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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布瑞頓是二十世紀重要的英國作曲家，他一生共創作了十二部連篇歌
曲集，其中有些作品是寫給獨唱和鋼琴，有些則是管絃樂器的組合，是繼
馬勒之後創作連篇歌曲集數量最多的作曲家。
《在這島上》是他早期的連篇
歌曲集，在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布瑞頓受到巴洛克時期創作手法的影響，
融合當代的作曲技巧，呈現出新古典主義的曲風。
本文主要包含四個部分來論述：布瑞頓的生平概略、布瑞頓的獨唱曲
之風格與特色、
《在這島上》的創作過程，以及《在這島上》的樂曲內涵分
析。
《在這島上》是布瑞頓第一部為獨唱和鋼琴所創作的連篇歌曲集，也由
於這部作品的成功，奠定了他日後在連篇歌曲集上的成就，成為二十世紀
連篇歌曲集中最重要的音樂家之一。

Abstract
Benjamin Britten was one of the major twentieth-Century composers in
England, wrote twelve song cycles for voice and piano or various instruments,
and the most prolific composer of the genre since Gustav Mahler. On this
Island written during his early period, Britten employs various Baroque
musical traits and the modern music techniques, which shows his influence on
the neoclassical style.
The study of the lecture recital document contains four main sections: the
life of the composer,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Britten’s song compositions, the
written background of the cycle,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whole cycle. On
This Island was Britten’s first song cycle written for solo voice and piano. The
success of premiere of the cycle brought him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ser of this gen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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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連篇歌曲集（song cycle）意即由一首首個別獨立的歌曲，組合而成一
組作品，其最大的特色在於樂曲內涵具有一致的連貫性，而其連貫性則是
源於歌詞或是音樂上的創作手法。 1 在西洋音樂史的發展中，藝術歌曲素
來以德奧主流的發展最為蓬勃，連篇歌曲集亦不例外。貝多芬在一八一六
年所寫的《致遠方的愛人》
（An die ferne Geliebte）開啟了連篇歌曲集的扉
頁，這組由六首歌曲組成的作品，最大的特色在於六首曲子之間毫無間斷，
並且第一曲的旋律、素材在第六曲的最後再度重現，也充分表達出其統一
全曲的意識。爾後，舒伯特、舒曼更為連篇歌曲集樹立了標準的典範，諸
如 舒 伯 特 的 作 品 《 美 麗 的 磨 坊 少 女 》（ Die schöne Müllerin）、《 冬 之 旅 》
（Winterreise），以及舒曼的《詩人之戀》（Dichterliebe）、《女人的愛與生
命》（Frauenliebe und – Leben）等等作品，都是聯篇歌曲集中歷久不衰的
經典之作。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連篇歌曲集的發展愈趨成熟，在德奧地
區方面，以馬勒（Gustav Mahler, 1860-1911）最具領導地位，他一生以創
寫交響曲與聲樂作品見長，因此在他的聲樂作品中編制已不再侷限於僅以
鋼琴伴奏，而是以管絃樂來取代，充分運用他在管絃樂寫作上的長才，他
多部連篇歌曲集如：《少年魔號》（Des knaben Wunderhorn）、《旅人之歌》
（Lieder eins fahrenden Gesellen）、《悼亡兒之歌》（Kindertotenlieder），都
是編制浩大、聲響色彩豐富的連篇歌曲集。而在其他地區，法國的白遼士
（Hector Berlioz）
、佛瑞（Gabriel Fauré）
、德布西（Achille-Claude Debussy）
、
拉威爾（Maurice Ravel），俄國的穆索斯基（Modest Musorgsky）、捷克的
德弗札克（Antonin Dvořák）
，英國的佛漢．威廉士（Ralph Vaughan Williams）
及美國的庫普蘭（Aaron Copland）也都是創作聯篇歌曲集的重要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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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方面通常藉由選擇 同一詩人的 詩作，或具故事主軸、有關愛或大 自然的中心
思想與統一 的情感，或選擇同一型 式、種類的詩（如：十四行詩或敘 事詩）來達成其連
貫性；音樂 創作方面通 常是透過調 性的計劃、循環的動機 或經過樂節，或是曲式 上的結
構來製造其連貫性。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s.v. "Song cycle"
by Susan Youens.
1

二十世紀英國作曲家布瑞頓（Benjamin Britten, 1913-76）
，是繼馬勒之
後，在二十世紀創作連篇歌曲集數量最多的作曲家。布瑞頓一生共寫了十
二 部 連 篇 歌 曲 集 ， 如 ：《 我 們 狩 獵 的 父 親 》（ Our Hunting Fathers, op.8,
1936）
、
《在這島上》
（On this Island, op.11, 1937）
、
《照明》
（Les Illuminations,
op.18, 1940）
、
《米開朗基羅的七首十四行詩》
（ Seven Sonnets of Michelangelo,
op.22, 1940）、《鄧約翰神聖的十四行詩》（The Holy Sonnets of John Donne,
op.35, 1945）等等，其中有些作品的伴奏是管絃樂器的組合，有些則是寫
給獨唱和鋼琴的歌曲集。
《在這島上》創作於一九三七年，包含五首歌曲所
組成，是他第二部連篇歌曲集，但則是第一組為獨唱和鋼琴的作品。 2 這
組作品建立了其連篇歌曲的特色：不同於大多數連篇歌曲所呈現的敘事
性，反而是呈現出心境、氣氛及技巧的對比。布瑞頓這樣的突破是來自於
詩人奧登（W. H. Auden, 1907-73）3 的影響，奧登是當代著名的英國詩人，
他與布瑞頓是彼此創作生涯中不可或缺的夥伴，
《在這島上》便是多首合作
作品的其一。
奧登的創作風格富含抽象意念與想像力，而非以具象來體現， 4 並且
他的詩韻極具音樂性，這些都深深吸引布瑞頓在不同的形式與情況下作文
字與音樂的聯想，探索詩在音樂中的可能性，
《在這島上》可說是這一切的
濫觴，故此歌集在布瑞頓的畢生之作中佔有重要地位。此解說報告的主題
以探討《在這島上》的樂曲內涵為主，包括曲式、歌詞與旋律的關係、伴
奏等素材，藉以了解布瑞頓早期連篇歌曲的創作手法與作品風格。

2

他的第一部連篇歌曲集是和奧登合作的《我們狩獵的父親》，是為女高音與管絃
樂團所寫的 交響連篇歌 曲。此部作 品抨擊殘害 動物的行為，也影射納 粹迫害猶太 人的暴
行，顯露布瑞頓的反戰 傾向，他曾自言「這是我真正的第 一號作品」
（ This is my opus one
alright）。 Peter J. Hodgson, Benjamin Britten ： A Guide to Research (New York: Garland,
1996), 15.
3

奧登是現代主義詩人，在一九三Ο 年代的英國 文學界佔有 重要的地位，其詩的特
色是在口語化中融入高度的詩歌技巧。
4

Donald Mitchell, Britten and Auden in the Thirties: The Year 1936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0), 151.
2

布瑞頓生平略傳
班傑明．布瑞頓（Benjamin Britten, 1913-76）是當代英國作曲家、指
揮家、鋼琴家，他生於英國東方沿海城鎮羅斯托夫特（Lowestoft）的中產
階級家庭，自幼深受母親的薰陶與栽培，五歲起就開始作曲，並學習鋼琴
與中提琴。他在十三歲時成為布瑞吉（Frank Bridge, 1879-1941） 5 的作曲
學生，布瑞吉在教學上主張作曲應找到自己並忠於自己， 6 同時也讓布瑞
頓廣泛接觸史特拉汶斯基、荀白克等當代音樂，這些教學方式拓展了布瑞
頓的音樂視野，也深深影響他日後的創作，對往後布瑞頓朝作曲家之列發
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7
一九三Ο年，布瑞頓進入皇家音樂學院（Royal College of Music）就
讀，修習鋼琴與作曲法。這段時期，他陸續創作了幾部合唱作品與器樂作
品，但在音樂學院的保守環境下，侷限了他對歐洲當代音樂的探索，並且
想要演出自己作品的心願也都未能獲得鼓勵。一九三二年十二月，布瑞頓
自音樂院畢業。一九三四年，他的作品《為雙簧管與弦樂的幻想四重奏》
（Fantasy Quartet for Oboe and Strings）獲選在佛羅倫斯的國際當代音樂學
會（ISCM）音樂節演出，同年，他的合唱變奏曲《一位男孩的誕生》
（A Boy
was Born）在廣播中播出深受好評，此時的布瑞頓漸漸在國際樂壇上嶄露
頭角。
一九三五年，布瑞頓應邀為郵政總局電影處製作的紀錄片寫作配樂，
結識了當代詩人奧登，兩人因工作上的往來結為好友，布瑞頓並為奧登多
部劇本與詩作譜曲。一九三七年，布瑞頓認識了男高音彼得．皮爾斯（Peter
Pears, 1910-86），此後兩人成為密不可分的摯友，在彼此的生活、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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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瑞吉為英國指揮家、作曲家、中 提琴家。布 瑞頓在一九 三七年為薩 爾茲堡音樂
節譜寫《法蘭克．布瑞吉主題變奏曲》，此曲主題取材自布瑞吉早年的弦樂四重奏，十
個變奏包含了歐陸的各種音樂形式。
6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s.v. "Benjamin Britten" by Philip

Brett.
7

邁可‧甘迺迪（Michael Kennedy）〈威廉‧華爾頓、麥可‧提佩特與班傑明‧布
列頓〉，陳澄和譯， 《西洋音樂史百科全書第八冊 二十世紀音樂(下) 》，(台北：台灣
麥克公司，民國八十三年)，117。
3

相互扶持，布瑞頓有許多連篇歌曲集與歌劇中的角色都是為皮爾斯的演唱
量身而寫。一九三八年，布瑞頓與美國當代音樂家庫普蘭接觸，庫普蘭建
議布瑞頓前往美國，以獲得安定的創作環境與更多演出機會，由於此時布
瑞頓的作曲生涯正面臨瓶頸亟欲突破，英國樂評界批評他的音樂缺乏原創
性與深度，而僅是在展露流暢的特性與拼湊、模仿的技巧而已，讓他深感
挫折地認為留在英國發展作曲家事業沒有前景， 8 加上奧登長久以來便極
力鼓吹布瑞頓到國外發展，使他萌生赴美的想法。一九三九年，歐洲政治
局勢緊張，二次大戰炮火開打在即，布瑞頓決定與皮爾斯相偕離開英國赴
美。一九三九到四二年，布瑞頓與皮爾斯居留美國期間，多半借住紐約長
島友人梅爾夫婦處，有時則與奧登同住於紐約的藝術家社區，在這段時期，
他們與紐約藝文界有頻繁接觸，布瑞頓持續他源源不絕的創作，歌曲方面
有根據法國詩人韓波（Arthur Rimbaud）的詩篇譜寫了連篇歌曲《照明》
（Les
Illuminations），以及依義大利詩文所譜的為男高音和鋼琴的《米開朗基羅
的七首十四行詩》（Seven Sonnets of Michelangelo），以及其他各曲類等作
品。
然而，布瑞頓對於藝術家社區當地髒亂的環境與波希米亞式的生活無
法適應，思鄉之情日益趨深，也對逃避英國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苦境懷有罪
惡感，遂於一九四二年三月，與皮爾斯搭乘瑞典商船返抵英國。返回英國
後，法庭基於他們是良心反戰主義者，對布瑞頓等人逃役的行為從寬處置，
只判決他們必須為「音樂與藝術促進會」
（Council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Music and the Art）舉行一系列戰時音樂會，而布瑞頓亦藉由其作品的頻繁
演出，重新建立他在英國音樂界的地位。一九四五年，布瑞頓的歌劇作品
《彼得‧葛瑞姆斯》（Peter Grimes）首演廣受好評，此後他的創作主要集
中於戲劇音樂上，也由於對歌劇的熱愛，他在一九四七年成立了英格蘭歌
劇團（The English Opera Group），並且在一九四八年舉辦了第一屆的艾得
伯音樂節（Aldeburgh Festival），此後布瑞頓搬遷至艾得伯（Alde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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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可‧甘迺迪，118。
4

定居，在此地繼續他的創作生涯。布瑞頓於此時期創作的歌劇包括了《比
利‧巴德》（Billy Budd, 1951）、《葛洛莉亞娜》（Gloriana, 1953）、《旋轉螺
絲》（The Turn of the Screw, 1954）、《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1960）等作品。除了歌劇，他於一九六一年創作的《戰爭安魂曲》
（War Requiem），更是他家喻戶曉的作品，在一九六二年首演後就獲得全
面的成功與讚譽。這部作品是布瑞頓的公開反戰宣言，以女高音、混聲合
唱 與 男 童 合 唱 的 大 型 拉 丁 安 魂 彌 撒 形 式 演 唱 ， 曲 中 並 插 入 歐 文 （ Wilfred
Owen, 1893-1918）所寫的戰爭詩篇，以男高音與男中音獨唱的室內樂譜成。
一九六Ο年代，布瑞頓的音樂發展有兩個主要方向：一是他嚐試為器
樂獨奏創作，另一則是作品深受東方色彩的影響。由於他對俄羅斯大提琴
家 羅 斯 托 波 維 奇 （ Mstislav Rostropovich, 1927-） 藝 術 的 仰 慕 與 密 切 的 情
誼，促使他創作大提琴的作品，包括一首奏鳴曲、三首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一首大提琴交響曲。另外，他在一九六三至一九六九年間到遠東旅行期間，
曾在印尼的峇里島聽到甘美朗音樂，並在日本欣賞能劇的演出， 9 這些新
鮮的音樂經驗都帶給布瑞頓不同的衝擊與靈感，促使他在《麻鷸河》
（ Curlew
River, 1964）、《熾烈燃燒的火爐》（The Burning Fiery Furnace, 1966）、《回
頭的浪子》（The Prodigal Son, 1968）三部獨幕劇中出現特殊的異國色彩。
一九七一至七三年間，布瑞頓將大部分的心力耗費在構思許久的歌劇
《魂斷威尼斯》
（Death in Venice）
，而他的精力也隨著健康的惡化而枯竭。
布瑞頓抱病完成《魂斷威尼斯》的總譜後，才接受更換心瓣膜的手術，並
且在手術期間罹患中風，使他無法再彈奏鋼琴。然而熱愛工作的他仍在生
病期間修訂了一些早期的作品，也創作了弦樂四重奏、三首聲樂曲及《英
格蘭民謠曲調組曲》
。在一九七六年六月，他受封為終身貴族，同年十二月，
這位偉大的英國作曲家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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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劇是日本的傳統戲劇，也是世界上現存最古老的戲劇之一。
5

獨唱曲風格與特色
布瑞頓是繼普塞爾之後，第一位將重心著重在聲樂創作的英國作曲
家，儘管他是身處二十世紀的作曲家，但其創作總是不斷地從普塞爾的音
樂中學習，受普塞爾的影響很深。布瑞頓形容普塞爾的歌曲明晰、充滿宏
偉光輝、溫和，並具有不可思議的力量， 10 這些都對布瑞頓產生深遠的影
響，他並不是一味模仿普塞爾的風格，而是企圖將普塞爾的特色吸收同化
於自己的風格中。佩西．楊指出：
布瑞頓強調歌詞、使用裝飾性旋律的準則、處理音調的細膩手法，都與普塞
爾的創作方式有相當的關聯性。但布瑞頓不是一位模仿者而已，他顯露出的
是也許當普塞爾身處於二十世紀會如何創寫，而非一位十七世紀的作曲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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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布瑞頓吸收普塞爾的特色融入當代的創作技巧，與二十世紀的音樂風
格相結合，呈現出二十世紀英國新古典主義的典範。
除了普塞爾之外，影響布瑞頓的作曲家還有舒伯特、馬勒、史特拉汶
斯基和亨德密特。布瑞頓的聲樂作品是延續浪漫時期藝術歌曲的曲風，在
抒情性及音樂與詩詞的結合上，他深受舒伯特的影響，並且創作題材著重
於大自然。布瑞頓也與馬勒相同，都是以聲樂作品聞名的作曲家，並以管
絃樂器的編制創寫連篇歌曲集，而二十世紀的史特拉汶斯基，其多變的節
奏、樂思的明晰與簡潔，以及亨德密特的新和聲理論語言，也都深深影響
了布瑞頓的創作。

12

布瑞頓對人性的二元論有深刻的覺察，這反映在他的音樂作品中，有
充滿希望喜樂的主題，也有痛苦掙扎的黑暗面。邁可．甘迺迪曾指出：
……在布瑞頓早期作品中，無罪被破壞背叛、邪惡勝過正義、純潔被蹧蹋髒
污、優雅美善被污損嘲弄的主題，經常發生。但無罪、純潔和美善往往又喜
悅陶醉地讚揚。他的作品大致分成兩類，一是充滿希望光輝的作品，一是晦

10

Virginia Lile Boaz, “A Performer’s Guide to Benjamin Britten’s On This Island,
Opus 11” (DMA dis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0), 51.
11

“Britten’s accentuation of words, his use of decorative melodic formulas, his very
shaping of tunes, can all be related to the method of Purcell. But Britten was no mere
imitator. He displays perhaps what Purcell might have done had he been a twentieth- and not
a seventeenth-century composer.” 引述自 Boaz, 51.
12

Boaz, 51.
6

暗的作品，或者可比喻成白天和黑夜一般。另有一些作品，是兩者的混合。 13

布瑞頓對人性掙扎面的同情，使他的音樂展現出獨特性，在普遍講求追求
聲響刺激的二十世紀現代作品中，布瑞頓的音樂既深具傳統調性，又有明
晰的曲式與織度，但同時他的音樂語言卻又充滿大膽的個人性，呈現出自
成一格的風格。
布瑞頓對於歌詞的選擇偏好採用神秘的，甚至深奧難懂的詩詞。這是
因為布瑞頓認為這樣的詩詞有廣大的想像力，提供作曲者很好的幫助，並
且能和他獨特的個人性巧妙地產生相互作用，在他的作品中整體都呈現出
深刻的詩意。他在《彼得．葛瑞姆斯》的前言中提到他一個主要的目標就
是將英國語言的音樂作品恢復普塞爾時代的光輝、自由和活力， 14 他從普
塞爾的音樂中，學習到不少處理這些英國語言的手法。在他早期歌曲中，
布瑞頓選擇困難且較難操縱的詩作來表現他本身精湛的作曲技法，奧登的
詩之所以在一九三 Ο 年代會深深吸引布瑞頓正是因為他的詩對作曲家來
說呈現出一個挑戰，並讓作曲家在創作的時候，能產生創作偉大作品的滿
足感。而布瑞頓在英詩上所具的高度敏銳性，並有相當深入的研究，亦是
深受奧登的影響。 15 另外，布瑞頓認為即使是最偉大的詩作，仍然未能表
達出最完整的東西，而他就是企圖在他的音樂中傳遞表達出詩作無法道盡
的部分。除了在英詩上的涉獵之外，當布瑞頓離開英國到他國訪問時，他
也為外語譜寫了許多作品，他雖然沒有特別精通外語，但他對語言那份獨
特的感受力卻能促使他寫下優秀的作品。

16

13

“In Britten's early works, the theme of innocence destroyed or betrayed,of evil
triumphing over good, of purity besmirched, of grace and virtue defiled or derided,
frequently recurs. But the innocence, purity and grace themselves are often triumphant and
bewitchingly celebrated. His works could almost (but too literally)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works of light and the works of darkness, or day and of night. In some, the two
commingle.” 引述自 Boaz, 52.
14

Boris Ford, Benjamin Britten’s Poets ： The Poetry He Set to Music (Manchester,
England：Carcanet, 1994), xi.
15

Peter J. Hodgson, Benjamin Britten: a Guide to Research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1996), 10.
16

Boaz, 55.
7

布瑞頓的聲樂作品包含了藝術歌曲、改編民謠、連篇歌曲集、合唱曲、
神劇和歌劇等等，他不僅了解人聲特質而擅長歌樂的創作，並以英國本土
文學為體裁，巧妙融合過去的音樂傳統與當代的音樂技法，使他的聲樂作
品構成了近代曲目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
其中，連篇歌曲集雖然不如他歌劇作品或《戰爭安魂曲》聞名，但卻
在他的聲樂作品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創作生涯中，連篇歌曲集的創
作分散於他一生創作的各階段，第一部歌曲集《我們狩獵的父親》為一九
三 六 年 的 作 品 ， 最 後 一 部 歌 曲 集 《 這 些 孩 子 們 是 誰 ？ 》 (Who are These
Children?)完成於一九七一年，在這三十幾年間，布瑞頓為二十世紀中葉的
名 歌 手 陸 陸 續 續 寫 下 連 篇 歌 曲 集 ， 包 含 了 女 高 音 蘇 菲 ． 維 斯 (Sophie
Wyss) 17 、 男 高 音 皮 爾 斯 (Peter Pears) 、 男 中 音 費 雪 迪 斯 考 (Dietrich
Fischer-Dieskau)等，其中《我們狩獵的父親》、《在這島上》和《照明》是
為蘇菲．維斯譜寫，《威廉．布雷克的歌曲與格言》（Songs and Proverbs of
William Blake, op.74）是為費雪迪斯考所寫，其餘八部連篇歌曲集則全是
寫給皮爾斯的作品。
在詩人方面，布瑞頓所選擇的詩涵蓋範圍非常廣泛，包括義大利藝術
家米開朗基羅（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英國古詩詩人鄧約
翰（John Donne, 1572-1631）
、英國詩人布雷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
、
俄國詩人普希金（Aleksandr Pushkin, 1799-1837）、法國詩人韓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
、英國現代詩人奧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73），
這些詩人的詩都提供布瑞頓創作連篇歌曲集的靈感，他的連篇歌曲集可分
為兩個種類，一是使用多位詩人的詩作共享同一主題或思想，另一類則是
使用單一詩人的作品但涵蓋較大範圍的主題， 18 《在這島上》全篇以奧登
的詩譜曲，但五首歌曲的主題相異，即是屬於此類的連篇歌曲集。

17

蘇菲．維斯 是活躍於二 十世紀前期 的女高音，受到布瑞頓 的賞識，在 稍早之前布
瑞頓已為她寫了交響連篇歌曲《我們狩獵的父親》。
18

Gregory J. Slowik, “Benjamin Britten’s Song Cycles for Voice and Piano:
Performance Considerations for On This Island, The Holy Sonnets of John Donne, Songs and
Proverbs of William Blake” (DMA diss., Boston University, 2000), 2.
8

《在這島上》創作過程
布瑞頓與奧登因工作的交集結識於一九三五年，布瑞頓與奧登創寫《在
這島上》之前就曾有多次合作經驗，包括電影配樂《煤臉》
（Coal Face, 1935）
與《夜郵》（Night Mail, 1936）、紀錄片《在海濱旁》（Beside the Seaside,
1936），及交響連篇歌曲《我們狩獵的父親》。這些作品完成時布瑞頓才二
十三歲，此時的他非常崇拜奧登的智慧與出眾的才華，布瑞頓在一九三五
年十二月一日的日記上寫著：
當我們在忙著排練《通往海之路》時，奧登在飲茶時間到達了。與像他這樣的
智者在一起時，我總是會產生可怕又複雜的自卑情結，假如我能克服的話，有
他在是多麼好的一件事啊！晚餐過後，他告訴我決定在聖誕節後前往西班牙作
戰—我試著勸阻他，因為即使西班牙政府有他的加入而贏得勝利，也不能與他
能繼續創作相比；然而沒有人能改變奧登的決定。 19

由於此時的西班牙亦受到法西斯主義影響，奉行左傾思想的奧登動身
前往西班牙， 20 但是當時沒有發生戰事，隔年三月五日奧登返回英國，布
瑞頓對好友能平安歸來感到寬心，在將近兩個月的日記中，內容主要都提
及奧登的詩作，以及他為其詩作所譜上的歌曲，其中包括了他從奧登一九
三六年的詩集《看阿，陌生人！》
（Look, Stranger!）挑選出來的一些詩作。
《在這島上》裡的詩作大多是從此詩集挑選而出，此曲集共包括五首：
〈讓
這華麗的樂音讚頌〉（Let the florid music praise）、〈此刻枯葉紛然落下〉
（Now the leaves are falling fast）、〈海景〉
（Seascape）、〈夜曲〉
（Nocturne）
和〈美滿如往常〉（As it is, plenty），其中只有〈夜曲〉是選自奧登的另一

19

“Wystan Auden arrives at tea-time to stay for a time while we work on the Strand
Film [The Way to the Sea]. It will be nice having him, if I can conquer this appalling
inferiority complex that I always have when with vital brains like his. After dinner he tells
me he’s decided to go to Spain after Xmas and fight—I try to dissuade him, because what the
Spanish Gov. might gain by his joining is nothing compared with the world’s gain by his
continuing to write；but no one can make W. H. A. alter his mind.” 引述自 Donald Mitchell,
Britten and Auden in the Thirties: The Year 1936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0),
133.
20

法西斯主義即指極右派 的國家至上 主義，以義 大利的墨索 里尼與德國 的希特勒為
代表，西班 牙也受到這 股狂瀾影響 ，在一九三 六至一九三 九年間佛朗 哥將軍竄起 內亂，
而奧登因理 念的驅使下 在一九三五 年十二月前 往動盪不安 的西班牙，欲幫助西班 牙政局
能抵擋法西斯主義的侵襲。
9

個作品《披著毛皮的狗獸》（The Dog Beneath the Skin, 1935），這五首歌曲
的標題與原詩的標題有其不同之處（表 1）。
【表 1】 《在這島上》的標題與完成時間對照表 21
歌曲標題
讓這華麗的樂音讚頌

詩的標題
乞丐之歌

奧登完成時間 布瑞頓完成時間
---之三

1936 年 2 月

（III. Song of the Beggars）
此刻枯葉紛然落下 22

秋之歌

---之四

1937 年 10 月
（於倫敦）

1936 年 3 月

1937 年 5 月 27 日

（VI. Autumn Song）
海景

在這島上（On This Island）

1935 年 11 月

1937 年 10 月
（於倫敦）

夜曲

選自與 C. Isherwood 合作的戲

1935 年

1937 年 5 月 5 日

1936 年 4 月

1937 年 10 月 9 日

劇 The Dog Beneath the Skin
美滿如往常

他的優越（His Excellency）

布瑞頓創作《在這島上》的時間前後約有六個月之久（表 1）
，其中〈夜
曲〉寫於一九三七年的五月五日，是這部曲集中最早完成的歌曲，他在這
天的日記中寫道：
「有著沉思冥想，成功的一天。在早上我譜了奧登一首嚴
肅的詩—夜曲，並在下午完成了一首輕快的曲子給海德麗．安德森 23。」24
第二首完成的作品〈此刻枯葉紛然落下〉於同月的二十七日完稿，
〈讓這華
麗的樂音讚頌〉在此時也已開始創作，然而由於布瑞頓要為薩爾茲堡音樂
節 譜 寫 《 法 蘭 克 ． 布 瑞 吉 主 題 變 奏 曲 》（ Variations on a Theme of Frank

21

Gregory J. Slowik, “Benjamin Britten’s Song Cycles for Voice and Piano:
Performance Considerations for On This Island, The Holy Sonnets of John Donne, Songs and
Proverbs of William Blake” (DMA diss., Boston University, 2000), 24-25.
22

奧登於一九七六年出版的《詩選》(Collected Poems)中對此詩稍作修訂，故後來
所出版的詩在第五節之處，與一九三七年布瑞頓譜寫此曲時所使用的版本不同。
23

海德麗．安德森(Hedli Anderson)是一名歌舞樂曲(cabaret)的歌 手，所謂歌 舞樂曲
就是在夜總會表演的歌曲，布瑞頓在一九三 Ο 年代為海德麗．安德森寫了不少這類歌
曲。
24

“A successful day with the ‘muse’. In the morning I set a serious poem of Wystan’s
(from Dog-Skin)—Nocturne, & in the afternoon a light one for Hedli Anderson—Johnny.”
引述自 Mitchell, 145.
10

Bridge），便打斷了這部歌曲集的進行，整部歌曲集的進度也就因此擱下。
同年九月，英國廣播公司的助理導播肯尼．萊特（Kenneth Wright）寫信給
布瑞頓，要求他再寫別首長一點的歌曲好與他之前拿給蘇菲．維斯的兩首
歌能一起演唱， 25 布瑞頓很快地在九月十四日回信給肯尼：
關於蘇菲．維斯拿給你的那兩首小曲子，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他們實在
是太小了，以致於無法獨立出來。但我已開始計畫，打算寫兩首以上更長
的歌曲與之集結起來—歌詞仍由奧登所作，他們應該會很快就完成了，我
會盡快完成並拿給你。 26

然而布瑞頓在 9 月 25 日的日記裡卻記載著關於創作〈讓這華麗的樂音讚頌〉
所遇到的問題，由於布瑞吉對原本他創作的曲首部分提出意見，所以他再
三修改，甚至在開頭就作了六個版本都還不滿意，連他自己都自忖從沒碰
到這樣的困難。 27 十月，歷經多月來的醞釀與嘗試，布瑞頓一口氣完成了
〈讓這華麗的樂音讚頌〉、〈海景〉、〈美滿如往常〉三首歌曲，《在這島上》
始大功告成。
《在這島上》在十月完成之後，隨即於十月十五日布瑞頓私人的聚會
裡進行初次演出，聲樂部分由皮爾斯演唱，布瑞頓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忙碌的聚集與事情—晚餐過後，雷諾克斯與克里斯多弗來拜訪，我們喝了咖啡
，聽皮爾斯演唱我的新曲子，大家相當開心，至少我承認我是。皮爾斯唱得很
好，如果他再學習將會是一位非常好的歌手，他真是我認識的人當中最好的其
中一位，但是他非常地沉默寡言。 28

25

這兩首歌指的就是〈夜曲〉與〈此刻枯葉紛然落下〉，布瑞頓在 1937 年 5 月 27
日完成〈此刻枯葉紛然落下〉後，於 6 月 3 日將複本拿給蘇菲．維斯。
26

“I absolutely agree with you about those two little songs Sophie Wyss showed you.
They are far too insignificant to stand by themselves. But I have planned & partially written
two much longer songs intended to form a group with these two—words also by W. H. Auden.
They should be finished quite soon, & as soon as they are done I will show them to you.”
Donald Mitchell and Philip Reed, Letters from a Life: The Selected Letters and Diaries of
Benjamin Britten 1913-1976, Vol. 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510.
27

Virginia Lile Boaz, “A Performer’s Guide to Benjamin Britten’s On This Island,
Opus 11” (DMA dis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0), 99.
28

“Busy packing & things—after dinner Lennox B & Christopher Isherwood come to
coffee to hear Peter sing my new songs & are considerably pleased—as I admit I am. Peter
sings them well—if he studies he will be a very good singer. He’s certainly one of the nicest
people I know, but frightfully reticent.” 引述自 Mitchell, 146.
11

由這篇日記不難看出布瑞頓對皮爾斯的印象是很好的，而布瑞頓與皮爾斯
兩人之間的情誼與合作關係，也是從這年展開。
一個月後，這部作品正式於十一月十九日，在倫敦的英國廣播公司音
樂廳發表，當時由蘇菲．維斯擔任女高音，作曲家親任伴奏進行公開首演。
布瑞頓在當時的日記中寫下：
下午在英國廣播公司進行預演，將於九點開始的當代音樂家的作品發表會中演
出，我將彈奏《在這島上》的鋼琴伴奏，而蘇菲．維斯將擔任女高音，她是一
位出色的歌手，儘管她的英文有時聽起來模糊不清。 29

布瑞頓在日記中記載首演非常成功，但是他認為這些曲子離成熟之作還相
差得遠。而他也於同年十二月十日寫信給蘇菲，感謝她為他演唱這首曲子，
以及所提供的任何幫助。 30

29

“Rehearse at BBC. in afternoon. At the Contemporary Concert at 9.00 odd I play the
piano part of my ‘On this Island’ songs (Vol. I)—with Sophie Wyss who sings them
excellently—tho’ her English is obscure at times.” 引述自 Mitchell, 146.
30

Donald Mitchell and Philip Reed, 533.
12

《在這島上》樂曲分析
第一曲〈讓這華麗的樂音讚頌〉
〈讓這華麗的樂音讚頌〉是一首對比性極為強烈的作品，其詩詞內容
有兩段，第一段是描述詩人極為愛慕的人，在詩人內心是極其高貴，值得
萬物讚頌，而愛的光輝又是極其榮耀的，但在第二段中，愛的誓言終究不
敵死亡。布瑞頓在這首作品以兩個調性來呈現出對比，首先他選擇以明亮
的 D 大調為主調，一開始在鋼琴部分即以華麗的十六分音符揭開序幕，引
導出嘹亮如號角聲的聲部，以一連串標上強音記號的四分音符模仿小喇叭
嘹亮的吹奏聲，並且與詩句中的「讓這華麗的音樂讚美，用那長笛與號角
聲」（Let the florid music praise, The flute and the trumpet）緊密結合，表達
出詩人對愛人莊嚴肅穆的高貴讚美（譜例 1）
，作曲家反覆此音型並僅以八
度 D 音支撐旋律，一直持續達二十一小節。
【譜例 1】 〈讓這華麗的樂音讚頌〉，第 1–7 小節。

布瑞頓將此曲分為 A、B 兩段，兩者由過渡樂段連接（表 2），在 A 段
中有許多以戰爭來象徵愛情力量的比 喻，詩人以「城堡」（citadels）、「征
服」（conquest）、「偉大的旗幟」（imperial standards）、「照耀」（shin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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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詞句象徵愛人的美好與愛情的力量。當歌詞闡述著「她那偉大的旗幟飄
飛著」（Her imperial standards fly）之處，布瑞頓在「飛舞」（fly）這個字
以向上大跳八度來詮釋出旗幟在空中飛舞的畫面，緊接著「讓炎熱的太陽
繼續發光」（Let the hot sun shine on），聲樂承襲前一段鋼琴的十六分音符
上下流動的旋律線，鋼琴則以敏捷又生氣勃勃的節奏烘托，作曲家在此處
標明「感情奔放地」（con bravura），以歌詞 ”on” 唱出炫技式的花腔旋律
（第 22-28 小節）
，全句長達七小節，曲調旋律上下起伏，由「d’’」上升至
「a’’」，再下降至升「c’」，而後向上攀升至「g’’」（譜例 2），猶如太陽綿
延不絕繼續發光的禮讚，詩人以飄舞的旗幟和太陽發光來比喻戀慕之人臉
上的光輝與溫暖。而在和聲上，從主音、下中音、下屬音，由鋼琴低音支
撐與旋律線呈反向進行（第 26-28 小節），至屬和絃上達到最高點（第 29
小節）
，並在旋律線部份使用先現音再回到主調上，布瑞頓以現代和聲語法
烘托巴洛克時期華麗炫技式的旋律，展現出二十世紀新古典主義的曲風。
A 段結束旋即進入過渡樂段（第 30-33 小節），鋼琴部分從 D 音級進攀升
至新調 G 小調後旋律隨即進入（33 小節第三拍）（譜例 3）。
【表 2】 〈讓這華麗的樂音讚頌〉之拍號、調性、曲式
曲名

Let the florid music praise

拍號

4/4 拍

調性

D 大調→G 小調

曲式

二段體：A（第 1-30 小節）、過渡樂 段（第 30-33 小節）、B
（第 34-59 小節）

【譜例 2】 〈讓這華麗的樂音讚頌〉，花腔樂句，第 22–2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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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3】 〈讓這華麗的樂音讚頌〉
，過渡樂段進入 B 段，第 31–34 小節。

B 段的伴奏型態與 A 段有著截然不同的風格，此段的鋼琴伴奏，低音
部分使用二分音符加上四分音符的節奏型貫穿全段，形成一頑固節奏（譜
例 4）
，此手法是巴洛克時期常使用的作曲技巧，布瑞頓模仿此手法，在調
性色彩幻變下，增加許多和聲外音，然而主調 G 音仿如一持續音一直出現，
呈現出新古典創作語法。詩人在此段以極為憂傷的心情陳述即使是高貴榮
耀的愛，終究不敵死亡的招喚，最後愛的誓言終將破碎，此時歌詞以「不
被愛的」
（unloved）
、
「哭泣的」
（weeping）
、
「不可赦免的死亡」
（unpardonable
death）、「背棄誓約」（my vows break）等沉痛的詩句來表現挫折的心，樂
曲在此處也從 D 大調轉至 G 小調，並使用六四拍來表現詩人哀傷的心情，
與 A 段呈現強烈的對比。當歌詞闡述著「不可赦免的死亡」
（ To unpardonable
death）時，布瑞頓以三度音程關係的曲調，詮釋不可赦免的語氣（譜例 5）。
此 首 樂 曲 在 詩 詞 上 以 榮 美 對 照 死 亡 ， 音 樂 上 AB 兩 段 迥 然 不 同 的 表 現 手
法，都展現出二元論的理念。
【譜例 4】 〈讓這華麗的樂音讚頌〉，B 段伴奏型態，第 34–36 小節。

【譜例 5】 〈讓這華麗的樂音讚頌〉，三度音程關係，第 48–49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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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曲〈此刻枯葉紛然落下〉
奧登在詩集《看阿，陌生人！》中指出這是一首陰沉憂鬱的抒情詩，
內容赤裸裸地描述出一九三 Ο 年代中期英國的政治與衰退。 31 全詩包含
了五節四行詩，曲子一開始由 F 小調五級展開四個安靜且深刻的和絃，旋
即進入主調 F 小調。整首歌曲可分成由前兩節四行詩組成的 A 段、第三、
四節四行詩組成的 A’段及最後一節四行詩組成的 B 段（表 3）。A 段的旋
律結構大部分以十六分音符上下起伏的音型組成，以模進的方式形成相當
規律對稱的樂句，勾勒出落葉紛飛的情境，而在鋼琴部分亦以獨特的手法
呈現，右手是八分音符的重複三和絃，左手則是以 C 音與 F 音的八度次斷
音（kezzo staccato）來描述樹葉的掉落（譜例 6），充分烘托出聲樂旋律的
意境，同樣的音型一直持續到 A’段結束。
【表 3】 〈此刻枯葉紛然落下〉之拍號、調性、曲式
曲名

Now the leaves are falling fast

拍號

4/4 拍

調性

F 小調

曲式

三段體：A 段（第 4-13 小節）、A’段 （第 14-24 小節）、B
段（第 25-33 小節）

【譜例 6】 〈此刻枯葉紛然落下〉，第 4–5 小節。

A 段由兩節四行詩組成，第一節的歌詞內容藉由秋天落葉的景象，象
徵英國漸漸失去昔日的興盛光輝而開始衰微，第二節的歌詞內容描述出英

31

Boaz,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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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似乎暗中受到同盟國不友善的攻擊。32 布瑞頓將這兩節四行詩以幾乎完
全相同的旋律表現，只有在第二節四行詩的最後一句「孤獨地停在分開彎
曲的兩膝上」
（Lonely on the separate knees）有不同的修飾，此樂句從「g’’」
向下進行，描述出人向下屈膝的動作（譜例 7）。
【譜例 7】 〈此刻枯葉紛然落下〉，第 12–13 小節。

布瑞頓在此首樂曲使用一種特殊的手法，在聲樂與鋼琴使用同音但不
同升降記號的不協和音響，他在聲樂旋律線上會標示出具提醒作用的臨時
記號，指示演唱者明確地不受鋼琴的臨時記號影響（譜例 8）
，全曲有多處
同樣的創作手法（第 5、6、10、16、17、22、31 小節）。
【譜例 8】 〈此刻枯葉紛然落下〉，第 16–17 小節。

A’段如同 A 段包含兩節四行詩，分別為詩詞的第三節與第四節，第三
節的內容是描述在上位者欺騙人民的忠誠，瘋狂效忠領袖的結果究竟得到
什麼代價，而那些在戰爭中失去生命的人，生命的意義到底何在；第四節
則以童話故事來烘托出英國的景況，在童話故事中常以夜鶯與天使來比喻
仙女救星，總會在最危急的時候出現，但此處的詩詞卻敘述了在沒有樹葉
的森林中，巨人來搶奪他們的食物，在這樣的困境夜鶯卻不再歌唱，天使
也不再出現，藉此來表現英國冷上加霜的處境。此段旋律結構亦是以十六
分音符上下起伏的音型組成，第三節以和 A 段相同的旋律展開，但到了第
32

十九世紀英國是新帝國 主義的代表，政府加上大資本家往 外侵略擴展 殖民地，而
在第一次世 界大戰時期 ，英國開始 走下坡，由 美國開始取 代英國在國 際上的領導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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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句就開始偏離了原來的旋律走向，布瑞頓在第三節的第二、三、四句以
相同的旋律表現，僅以鋼琴和聲的變化來進行，但此手法卻更增強了凝聚
力與前進感，醞釀氣勢至第四節歌詞的「饑餓地耐過這片無葉的樹林」
（Starving through the leafless wood）以強音爆發出來，作曲家用主調下行
音階來描述詩詞中的「飢餓」
（starving），而當歌詞敘述夜鶯與天使之時，
旋律線往上升至降「b’’」藉以描述兩者都立處於高處，尤其在闡述「天使
不會來」（And the angel will not come）時，旋律滯留於「g’’」上更長達七
拍（譜例 9）
。布瑞頓擅用音畫手法，全曲以節奏音型及音域的變化生動地
刻畫出落葉、飢餓、夜鶯及天使等不同景象。
【譜例 9】 〈此刻枯葉紛然落下〉，第 22–24 小節。

激昂的 A’段過後，經過延長的休止符使一切回覆平靜，進入了最後的
B 段，此段的內容是描述英國所面臨的困難就猶如一座山峰矗立在前，但
同樣地也是由於有這座山才會有瀑布，而這瀑布是祝福的象徵，詩人在此
勉勵英國將危機化為轉機，重拾盼望繼續向前邁進。布瑞頓在此巧妙地將
序奏中的四個和絃嵌入鋼琴伴奏，聲樂以八度大跳行進的旋律線（譜例
10）
，呈現出平靜寬廣的樂感，而最後的小尾奏作曲家改變速度，在樂譜中
標上「更緩慢」
（Piu lento），並將主題第一句的旋律音值加長（譜例 11），
在極其圓滑與張力的效果下結束全曲。
【譜例 10】 〈此刻枯葉紛然落下〉，八度跳進旋律線，第 25–2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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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11】 〈此刻枯葉紛然落下〉
，增長第一句旋律音值，第 30–33 小節。

第三曲〈海景〉
〈海景〉的原詩標題為「在這島上」
，布瑞頓以「海景」這個標題取代
原本的，而將整部歌曲集冠上「在這島上」這個標題，並且此首樂曲的第
一句就是以詩集的名稱《看阿，陌生人！》（Look, Stranger!）作為開始，
其內容是敘述一個陌生人在島上所看到的海景。 在布瑞頓眾多的連篇歌曲
集中，
《在這島上》可謂是最具傳統和聲的作品，其中尤以此曲為代表。此
闕詩每行的長度是不一致的，並且韻腳的型態也不規則，就作曲的角度來
說是非常具挑戰性的，然而布瑞頓卻能運用精簡的主題素材，豐富地勾勒
出奧登詩中的海景意象。此曲的曲式結構為三段體（表 4）
，與原詩的三個
段落相同，曲子一開始，布瑞頓在鋼琴低音部分使用由 C 至降 B 五個音的
頑固音型（譜例 12），右手則以快速搖擺的十六分音符進行，形成有如波
浪似的音型，藉以描述連續不斷的浪潮。在每個波浪音型都有一個低音持
續音作支撐，為漂浮不定的波浪音型建立了強固的調性中心，作曲家以此
伴奏音型在 A 段中反覆進行，是頑固音型的創作手法。
【表 4】 〈海景〉之拍號、調性、曲式
曲名

Seascape

拍號

4/4 拍

調性

C 大調→B 大調→C 大調

曲式

三段體：A（第 1-16 小節）、B 段（ 第 17-36 小節）、A’
段（第 37-60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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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12】 〈海景〉，A 段鋼琴伴奏，第 1-2 小節。

除了用鋼琴伴奏來鋪陳出海潮的景象之外，布瑞頓在歌詞與音樂也作
了巧妙的結合，在 A 段的第二行歌詞「如同令人欣喜跳躍的光芒」（The
leaping light for your delight discovers）
，他以大跳八度來展現歌詞中的跳躍
（譜例 13）。歌詞繼續闡述著「穩穩地站立在此，沉默寂靜」
（Stand stable
here, And silent be），此處在奧登的原詩中將這短短的兩句分成兩行，布瑞
頓將此兩行以相似的節奏與樂句型態結合成一大樂句（譜例 14），保留了
奧登將之分開的原意。緊接著「劃過耳畔，聽來有如溪聲潺潺」
（ That through
the channels of the ear, May wander like a river），此處鋼琴呈現八度相同的
旋律動線，與聲樂曲調緊緊相扣，兩者融合為一，就有如一條蜿蜒的河流，
而快速的十六分音符宛如流動的流水（譜例 15）。
【譜例 13】 〈海景〉，第 3-5 小節。

【譜例 14】 〈海景〉，第 8-11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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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15】 〈海景〉，第 12-13 小節。

音樂進入 B 段後，開始描述海的千萬風情，在整個 B 段中鋼琴以兩種
伴奏型態交錯呈現：一是大塊和絃式的切分音型（譜例 16），另一則為頑
固音型加上反覆三度音的十六分音符（譜例 17）。在布瑞頓的歌曲中，切
分音的使用是較為罕見的，此處使用和絃式切分音型詮釋出波濤洶湧的擊
打聲。
【譜例 16】 〈海景〉，B 段伴奏切分音型，第 18-20 小節。

【譜例 17】 〈海景〉，B 段伴奏頑固音型與反覆三度音的十六分音符，第
27-28 小節。

如同在 A 段中使用大跳來表現詩詞欲表達的雀躍之情，布瑞頓在 B 段
中的「當灰白色的岩壁被海濤所吞沒」（Where the chalk wall falls to the
foam）處，他以由上而下橫跨大九度的曲調音程來捕捉高聳的岩壁，緊接
著他在「拉扯」
（pluck, 第 25 小節）
、
「敲」
（knock, 第 26 小節）這兩個字，
以標上強音記號的八分音符跳音與八分休止符，提高擊打的樂感，使歌詞
與曲調的韻律融合為一（譜例 18）。歌詞繼續闡述「海鷗於陡峭面，稍事
21

棲息」
（And the gull lodges, A moment on its sheer side）處，布瑞頓在降「e’’」
上以音值減值的同音反覆手法，營造出流動的感受，隨即從「g’’」以快速
的十六分音符下降至「g’」，生動地刻畫出斷崖的陡峭（譜例 19）。布瑞頓
在整個 B 段引用 A 段的頑固音型加以發展，特別是在最後要接入 A’段時，
將頑固音型作了最戲劇性的表現，他以標上突強記號連續上升的迴音音
型，攀升至極不和諧的音群達到全段的最高點，旋即又以同樣的音作力度
的減弱，最後在 G 音上以八度音漸次消失（譜例 20），接入 A’樂段的「遠
方船隻看似漂浮種子」
（Far off like floating seeds the ships）
，彷彿島上陌生
人的視野從澎湃海景漸漸轉換遙望遠方的船隻般。
【譜例 18】 〈海景〉，第 21-26 小節。

【譜例 19】 〈海景〉，第 30-32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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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20】 〈海景〉，A 至 B 過渡樂段，第 33-36 小節。

最後的 A’段雖在伴奏型態上亦使用頑固音型，但隨著詩詞將焦點放向
遠方，布瑞頓以弱音記號且較寬廣的音域來表現遠眺平靜的海面。在詩詞
上布瑞頓仍作了很有特色的處理，如最後一字「漫步」（saunter），他以 C
大調主和絃的琶音下行，詮釋出從容的步態（譜例 21）。布瑞頓將結尾的
部分延伸擴展，鋼琴從 G 音經 A、B 至降 B 音的低音旋律與聲樂旋律線相
同，由鋼琴先出現，待奏至降 B 音時聲樂旋律接進來，鋼琴又再重複此旋
律線條，兩者互相交錯創造出部份重疊的效果（譜例 22），呈現出海浪一
波接著一波的景象，彼得．伊梵斯曾指出「此曲的聲樂線條與低音聲部展
現出簡單的架構，具強烈的線條組織與大膽而精巧的踏板。」33 曲末作曲
家以力度的遞減與累進的音值，漸次消失於 A 音，最後才平息於主音 C 上。
【譜例 21】 〈海景〉，第 53-54 小節。

33

“vocal line and bass reveal a simple framework, strong in linear organization and
bold in the elaboration of pedals.” Peter Evans, The Music of Benjaminn Britt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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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22】 〈海景〉，鋼琴與聲樂旋律交錯，第 55-56 小節。

第四曲〈夜曲〉
〈夜曲〉在整部歌曲集中，無論詩作或歌曲，都是最早完成的，也是
唯一不是選自於《看阿，陌生人！》這本詩集的作品，其內容是以一個旁
白者的角度描述夜晚的情景。奧登在此闕詩上充分顯露出詩節相似的節
奏，在每節六句的詩中更是幾乎由三組對句組成，對句所形成的雙韻讓全
詩 讀 來 富 有 韻 律 之 感 ， 因 此 布 瑞 頓 在 此 曲 打 破 了 前 三 首 使 用 4/4 拍 的 慣
例，而選擇能表現出語調曲折變化的 6/4 拍，以莊嚴且從容不迫的旋律來
詮釋歌詞。猶如〈急落的枯葉〉與〈海景〉以精簡素材來製造效果的手法，
此首〈夜曲〉更是將此手法發揮得淋漓盡致，全曲可分為四段（表 5），前
面兩次 A 段的呈現完全相同，連力度記號的標示都一樣，而 A’段是使用 A
段的片段在不同的音高上重覆出現，在最後的 B 段除使用了大量的同音反
覆外，也繼續使用 A 段的主題材料，並在聲樂與鋼琴部分交替使用，布瑞
頓以單調的主題素材來描繪出夜的深沉與寧靜，但卻又能將此主題素材出
色地在四個樂段呈現出來，在靜態中創造出多變性。
【表 5】 〈夜曲〉之拍號、調性、曲式
曲名

Nocturne

拍號

6/4 拍

調性

升 C 小調

曲式

四段體：A 段（第 1-19 小節）、A 段 （第 20-37 小節）、A’段
（第 38-51 小節）、B 段（第 52-76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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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鋼琴以連續三個升 C 小調主和絃營造出深沉寧靜的情境，旋律
隨即以貫穿全曲的音型進入；上升的琶音音型緊接著迂迴的下行音型，而
鋼琴則以塊狀的三和絃與加入不和諧音的三和弦進行（譜例 23）。在這緩
緩上升又下降的旋律音型中，彷彿是夜晚進入夢鄉者沉穩又平靜的呼吸，
而鋼琴始終如一地重複著附點二分音符，猶如搖籃曲般地安穩，又似是鐘
擺連續不斷的滴答響聲。此首兩個 A 段雖然在音樂上完全相同，但卻都能
緊緊扣住不同詩詞的本質，第一句「暗夜悠悠輕撫」（Now through night’s
caressing grip）
，此處琶音音型彷若是夜晚靜悄悄的腳步悠然漫過；而第三
句的「滑落出中國海角」
（Capes of China slide away）
，原是主調升 C 小調，
但最後卻轉至 E 小調，是此曲首次轉調之處，與歌詞中的「滑落」（slide）
相呼應。在第二個 A 段中，歌詞闡述「此時衣衫襤褸的浪人悄悄到來」
（Now
the ragged vagrants creep），同樣的琶音音型似是浪人蹣跚的步伐，緊接著
「爬進彎曲坑洞進入夢鄉」（Into crooked holes to sleep），下降的迂迴音型
恰如浪人蜷曲著身子，躲入坑洞歇息的模樣；歌詞繼續闡述「不論正直與
否，不分善者惡人」
（Just and unjust, worst and best）
，作曲家在此處的琶音
音型標上更強的力度記號，在音高及力度上有力地強調出「不論正直與否，
不分善者惡人」的語氣，而下一句「入眠後階層一律平等」（Change their
places as they rest）的下降音型也和身體躺下入眠的形象極相似。
【譜例 23】 〈夜曲〉，第 1-7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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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A’段，聲樂部分一開始仍自主調升「c’」以琶音音型向上，但卻
停滯在 B 音，而非主音升 C 上，作曲家在此以連續的琶音音型向上攀升，
以模進的手法連續地在 B 小調、D 小調、F 大調等遠系調上探索，調性失
去 穩 定 性 ， 模 進 層 層 堆 疊 ， 直 至 「 襤 褸 的 乞 丐 能 娛 樂 」（ And the beggar
entertains）發展成主調同音異名的平行調降 D 大調（譜例 24），成為全段
最高潮之處，但又旋即接入迂迴的下行音型，調性再度游移不定，旋律最
後漸漸平息於中央 C 上，悄悄為即將展開的 B 段作預備。此段歌詞意涵乃
描述夢境不真實的情景：亮麗自信的裸體能站立在人群面前、輸了賭注的
賭徒能贏回賭局、襤褸的乞丐有錢娛樂，在這些幻想著能扭轉命運的白日
夢中，布瑞頓使用一連串的上行模進加深人類的渴求，但愈來愈激昂的語
氣卻又是對這些幻境道出刺耳的真實世界。接著，布瑞頓以下行音型削弱
力度，娓娓道出「但願睡眠治療力量延伸，經過這個時段傳至我們的朋友」
（May sleep’s healing power extend, Through these hours to our friend），溫
柔地安慰著幻滅者的心。
【譜例 24】 〈夜曲〉，第 38-46 小節。

最後 B 段的前三行詩詞，布瑞頓既沒有選擇和 A’段相同的模進手法，
也沒有截取原始的主題素材，以 A’段的最後一音中央 C 譜出朗誦式的同音
反覆旋律長達八小節（第 52-59 小節）
，多納．米歇爾認為他這樣的手法是
26

「謹慎地處理這段極具挑戰的詩作，既不企圖去抑制這些字，也不再繼續
擴大發展。」34 這些詩詞將夢境中會教人害怕的事物一一列出，包括被敵
人追趕，或被器械、動物所傷，亦或是妖魔鬼怪等等，在屬於中低音域的
中央 C 上來陳述這些詩詞予人不寒而慄之感，而同音反覆的旋律強調出極
具張力卻又無法往前邁進的前進感，就有如惡夢者不間斷的掙扎，在「或
是令人作嘔的妖魔鬼怪」（Or revolting succubus）之前的休止符（第 56-57
小節），可謂是陳述者即將說出可怕的事情之前，令人屏息的暫停。
接下來的「寧靜至破曉，讓他睡去」
（Calmly till the morning break, Let
him lie），曲調旋律又回到如樂曲開始的琶音形式，由「c’」至升「g’’」音
橫跨十二度，音高達到全曲的最高點（譜例 25），布瑞頓於此標明「富於
表情地」
（con espansione），是極具戲劇性的長樂句，如此擴展主題旋律的
手法幫助了全曲轉回升 C 小調上，同時也意味經過整夜的寧靜，破曉在即，
睡夢者即將甦醒，與詩詞的陳述相結合，彼得．伊梵斯對此提出「是整部
作品中運用轉調手法最成功之處。」35 在全曲最高潮之後，鋼琴首次改變
伴奏型態，以主題材料中迂迴的下行音型承接剛才的旋律線，最後聲樂再
現鋼琴的曲調，小聲地唱出「然後輕輕醒來」
（Then gently wake）
（譜例 26）
，
曲末以標準的終止式作結，象徵睡夢者終於甦醒，而新的一天也就此展開。
【譜例 25】 〈夜曲〉，第 61-65 小節。

34

“A discreet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neither an unworthy attempt to suppress the
words, nor, with exaggerated idealism, does it set out actually to promote them.”
Donald Mitchell, Britten and Auden in the Thirties: The Year 1936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0), 151.
35

“The most transfiguring modulation in the whole work.” Evans,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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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26】 〈夜曲〉，第 66-72 小節。

阿爾諾德．惠泰曾指出此曲「憂鬱而典雅的音樂充滿著奇想，完美地
與奧登嚴謹卻富於幻想的詩篇相稱，其涵意在圓滑流暢的韻律中與個別的
字詞及樂句是一樣多的。」36 此曲充分表現出巴洛克初期卡契尼單音調的
創作手法，包括使用六四拍的節奏、和絃式的伴奏型態，以及能夠清晰反
映出歌詞色彩的表現力，再次展現布瑞頓深受巴洛克技法的影響。

第五曲〈美滿如往常〉
布瑞頓於一九三七年十月的日記中寫著「十月九日：寫了一首彼得．
布拉的短小歌曲〈尚未夏季〉，以及另一首較長的奧登的作品〈美滿如往
常〉。」 37〈美滿如往常〉是此部歌集的最後一首，且與前四首歌的風格迥
異，阿爾諾德．惠泰對此首歌曲提出這樣的看法：

36

“The somber elegance of the music has a ‘conceit’ perfectly appropriate to Auden’s
restrained yet fanciful verse, in which the ‘meaning’ is as much in the metrical smoothness
as in the sense of individual words and phrases.” Arnold Whittall, The Music of Britten and
Tibb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3.
37

“October 9: writing songs—one little one of Peter Burra’s [‘Not even summer yet’],
& a longer one (As it is plenty) of Wystan’s.” Donald Mitchell and Philip Reed, Letters
from a Life: The Selected Letters and Diaries of Benjamin Britten 1913-1976, Vol. 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511.
28

至於最後一首作品企圖要展現的流行風格，看來似乎是未成熟的錯估。它呈現
出布瑞頓發現在簡單的形式中使用流行風格會比在嚴肅的作品要容易得多—除
非我們對他的民謠是界定在「流行」裡面，這已然成為他豐富的構思來源，然
而在這商業性質的背後，以摩登的形式來表現已失去了民謠的吸引力。 38

然而多納．米歇爾卻抱持不同的觀點：
很明顯地〈美滿如往常〉是屬於歌舞樂類型的歌曲，但在風格上的運用是不同
且新穎的。流行歌曲的特色是很技巧性地被引起與使用，為要削減詩的價值，
而顯露出其平易近人的風格。 39

兩者雖對這首作品持有不同的評價，但由這些觀點可以窺知這首作品與前
面四首有著不同的元素，這是一首帶點爵士風格的歌曲，在狂放俏皮中兼
具挖苦似的黑色幽默，奧登創作這首詩不像前面幾首對詩韻的統一那般講
究，乃是依賴節奏來創作，故此詩充滿精簡的短詩句，在用語上也以方言
口 語 來 陳 述 ， 沒 有 太 多 意 象 的 描 寫 。 此 闕 詩 原 標 題 是 「 他 的 優 越 」（ His
Excellency），其內容是諷刺二十世紀現代人的生活，抨擊在這個追求物質
生活富裕的社會中，愛的可貴已不受到人們的重視，在這些詩詞上呈現出
當時中產階級約略的生活點滴，汲汲於功成名就的人心，還沾沾自喜地自
我滿足，然而人們卻從不客觀地好好體察在他週遭的世界。40 奧登在早期
是社會主義的奉行者，41 崇尚馬克思主義和弗洛伊德主義，在他的作品中
有大量社會題材的詩，以左傾觀點分析社會和政治問題，而在此首作品中，

38

“As for the attempt at a popular style in the last song, this may now seem like one of
the miscalculations of immaturity. It shows that Britten was likely to find it easier to be
simple than to use popular idioms in his ‘serious’ compositions—unless in ‘popular’ we
include folk songs which became so fruitful a source of ideas for him after the commercial,
modern manifestations had lost their appeal.” Whittall, 44.
39

“Clearly it [As it is, plenty] belongs to the same genre [cabaret songs]；but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style is different and new. A popular song idiom is skillfully evoked and
used in order to damn the false values the poet recites, while itself escaping triviality.”
Mitchell, 148.
40

Virginia Lile Boaz, “A Performer’s Guide to Benjamin Britten’s On This Island,
Opus 11” (DMA dis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0), 178-9.
41

奧登與布瑞頓同是社會 主義的奉行 者，但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奧登移居 美國後，思
想漸趨保守，開始對社 會主義是否 能真正解決 問題感到懷 疑失望，而 奧登最終轉 向宗教
神學，而布瑞頓還是社會主義的奉行者，以致於兩人因彼此理念不合而漸行漸遠。
29

他以詼諧的筆調，表達出對當時整個大環境的不以為然。
〈美滿如往常〉的曲式結構為三段體（表 6）
，全曲旋律幾乎是由附點
節奏所構成，活潑躍動的曲調動聽易記，布瑞頓以歌曲旋律中的附點節奏
加上正規拍的伴奏型態，兩者巧妙融合呈現出爵士風格的特色，並且在音
響上亦使用和絃外音，增添爵士風格的音響色彩（譜例 27）。A 段中描寫
了許多令中產階級感到優越的事物，一開始就一個一個地列出他們所擁有
的東西，包括活潑的小孩、一部好車、竭誠奉獻的妻子，都是他辛勤工作
與向銀行貸款所獲得的，接下來詩人諷刺地描述他努力追求的報酬就是頭
髮愈來愈稀疏，忙碌的生活令他態度冷漠對人無禮，然而人們覺得應該要
對這一切獻上無限感恩。
【表 6】 〈美滿如往常〉之拍號、調性、曲式
曲名

As it is, plenty

拍號

2/2 拍

調性

D 大調→G 大調→D 大調

曲式

三段體：A 段（第 1-15 小節）、B 段 （第 16-29 小節）、A’段
（第 30-49 小節）

【譜例 27】 〈美滿如往常〉，第 1-3 小節。

在音樂上，布瑞頓除了以爵士詼諧戲謔的風格來展現之外，還運用了
許多不規則的重音記號來增加效果，彼得．皮爾斯曾說「這些不規律的重
音反映出虛假的感情，而蓄意表現出隨意且唐突的旋律則與詩中所描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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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劣相稱。」42 在 A 段中就出現很多的重音，首次是出現在「豐富」
（plenty）
上，諷刺故事主人翁的生活是有多麼充足而美滿，接下來出現重音的字是
「快樂」（happy）和「車子」（car），對這些很快就如過往雲煙的事物，強
調出主人翁辛勤追求的徒勞無益，而在妻子的「奉獻」（devoted）這個字
上加上重音，作曲家尖酸地諷刺其裝模作樣的表象，另外在「工作」
（work）、「銀行」（banks）、「稀疏」（thinning）等字上，也都以重音來強
調主人翁的付出，然後在音高逐漸攀升，力度逐漸增強的樂句中，道出「令
他的頭髮稀疏，心態傲慢」
（Let his thinning hair, And his hauteur），強調出
這是主人翁所獲得的，最後的「感恩」（give thanks）都標上重音並重覆兩
次，加強諷刺而不解的語氣。A 段至 B 段的鋼琴間奏承襲了歌曲旋律的附
點節奏，在這段過門中自然地將調性從原本的 D 大調轉至 G 大調，展開 B
段。
B 段中的旋律線仍是清晰分明的附點節奏，讓詩詞顯得獨立而有力，
不協和音依然在聲部與鋼琴間大量使用，這些不協和音通常是第二、四音，
偶有第七、六音出現（譜例 28），這些和絃營造出不和諧的氛圍，為曲子
增添了許多反諷的色彩。此段描述主人翁在青春年少時也曾有過許多理
想，然而歷經現實社會的洗鍊，理想幻滅，只能順應著大環境的模式，為
著無意義的責任生存。布瑞頓在此段不像 A 段使用那麼多重音，只有在「愛」
（love）、「不妥協」（intransigent）、「忘記」（forget）上使用，並且在「忘
記」（forget）這個字上，音高向上一連堆疊三次，並且在聲部和鋼琴交錯
的旋律中，使用附點節奏中的十六分音符來製造倚音的效果，當歌曲旋律
停留在升「f ’’」上，鋼琴以附點節奏向上攀升，在升「f ’’」的延長記號後，
旋律又再現倚音，回到此處 A 大調的屬音「E」上，鋼琴此時以由下往上
滑奏的方式，以漸弱效果雲煙似地結束 B 段（譜例 29）。

42

“The false accents reflect the falseness of the sentiments, and the deliberately pert
tune fits the cheapness of the story.” Boaz,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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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28】 〈美滿如往常〉，第 20-21 小節。

【譜例 29】 〈美滿如往常〉，第 26-29 小節。

A’段的內容是敘述主人翁所擁有的東西持續地增加，但他的自我價值
卻一直磨損，當他愈富有，同時就離年少時的理想多遠，詩人挑戰主人翁
在為自己的功成名就自鳴得意時，也應該仔細地想想自己失去了些什麼，
承認自己在外表上的成就愈來愈高，但是內心卻遺失了最重要的倫理道德
與人文素養，而失去了純真與行為準則，實在是生命當中最大的損傷。
此段的鋼琴部分，擴大了音域，以同樣加入不協和音的和絃與輕巧奏
的琶音作出不同的詼諧效果，並且在每一拍裡就使用倚音。布瑞頓將最後
一句的「這是極大的損傷，最末了」（The loss as major, And final）擴展得
很長，並在「主要的」（major）、「最終」（final）兩字上特別強調。在「主
要的」（major）這個字上，布瑞頓以裝飾性的效果在升「c’’」與「b’」上
遊走，仍是維持附點的節奏型態，但每小拍的重音效果與逐漸加強的前進
感，巧妙地詮釋出損傷的嚴重性。在這個裝飾樂句後，鋼琴隨即接入過門
性質的三連音旋律，布瑞頓以 E 為根音的屬七和絃，以反向進行至 D 大調、
G 小調、B 小調等和絃上，並且在這些和絃上也是使用反向的行進，此時
歌曲旋律中的「最終」
（final）與鋼琴相互交錯，在一次又一次的推進中增
加強度，到了第五次的「最終」（final），聲部與鋼琴一起齊唱出相同的旋
32

律線條，在這個大幅向上攀升的旋律中，將全曲推向最高峰，高潮過後倏
忽變弱，在鋼琴與聲部交替以弱音出現後，末尾鋼琴以突強的主音 D 大調
和弦，簡潔明亮地宣告整部歌集的終結（譜例 30）。
【譜例 30】 〈美滿如往常〉，第 43-49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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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這島上》雖不及他日後在歌劇與其他聲樂作品來得知名，但整部
作品已呈現出成熟的風格，這些歌曲使用了許多巴洛克時期的創作手法，
如第一曲〈讚美華麗的音樂〉就展現出受普塞爾的影響之深，使用華麗而
擴張的方式處理旋律，聲樂線條傾向於朗誦式而非抒情性，其他諸如生動
的音畫手法、單音調風格、頑固低音、主題擴張、減值手法、模進，都受
到巴洛克風格的影響。
在鋼琴伴奏部分，布瑞頓的手法並不是將和絃擴展成長而流動的線
條，而是以旋律動機與模進的方式來處理，他也使用許多不和諧音增添奇
特的音響效果，而身為二十世紀的作曲家，他亦企圖以歌舞樂曲（cabaret）
和爵士音樂的元素來捕捉流行歌曲的特色。布瑞頓的伴奏風格具多樣性，
在第一曲〈讚美華麗的音樂〉中，他以鋼琴華麗又深具氣勢的音響，鋪陳
出莊嚴輝煌之感，但慢板部分鋼琴的角色僅是維持複拍子的流動感，及饒
富多變色彩的音響，與聲樂之間趨於分離；第二曲〈此刻枯葉紛然落下〉
以鋼琴鋪陳出落葉掉落紛飛的情境；第三曲〈海景〉以波浪音型生動刻畫
拍打的浪潮，切分音型詮釋波濤洶湧的擊打聲響；第四曲〈夜曲〉的伴奏
並沒有隨著詩詞的意境作出特別的變化，但平穩而持續的伴奏音型為全曲
鋪陳出夜闌人靜的氣氛；第五曲〈美滿如往常〉中則是運用歌舞樂曲與爵
士音樂的元素，全曲以純粹的聲響與節奏來營造戲謔諷刺的效果。
有些評論家對於《在這島上》這部作品的評價並不高，僅止是布瑞頓
成功前未臻成熟的作品，麥可．甘迺迪曾指出「這些歌曲是首次為聲樂與
鋼琴寫的，它們並沒有合乎形式上的統一，常被誤稱為連篇歌曲。」 43 布
瑞頓在完成《在這島上》的歌曲後，還陸續擷取奧登的作品為之譜曲，他
原先的構想是欲將奧登的詩作譜曲分冊出版，44 所以在一九三八年十月出

43

“These songs are Britten’s first group with piano and often wrongly called a song
cycle, employing a formal unity they do not possess.” Boaz, 98.
44

這些作品包括了 1937 年 10 月 26 日作的〈屈膝 躺平於背上〉
（ To lie flat on the back
with the knees flexed）
、10 月 27 日作的〈夜掩蓋了堅實的土 地〉
（Night covers up the rigid
land）
，但是 這些曲子後 來都沒有出 版，只有〈魚 在平靜的湖 裡〉
（Fish in Unruffled L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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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在這島上》時，他在樂譜註上「第一冊」的字眼。就創作內容而言，
這部作品五首詩詞皆出自奧登之手，詩內容顯露現代主義的精神，與大多
數連篇歌曲所呈現的敘事性不同，而是著墨於心境與氣氛的對比。布瑞頓
在創作手法上則運用了巴洛克時期與當代音樂的元素，在調性安排上，布
瑞頓第一曲以 D 大調展開，最後一曲亦以 D 大調作結，更加鞏固整部歌集
的完整性，雖然在歌曲內容上並沒有強烈的關聯性，但布瑞頓將五首樂曲
集結冠上「在這島上」此標題出版，由這些因素看來，這部作品還是應以
連篇歌曲集視之。另外，這部作品也充分展現了布瑞頓將奧登詩中意象轉
化成音樂的熟練技法，音樂與詩詞的結合密不可分，相輔相成。
《在這島上》是布瑞頓為聲樂與鋼琴創作連篇歌曲集的試金石，在這
部二十世紀的作品中，布瑞頓傳承傳統語法，廣泛應用巴洛克音樂的創作
特色，進而創寫出其獨特的新古典主義聲樂作品，爾後他為聲樂與鋼琴創
作 的 連 篇 歌 曲 集 ， 如 ：《 米 開 朗 基 羅 的 七 首 十 四 行 詩 》（ Seven Sonnets of
Michelangelo ）、《 鄧 約 翰 神 聖 的 十 四 行 詩 》（ The Holy Sonnets of John
Donne），這些歌集能在他畢生作品中佔有重要地位，亦是奠基於《在這島
上》
，故此歌集的重要性是不容忽視的。布瑞頓對聯篇歌曲集的貢獻不僅為
英國現代二十世紀音樂留下豐富曲目，同時也在國際音樂的發展中，佔有
重要的一席之地。

一曲單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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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中文譯詞
1. Let the florid music praise

1. 讓這華麗的樂音讚頌

Let the florid music praise
The flute and the trumpet,
Beauty’s conquest of your face:
In that land of flesh and bone,
Where from citadels on high
Her imperial standards fly,
Let the hot sun
Shine on, shine on.

讓這華麗的樂音讚頌
笛子與喇叭啊
你臉上的美麗征服：
在塵世凡間的領土上
在高處的堡壘上頭
她那偉大的旗子飄飛著
就讓熱情的陽光
照耀著 照耀著

O but the unloved have had power.
The weeping and striking,
Always, time will bring their hour;
Their secretive children walk
Through your vigilance of breath
To unpardonable death.
And my vows break
Before his look.

喔 但那得不到愛的人已有力量
那些哭泣的人和那些衝擊損害
永遠地時間會帶來屬於他們的時刻
他們的私密孩子們
走穿越過你驚恐的呼吸
到達不可赦免的死亡
而我的誓言就此破碎
就在他的面前

2. Now the leaves are falling fast

2. 此刻枯葉紛然落下

Now the leaves are falling fast
Nurse’e flowers will not last;
Nurses to the graves are gone,
And the prams go rolling on.

此刻枯葉紛然落下
褓姆的花將不延續
這些墳墓的褓姆全走光
而那些嬰兒車持續走著

Whispering neighbours, left and right,
Pluck us from the real delight;
And the active hands must freeze
Lonely on the separate knees.

低語咕嚕的鄰居們 到處都是
把我們從真正的悅樂當中拔除
而這雙活潑躍動的雙手
就必須孤獨地停在分開的兩膝上頭

Dead in hundreds at the back
Follow wooden in our track,
Arms raised stiffly to reprove
In false attitudes of love.

在後頭 死了百計的生命
遵循了我們的足跡上頭的樹木
千萬隻手舉起生硬地指責著
以著那樣虛弱的愛的態度啊

Starving through the leafless wood
Trolls run scolding for their food;
And the nightingale is dumb,
And the angel will not come.

饑餓地耐過這片無葉的樹林
傳說中的侏儒巨人苛責他們的食物
夜鶯啞著嘴巴
天使也不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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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 impossible, ahead
Lifts the mountain’s lovely head
Whose white waterfall could bless
Travellers in their last distress.

冷漠 不真實 往前地
可愛的山頭就往前抬了起來
它的白色瀑布 能夠賜福
這些之前挫敗的旅人們
3. 海景

3. Seascape
Look, stranger, at this island now
The leaping light for your delight discovers,
Stand stable here
And silent be,
That through the channels of the ear
May wander like a river
The swaying sound of the sea.

看 這座島上 那個陌生人
如同令人欣喜雀躍的光芒
穩穩地站立在此
沉默寂靜
劃過耳畔
聽來有如溪聲潺潺
海潮漣漣

Here at the small field’s ending pause
Where the chalk wall falls to the foam,
And its tall ledges oppose the pluck
And knock of the tide,
And the shingle scrambles after the suck
-ing surf, and the gull lodges
A moment on its sheer side.

田野末端處
白堊牆塌落成泡沫
上層暗礁抵抗浪潮衝擊力
波濤一襲來
砂礫翻攪堆疊
海鷗於陡峭面
稍事棲息

Far off like floating seeds the ships
Diverge on urgent voluntary errands;
And the full view
Indeed may enter
And move in memory as now these clouds do,
That pass the harbour mirror
And all the summer through the water saunter.

遠方船隻 看似漂浮種子
身負各自任務 熙攘穿梭
此情此景
往事記憶倒帶
彷彿白雲紛飛
劃過港灣鏡面
海水間漫步從容度過夏日
4. 夜曲

4. Nocturne
Now through night’s caressing grip
Earth and all her oceans slip,
Capes of China slide away
From her fingers into day
And the Americas incline
Coasts towards her shadow line.

暗夜悠悠輕撫
滑過陸地海洋
溜出中國海角
白天就此到來
美洲進入夜晚
陰影籠罩海岸

Now the ragged vagrants creep
Into crooked holes to sleep:
Just and unjust, worst and best,
Change their places as they rest:

浪人衣衫襤褸悄悄來到
爬進彎曲坑洞 進入夢鄉
不論正直與否 善者惡人
入眠後 階層一律平等
37

Awkward lovers lie in fields
Where disdainful beauty yields:

情侶們靦腆臥於田野中
四周美景傲然

While the splendid and the proud
Naked stand before the crowd
And the losing gambler gains
And the beggar entertains:
May sleep’s healing power extend
Through these hours to our friend.

亮麗自信的裸體
能站立在人群面前
輸了賭注的賭徒能贏回賭局
襤褸的乞丐有錢娛樂
但願睡眠治療力量延伸
數更之間 傳至我們的朋友

Unpursued by hostile force,
Traction engine, bull or horse
Or revolting succubus;
Calmly till the morning break
Let him lie, then gently wake.

被敵人追趕
被器械、動物所傷
或是令人作嘔的妖魔鬼怪
寧靜至破曉
讓他睡去 自然醒來
5. 美滿如往常

5. As it is, plenty
As it is, plenty
As it’s admitted
The children happy
And the car, the car
That goes so far
And the wife devoted:
To this as it is,
To the work and the banks
Let his thinning hair
And his hauteur
Give thanks, give thanks.

美滿如往常
眾所皆知
孩子們欣喜快活
還有車 那部車
能夠跑很遠
犧牲奉獻的妻子
如同往常般
辛勤的工作和銀行裡的貸款
令他的頭髮稀疏
心態傲慢 對人冷漠無禮
人們對這一切感恩 再感恩

All that was thought
As like as not, is not;
When nothing was enough
But love, but love
And the rough future
Of an intransigent nature
And the betraying smile,
Betraying, but a smile:
That that is not, is not;
Forget, forget.

一切事先已有預想
相似之處 不同之處
當什麼都無法滿足
唯有愛 唯有愛
崎嶇的未來之路
不妥協的本質
不經意洩露的微笑
不小心展現的 笑容卻是真實
若是假的 真也真不了
忘了吧 忘了吧

Let him not cease to praise
Then his spacious days;
Yes, and the success

別讓他停止讚揚
往後來日方長
是的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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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him bless, let him bless:
Let him see in this
The profits larger
And the sins venal,
Lest he see as it is
The loss as major
And final, final.

讓他祝福 再祝福
讓他在這當中看到
輕重緩急
貪財罪孽
看到真實相貌
這是最大的損害啊
末了 末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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