里有诗，就是指有感情。诗里的思想必须通过感情

表现出来。诗形象的力量就在于从感情上引起人们的共鸣。 

歌词的诗化，意味着在洗练的诗的形象里充满着对

生活的火一样的热情和丰富的情趣。只是按照作诗方法的

要求押韵和选词，就不能使歌词充满热情和情趣；而只

强调思想，就不能增强诗的情绪感染力。 

但是，不能因为写歌词要富有诗意，就不用政治性的

词语。想避开政治性词语就能提高诗的形象，这是对诗的

本质无知所致。即使用了政治性词语，只要里面蕴涵着诗人

的热情，形象富有诗意，就能以强大的情绪号召性和说服力，

扣动人们的心弦。有些歌词存在着生硬地直露政治性这样

一种缺点，就是因为未能从感情上消化思想内容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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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越简洁越好。歌词应该思想情感明确，文字

简练，寓意深长。 

歌曲虽然形式有限，但它是能很自然地集中表现人

的思想感情的音乐。因此，只有歌词的形象高度含蓄、简

洁，才能容易配曲，容易歌唱。如果歌词没有分节歌化，

就不能根据音乐结构的特点，提高诗的形象，也就不能

深化歌曲的思想感情内容。 

歌词要写得简洁，就要把握住所要表达的思想的核，

定好中心。如果没有把握好思想的核，而把这个那个罗列

起来，那么，任何一种思想也表现不出来，歌词的内容也

就没有中心了。诗人要从自己所体验的生活感情中，选其

精华，用含蓄的诗的语言简洁地将其形象化。 

即使把思想感情的精华反映到歌词里，如果散文式地

叙述，形象就不会简洁。在歌词里，说明不仅不能突出思

想，反而会毁掉诗的形象。不能从情绪上明确地揭示出思想

本质，而绕圈子，这也是歌词的形象性被削弱的一个原因。 

要想把歌词写得简洁，就要把诗的语言琢磨好。在

生活中，同一种思想感情，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表达，

但在歌词中是不行的。罗列一些意思不明确、感情色彩不

鲜明的诗的语言，就不能说它是富有诗意的歌词了。无论

哪种思想感情，只有表达得准确、细腻、深刻，色彩才会

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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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词的语言方面，重要的是，在选好诗的语言的

同时，选好适合音乐节律的诗句。即使是有诗意的词，如果

没有用在点子上，也不能很好地表现出它的意思。歌词的

句子结构要明确地表达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俗易懂、

明白流畅，又要柔和、富有韵律。另外，歌词中不要有

叙述式句子。在诗形象中切忌叙述式句子。 

我国语言优美丰富，是真正的诗的语言的无穷无尽的

源泉。我们朝鲜语的表达能力非常丰富，无论多么复杂

多样的思想感情，都能细腻地表达出来。写歌词的人，要

精通朝鲜语，不断地学习人民群众中精练的新的、优美的

文明语言。人民群众使用的语言中有真正的诗的语言。诗人

切实吸取人民群众的语言，是使歌词的语言表达细腻、

丰富、洗练的最正确的道路。 

歌词不仅要选好诗的语言，还要有韵律。诗里没有

韵律，也就没有感情了。如果说抒情诗是朗诵的诗，那么

歌词就可以说是歌唱的诗。因此，歌词的韵律应当顺和、

平易，以便能够随着流畅的旋律唱出来。歌词的流程不能

使呼吸过急过缓，尤其不能间断。即使选用了通俗易懂的

词语，如果不同韵律相协调，诗句就会显得别扭。 

如果歌词的韵律过急，就会让人来不及思考，没有

顺和之感，因而会成为轻浮的歌曲；相反地，如果韵律过

缓，感情流程就不能抑扬顿挫，便成为无力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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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歌词，不要用那种别扭的、变化无常的或软绵

无力地哼哼的那种不符合时代感情的、异己的复古主义的

韵律。我国人民本来就不喜欢那种急促、轻佻的和缓慢

无力的韵律。诗人要不断创造与革命的时代相适应的有气魄

的、高尚的、生动活泼的新的韵律。 

歌词要写得易懂、易唱。只有这样的歌词，才能成为

人民所喜爱的名曲。 

歌曲思想内容再好，如果难懂、难唱，也就起不到教

育作用。要想创作人民能接受的歌曲，固然要把曲子

作好，但首先要把歌词写得易懂易唱。歌词写得难懂，曲子

自然也就难唱了。 

使歌词通俗化，重要的是要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

表现出有深意的思想内容。抗日革命斗争时期创作的革命

歌曲，虽都是包含着带有社会政治性的深刻的思想内容，

但是谁听了都容易理解其意思。 

歌词只有从人民群众常用的语言中，选用恰当的

词语，才能使任何人都容易理解、容易唱。 

在歌词中，在选用通俗易懂的词语的同时，要把每

个诗句很自然地组合起来，这很重要。革命歌曲用的诗

的语言不仅是人们熟悉的人民性词语，而且诗句也是根

据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习惯组合得通俗易懂。这

样的诗句既接近于口语，又很自然地运用了诗的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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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总是像生活语言那样吸引人，令人总想吟诵一下。 

在影片中，歌曲要同画面和场面的内容相适应。歌曲

要服从于突出影片的思想内容，因此，只有把歌词写得与

画面和场面的内容相适合，曲子才能与画面和场面相

适应。但是，歌词单纯地重复和直露地说明画面和场面的

内容，是不能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地揭示出其内容的，因而

也就不能提高影片的思想性。 

歌词不要直露地表现出画面的思想内容，而要有深度

地加以形象化。形象化的歌词，就能给画面的内容增添很

多东西，深化影片的主题思想，而且歌曲也会受群众的喜

爱，更广泛地流传。 

歌词要服从于解决画面和场面的形象课题，同时要

包含其根本思想。一个场面可能有多种思想，但歌词不

可能把这些思想全都反映出来。如果把这样那样的思想都

包罗进去，反而会成为场面的说明了。

歌词如果只是重复人物台词内容，作他的动作的

说明，那么歌曲在使场面的基本思想形象化方面，就没有

什么帮助了。歌词只有深广地反映场面的基本思想，才能

有助于提高作品的思想性。 

歌词好，曲子才能好；歌曲好，电影形象也才能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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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要适合场面

电影音乐必须适合场面的内容和生活情境。即使是好

的音乐，如果不适合场面，就不能说是很好的电影音乐。

既适合场面，作为音乐也很好，这才是优秀的电影音乐。 

插入适合场面的音乐，是摄制思想性和艺术性正确

结合的优秀影片的重要条件之一。 

任何时候任何场所都适合的音乐是不可能有的。劳动

的时候，就应该有劳动的音乐；对敌作战的时候，就应该

有战斗的音乐。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劳动歌谣和战歌。只有

既符合时代精神，又与具体的生活情境相适应的音乐，才能

扣人心弦。 

在电影中，各种场面的思想内容不同，生活情境也不同，

所以不可能有对任何场面都适合的音乐。即使是好的

音乐，如果与场面要求和具体生活情境结合不紧，就不能

有助于提高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反映了人物思想情感的，从生活中产生的音乐，会给

影片增添很多东西，使人深受感动。与场面完全协调的

音乐，就能进一步提高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巨大

的艺术感染力，广为人们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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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中，音乐首先要符合影片的内容。 

电影中各不相同的场面用各种不同的音乐。作品中

人物的性格互不相同，各场面的事件内容和情境也不同，

所以电影中的音乐也多种多样，这是很自然的。 

要使音乐适合影片的内容，首先就要写好主题歌。主

题歌是电影音乐的中枢，因此，怎样写主题歌，怎样用主

题歌，是决定整个电影音乐水平和情感色彩的基本问题。 

要创作符合影片内容的主题音乐，就要明确地反映出

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作品中有各种思想

情感色彩，但其中主要是出自主人公的生活。因此，主题

音乐只有符合主人公的思想情感色彩，才能对揭示作品的

主题思想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的思想情感，就只强调其

个性是不行的。主题音乐只有反映出主人公生活的时代和

社会制度的本质，深广地概括他所属的阶级的生活情感和

志向，才能深化作品的主题思想。 

作曲家要注意人物的思想情感世界并把创作的焦点放

在阐明产生这种思想感情的社会内容上。作曲家只注意

人物个人的思想情感世界，就不能宽广地揭示出性格的

本质，就不能正确地表现时代和人民。清楚地揭示影片的

主题思想，有深度地反映主人公的思想情感的音乐，就是

符合作品内容的优秀的主题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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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用主题音乐突出影片内容，不仅曲子要作得好，

而且要用在紧要场面，用得有意义。 

主人公居于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的中心地位，在主人公

的生活过程中，他的情绪体验达到高潮时，戏就需要主题

音乐。主题音乐虽然要用在揭示作品主题思想的主要

场面，但是在主人公的思想发展没有造成一定感情契机，

就不能用。因此，为了用好主题音乐，重要的是导演和

作曲家在确定插进音乐的位置的同时，要搞好可以插入

主题音乐的剧情安排和感情组织。 

在电影中用各种形式反复用好的主题音乐，也是增强

音乐的作用的一种办法。反复用主题音乐，是在揭示作品

的主题思想方面突出印象深刻的形象重点，在认真开掘主

人公的思想情感世界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的方法。 

随着剧情的发展，可能多次出现主人公的思想情感

体验达到高潮的情况。在电影中准确地捕捉这种情况，运用

主题音乐，就能创造出细腻而印象深刻的形象。 

故事片《血海》中，由于用独创性的方法反复用了

主题歌《血海歌》，随着剧情的发展，始终一贯地强调了

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更加丰富了思想情感内容，从而使

人们深受感动。 

在影片中，不仅主题音乐要符合场面，而且其他的

歌曲和音乐也要符合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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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只有同故事情节密切结合，才能符合影片的

内容和场面的要求。音乐要同故事情节密切结合，就是

说，音乐要随着故事情节而开始和发展，两者的关系应该

是互相带引、互相推动的关系。性格在发展，而音乐却

停滞不前，或者场面在变化，而音乐却跟不上，这样，场面

和音乐就不协调了。 

深刻的事件已经发生，戏正向高潮发展，而音乐却不随

之高涨，到了爆发点才突然响起来，那么人们就来不及

接受了。如果把音乐与故事情节发展无关地放慢或过早

结束，都会破坏人们的感情，冲淡影片的印象。在电影

中，音乐如果不与故事情节协调，反而会损坏形象。 

不要因为音乐要与场面协调，就想直露地机械地使音乐

与场面内容相对应。在场面形象中，音乐是另有作为的。

用其特有的语言参与场面形象的音乐，直露地说明或机械

地重复场面内容，这同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的形象要求是

毫无共同之处的。音乐要从思想上和感情上同场面的内容相

一致，应起到使戏的内容更加深化和尖锐化的作用。 

当主人公在困境中挣扎的时候，不一定因为要使场面与

音乐一致就配上沉郁、悲壮的音乐。他虽然在困境中挣扎，

但如果他有经得住考验的力量，或必须排除一切困难站

起来的时候，就可以而且应当配上悲壮而充满战斗气魄和

热情的音乐。总之，场面和音乐一定要在内容上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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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中，音乐还要符合故事情节的发展。故事情节

的发展和音乐的变化只有在同一个生活基础上产生并互相

结合，才能使整部电影和谐地发展。如果因为要保证音乐

的独立性，使音乐的变化同故事情节的发展不协调，那就

不仅要破坏形象的和谐，还会模糊作品的内容。 

音乐应有作为音乐的一贯的流程，又要同故事情节相

协调，并对给它造成细腻的曲折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影片中，高度的激情、使人屏息的紧张、令人雀跃

的兴奋，只有有与之相适应的音乐衬托，才能成为完全的

艺术情趣洋溢画面，人们才能随着音乐的流程更自然地

接受这种情趣。 

人物的思想感情及其生活多种多样，随之场面的

形象也多种多样，因此运用音乐的形式和方法也应当多种

多样，这样，音乐才能与影片相协调。 

作曲家要经常思考用何种形式和方法运用音乐。在创

作实践中，有不少这样的情况：虽然作了很好的曲子，但

因为没有选好运用音乐的形式和方法，以致无法取得效果。 

用何种形式，怎样运用音乐的问题，也要根据场面的

要求加以解决。不考虑场面的要求，只想搞好音乐，而

采用与场面不协调的形式，那么，不仅影片搞不好，就连

音乐本身也搞不好。只有按场面选好形式，用得恰当，音乐

才能和影片协调，情感上鲜明地突出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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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电影配音乐，作曲家要根据场面的思想

内容、生活情境、情绪变化、感情气氛来决定用何种形式

即用独唱、合唱还是管弦乐。选好与故事情节发展和场面

相适应的音乐形式，提高曲子的形象水平，是一项精密

细致的创造工作。 

正像导演编辑画面那样，作曲家也要善于编辑音乐。

所谓作曲家编辑音乐，就是根据情节发展和场面要求，决定

用何种形式配歌曲和音乐，决定怎样把多种多样的音乐和

歌曲连接成一条流程，并加以形象化。音乐和歌曲只有

经过作曲家的这种工作，各种形式按场面交替出现并互相

协调，才能有助于突出影片的思想情感内容。 

影片配音乐，要防止出现这样的现象：压倒演员的

表演，以致妨碍演员自然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生活。电

影是动作的艺术，因此在画面上人物的动作占有中心地

位。不应该有这样的现象：不考虑电影的这种特点，而

借口使音乐多样化，没有特别的意图就让演员唱歌，或

者盲目地只用合唱和管弦乐等大型音乐形式，从而压倒

人物的动作。 

我们的电影，与其让演员唱歌，或者只做唱歌动作，

而让专业歌手在画面外唱，不如多采用旁唱好。随着人物

的动作，按情境配好旁唱，就能细腻地描写他们的内心

世界，还能使情感线按照生活的逻辑进一步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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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中，根据情境也可以让演员唱歌。从生活情境

来看必需有歌的场合配上人物唱的歌，就能给观众以特殊

的印象。但是，勉强地要求演员唱歌，就会给表演增加负

担。利用旁唱很自然地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

以进一步丰富影片的思想艺术内容，这才是我们的方式。 

在电影中，音乐要配的是地方，并要十分协调。如果

作曲家看到电影文学剧本或导演剧本里应该配音乐的地方

没有准备配，或者不够充分，那就要提出意见，配上好的

音乐。但是，不要为了配音乐，而硬编造出事件来。如果

该配音乐的地方没有音乐，那就应该提出意见。但是，不能

为了配音乐，就固执地要改变作品结构。硬配上不合剧情

发展的音乐，戏和音乐都会搞不好。 

电影的音乐形象只有依靠作曲家、指挥、歌手和演奏家

的共同努力，才能出色地创造出来。特别是作曲家和指挥

要密切合作，搞好创造音乐形象的工作，才能创造出符合

影片要求的很好的音乐形象。 

音乐好，影片才会好，影片好，音乐也就增辉，作曲家

的创造及其成效，在于画面和音乐的和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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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曲也是创作

影片往往在几个场面反复使用同一音乐。就拿主题歌

来说，有时就以独唱、合唱或管弦乐的形式反复使用。在

用多种形式和手法，把同一音乐和歌曲反复用于几个场面

的时候，能不能增强其形象作用，取决于怎样编曲。 

忽视编曲，就不能在高水平上完成电影音乐。有些

作曲家虽然写了好的曲子，却得不到很好的效果，这同

马马虎虎地编曲有很大关系。 

编曲也是创作。编曲对提高音乐作品的思想性和艺

术性，丰富歌曲形象和演奏形象，使其细腻生动，有着很

大的意义。就是同一乐曲，怎样编曲，形象的质量也就不

同。编曲搞得好，就能更细腻地突出原曲的韵味和色彩；

编曲搞得不好，就会降低原曲的思想、艺术价值。 

只有编曲搞得好，才能鲜明地表现出乐曲的思想

感情，才能使音乐形象的色彩丰富多样，具有特色。所以

说，音乐和歌曲的形象决定于编曲。 

要搞好编曲，首先就要正确地了解原曲的特点。不

仅编别人写的曲子，就是编自己写的曲子，也要以对待

新的乐曲的立场和态度深入分析旋律的特点和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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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做创造音乐形象的工作。如果没有把握好原曲的思

想、艺术特点，那么，即使很有才能，也是编不好曲子的。 

编曲，主要是要保持原曲的乐想，进一步扩大和丰富

其形象内容。只有以原曲的乐想为基础，才能准确地表现

出其思想感情色彩，才能全面地提高音乐形象。如果不

把握好原曲乐想，编曲就不仅不能很好地表现原曲的思想

感情，而且也不能增添新的韵味，难免雷同和模仿。 

作曲家只有把握好音乐作品的乐想，着力去更细腻地

把它表现出来，才能突出原曲的核，创造出独创性的

音乐形象。不进行深入的创造性思索，就不可能有特色地

编曲。有些作曲家一个晚上就编两三首曲子，这样是不可能

表现出崭新的独创性的音乐世界的。 

编曲决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创作。特别是为电影音乐

编曲，在考虑编曲的一般要求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电影的

思想、艺术特点和要配音乐的场面与画面的具体要求。

因此，在编曲的时候，要搞好音乐形象的总的构思，

使编曲服从于保持基本旋律，提高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

性。作曲家按照同时圆满解决音乐和电影复杂的形象问题

的方向构思得越广越深，曲子也就编得越好。 

编曲的原则是更好地表现基本旋律。如何保持原曲的

基本旋律，决定编曲的整个形象。 

把旋律搞得晦涩难懂或无谓地忽高忽低，装模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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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我们朝鲜式的编曲。毫无意义地转调，搞得繁难，

是阻碍旋律的顺利发展，模糊思想感情色彩，是一种不良

倾向。 

编曲要做到旋律的流程简洁易懂。只有把原曲的基本

旋律改编得简洁易懂，人们才能想到原曲，很自然地被引

进音乐世界。 

改编乐曲，还要做到既保持原曲的特点，又有新的

韵味。一切音乐形象都应该新颖，同样，编曲也只有

新颖，才能具有作为音乐形象的价值。特别是在电影中，

音乐应当服从于有深度地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内容，因此，

编曲必须进一步发展原曲，并增添新的韵味。 

要想有特色地编曲，作曲家就要有自己的主见，在编曲

中有创新。没有任何创造，而把乐曲搞得繁难，或者只

改动几处，就无法创作新的形象。 

在这方面，选择新的形象化手段和手法来独出心裁地

加以运用，也是使编曲有新的韵味的一种办法。把别人

常用的手段和方法拿过来用倒是省劲，但不可能搞出任何新

的东西来。即使内容是新颖的，如果表现这个内容的形式不

是新的，就不可能增添新的韵味，因此，编曲者既要保持基

本旋律，又要努力创作适合内容的新的形式。既符合音乐的

性格和情调，又有起伏，很好听，这才是优秀的编曲技术。 

电影音乐，要搞好伴奏音乐编曲。一部影片要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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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因此，搞好伴奏音乐编曲，是增强电影音乐的形象

性的重要保证。 

伴奏音乐的编曲，要好好保持基本旋律，谐和地烘托

歌曲。伴奏音乐只有突出基本旋律，准确地传达歌词，烘托

整个歌曲，才会有意义。如果伴奏不能很自然地引出歌曲

来，始终予以衬托，突出其思想感情内容，就不仅不能给

歌曲形象增添什么东西，反而会造成障碍。 

伴奏音乐要按照从音乐上更加丰富和润色整个形象，

以使基本旋律有新的韵味的方向编曲。 

编曲要深切地注意提高演奏效果。演奏形象的好坏，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曲。 

编曲，选用哪种乐器，使这些乐器起什么作用，这不

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各种乐器都作为实现音乐形象的基本手

段，具有独特的音色。特别是乐器，它从各方面反映着民族特

点，因此，它对表现音乐形象的民族情趣也有着不小的影响。 

我们的民族弦乐器和木管乐器有着民族情趣十分浓厚

的独特音色，适合我国人民的脾胃和感情。因此，在编曲

时，要按旋律的特点选用乐器，并要以民族弦乐器和木管

乐器为主。尤其重要的是，增强那些丰富音乐形象的民族

情趣浓厚的木管乐器的作用。 

西洋管弦乐配器的问题，也要按照民族管弦乐配器

原则解决。但是，西洋音乐有其固有的特点，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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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持其特点的同时，将其音响与朝鲜式的统一起来。为此，

西洋管弦乐的编曲，最好以音响柔和的弦乐器为主，尽可能

少用发金属声的铜管乐器和音响尖锐或钝重的木管乐器。 

编曲，让钢琴多奏旋律，这不是我们朝鲜的方式。特别

是独唱伴奏，不要采用光用钢琴的教条主义方法。另外，

还要防止滥用电子综合乐器的现象发生，而有效地利用

这种乐器，使它服从于发扬我们音乐的民族特点。 

在配器方面正确地配合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也是

一个重要的问题。有些专家说，配合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

来演奏，就要模糊民族音乐的独特色彩。这种想法是片面

的。当然，要把系统完全不同的乐器配合起来，发出民族

色彩鲜明的音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舞蹈《雪花飘飘》和《祖国的金达莱》的伴奏

音乐，打破了过去只用西洋乐器的框框，奚琴和小提琴相配

合，再配上我国的木管乐器，结果更加突出了音乐的民族色

彩，创造了合乎我国人民脾胃和感情的独特音响，积累了好

的经验。这证明，并不因为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配合起来，

就发出杂烩音。问题在于，按什么原则，怎样配合。 

我们所说的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的配合，是在以民

族乐器为主，使西洋乐器服从于朝鲜音乐的原则下的配

合，是发扬我们木管乐器的特点，适当地配合不同系统的

乐器，以突出民族乐器固有的音色的配器法。如果在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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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不遵守主体的原则，而把这样那样的乐器平均主义地

混杂在一起，那么演奏出来的音就会杂乱，无法突出我国

音乐独特的民族色彩。要想正确地配合民族乐器和西洋乐

器，就要把中心放在突出朝鲜式的音色上，根据乐曲的特

点和各种乐器的性能及色彩合理地加以配合。 

为编曲选择乐器时，必须考虑到声音的质量和歌曲的

情调，伴奏音乐编曲的配器原则是要把歌曲烘托出来。

因此，在电影音乐中，一般来说，为了把歌曲烘托出来，

伴奏音乐配器采用重奏和小合奏为宜。 

为电影音乐编曲时，作曲家一定要深入地考虑到影片

中要配音乐的具体画面和场面。作曲家可以根据画面和

场面的要求，创造各种音乐形象，但只有满足原曲的要求，

同画面相协调，才能很好地起到形象化作用。即使满足了

原曲的要求，如果同画面不协调，那么这种电影音乐的

编曲是毫无意义的。作曲家在编曲中要根据画面的思想、

情绪和画面的形式，区别声部，组合乐器，全面地慎重

考虑后决定音乐形式和实现途径。 

编曲是崭新地发展音乐和歌曲，给画面中人物的生活

增添细腻色彩和生动气息的创造工作。只重视原曲，而

忽视编曲的作曲家，是不完全了解音乐的艺术家。音乐

形象成功的秘诀在于编曲。只有善于作曲，又善于编曲的

作曲家，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优秀的作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