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口述禹风 撰文何玉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近日推出
禹风的长篇小说《蜀葵1987》。禹风
上世纪60年代末生于上海市静安区，
毕业于复旦大学，后获得巴黎高等商
学院硕士学位，曾任报社记者、公司
高管。2015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
长篇小说《巴黎飞鱼》《静安1976》《假
面舞会》等。《蜀葵1987》是他的最新
力作，借由一位男生在时代变迁中的
感情纠葛，编织了一幅富有时代气息
的城市生活画卷。禹风说：“与上世
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不同，我想呈现
的是在那个时代处于青春成长期、而
后走向世界的一代人的记忆——记
录我们的时代，把城市写成故事。”

记录时代是我的责任
潜心写作“上海三部曲”

我出生在上海，从重点小学、重点
中学上到复旦大学。我曾留学巴黎，
在巴黎生活了几年，回国后又在北京
工作了几年。我迄今认真游历了五十
几个国家，几百个著名城市，我总拿我
见过的最好的标准来比照我的“母亲
城”。我觉得，记录我们的时代是我的
责任，我想把留在心中的城市印象写
成鲜活的故事。

我这几年在认真写作“上海三部
曲”，《静安1976》写了上世纪70年代

的故事，《蜀葵1987》聚焦上世纪80
年代，第三部《外滩1993》回眸上世纪
90年代。

好的小说就是讲故事，给读者带
来阅读的愉悦感，并让人体会到小说
的味道。《蜀葵1987》讲的是工人新村
的故事。那里从前是一片广阔无垠的
水稻田，市郊农民一代接一代种田，日
子无穷无尽。上世纪50年代，这里建
成了3万户工人住宅，曾是苏联工人
新村的翻版，是工人的乐园，工人的疗
养地。

工人新村曾出现在艾芜的《百炼
成钢》、胡万春的《钢铁世家》、周而复
的《上海的早晨》、唐克新的《曹杨新村
的人们》等文学作品中，那时候的工人
新村环境优美、光彩照人，是工人阶级
幸福生活的历史见证。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城市悄悄
发生着功能的变化——由生产到消
费。工人新村与市中心相比，毕竟缺
少商业区和餐饮休闲街，更不必提什
么大型的剧院、音乐厅、图书馆或重要
的文化古迹。在工人新村长大的年轻
人，越来越无法忍受这个地方的偏僻
和“土气”，越来越向往黄浦江、向往大
城市核心地带的“腔调”和“高级”。而
生活在工人新村的工人，慢慢成为老
龄化群体，这个居住区又涌入了许许
多多外来务工者。普通人的平淡日
常，他们的青春成长和市民气息，看似
游离于时代，其实无可避免地与时代

形成了共振。
工人新村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氛

围、景观、格局、生活习性，在《蜀葵
1987》中，秦陡岩、沈桐、丁芬芳、虹、
潘海礁、甘婷婷……这些年轻人诚挚、
纯真、喧闹的友谊，对于爱情的迷恋、
沉溺，对于未来生活和广阔世界的好
奇、渴望，那么多看起来极其平常、琐
碎、多愁善感的时刻，都凝聚成时间和
回忆的梦境。

我可能不太喜欢抛头露面、与人
交流，但我从前却当过十来年记者，每
天以“见面熟”为生，那会儿我的“演
技”有时也并不拙劣。写小说则类似
于脱掉层层冬衣、最终让自己无拘束
地钻进睡袋的感觉。

我没想过写小说的收益和进项，
就像经营植物园的人从不考虑以蔬

菜、水果牟利。写小说是迷人的工作，走
出孤独的写作有如离开海洋的航行。我
虽经长期努力，不曾变成讨众人喜欢的
角色。这一点我不但已经习惯，而且已
彻底放过自己。

写怀旧小说
还原当年的生活

《静安1976》被我定位为“怀旧小
说”，通过几名小学生的童年视界，怀念
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弄堂里小人物热
闹、局促、平庸的日常生活。
写这本书，我用了很多书面上并不

存在的上海方言，竭力想展示上海本地
语言的魅力，但是不懂上海话的人看不
懂，自然受到冷遇。经过好几次不情不
愿的修改，才有了刊登在《当代》上的版
本，南北方的读者终于都可以通过我的
文字潜入上世纪70年代的时空，呼吸一
番弥漫着法国梧桐叶子气味的往日空
气，隐约听见弄堂居民琐细的、老式样的
叹息。
《静安1976》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

东到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西至静安
寺愚园路，北起江宁路、陕西北路和武定
路交叉口，南止于延安中路四明村的长
方形区域内，正是如今上海最昂贵、最国
际化的中心城区。我写这部小说主要基
于不甘心，不甘心童年奔跑的天地改头
换面，不甘心那爱过笑过的时代再难追
回。我站在上海最豪华的恒隆写字楼窗
口眺望江宁路，口吐最鄙俗的市井粗话，
决心要用我的笔墨、我的夜晚复原静安
区旧日：那种钱还没到来的日子，那些没
见过钱的人，那些“我们”……
在写作技巧上，我比较注重实验性

和使用动词，语言上保持优雅，因为粗俗
是对中文的一种伤害。小说是否成功还
原了当年的上海生活，还需天南海北的
读者鉴定、评价。

阅读习惯与体会，也在指导着我的
小说创作。人生体验的积累、观察生活
也很重要。有一次路过一处建筑工地，
看到外来务工者正在喝老米酒，我上去
打招呼，他们热情地请我一起喝酒，我也
没有客气，后来这种场景也出现在我的
小说里。

写中篇小说《上海牛仔》，是因为我
忍不住想琢磨互联网时代的“新新人
类”，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网络的
力量让他们史无前例地亮丽光鲜，而小
说却能以一个字一个字的逻辑力量将其
凸显出来。因为小说能够还原情境并让
逻辑本身不受干扰地演进，从容见招拆
招，递出真相，给人一个了悟的终局。

作家塑造小说
小说也塑造作家

我喜欢的小说书单，包括《静静的顿
河》《2666》《挪威的森林》《红楼梦》《水
浒传》《名利场》《危险的关系》《战争与和
平》，以及海明威、马尔克斯、莫泊桑等人
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一些共同点：首先，
它们都是有难度的作品；其次，它们都是
不虚伪的作品；第三，它们都是从人生经
验中来的；第四，它们都很接近天籁。

我佩服海明威的中篇《弗朗西斯·麦
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海明威给我的
文学启迪是：写作是先去天地之间纵情
嬉戏，然后把怎么玩、玩得怎样报告给读
者。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以只露尖角的
“冰山理论”有节制地写；没值得大书特
书的，倒要事无巨细掰扯到纹理之间。
前者写人生，后者写生命。

我到过古巴，访问了海明威在古巴
的故居和他在二战中驾驶的侦察船，当
我在文字及遐思中拜访海明威，点上雪
茄，总有虚构的火花噼啪作响，他确定无
疑是我的个人路标。

越是读各国小说高手的作品，我越

想向海明威敬礼。也许是因为读了海明
威，我才克制住自己超人的胆怯，成为一
个潜水爱好者，潜入大海的深处，去接近
鲨鱼和潜流。你敢不敢面对面向狮子开
枪？海明威曾经这样诘问，不为创造什
么勇敢的人，只是挑战你敢不敢真正活
出一个人的样子。小说是作家塑造的，
同时也塑造作家，不能塑造自己的小说
恐怕终属无用，不要麻烦读者去读。作
家的三观和见闻最重要，没有真正的理
性认识，缺少人生体验的写作，终归是死
水微澜。
写作和阅读交织而行。我读过《战

争与和平》中、英文版，《危险的关系》中、
法文版，经典作品的母语原版一般语言
含蓄，暗示性强且更优雅，而翻译成中文
的作品表达比较直接显明。
我的休息方式就是在完成一个长篇

或几个厚实的中篇之后，一个人悄悄背
起装备，飞往某个海域。那里的大洋日
复一日等待着潜水者；珊瑚和鱼类日复
一日装饰着海下伊甸园。一个暂别电脑
键盘的人，揉揉劳累的眼睛，缓缓沉入巨
大的蓝色水晶，把陆地留在心里，仿佛此
身不在地球。
文学是人学，小说由人写。物以类

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作者属于什么样
的读者。每一部作品都有特定的读者
群，因此作者创作是一回事，读者多少是
另一回事，就像袁枚诗中所写的“苔花如
米小，也学牡丹开”，苔花固然没有牡丹
绚丽多彩，但是就有人会喜欢苔花。每
一部小说发表，就像每一朵花开放，至于
吸引多少蜜蜂，不是花应该考虑的问题，
花该开就得开。
好的小说，其实与好的诗歌、散文一

样，都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
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写出《静静的顿河》那
般重现历史的作品，比如写抗战，那就需
要搜寻大量的史料，需要过程中的努力
和运气，也需要文学创作的力量。

怀旧三部曲重回上世纪70、80、90年代

描摹普通人记忆中的生活画卷

讲述

在郭德纲的一个相声包袱里，张云雷被称
为“90后太平歌词老艺术家”。张云雷1992年
出生在天津市红桥区，因为打小后脑勺留着一
个“小尾巴”，所以小名和外号都叫“小辫儿”。
小时候吃过午饭，表姐王惠要去演出，经常骑着
自行车把张云雷带去“长寿园”剧场。张云雷有
时在前台，有时在后台，坐着小板凳，把演出从
头听到尾，时间久了，整段的京韵大鼓《宝玉探
晴雯》都能唱下来。
2000年，表姐把8岁的张云雷带到北京，

一边上学一边跟郭德纲学太平歌词、莲花落。
墙上贴一张纸，张云雷脸对着这张纸背贯口、唱
太平歌词，不许出错，纸上不能有唾沫。一段
《报菜名》，早上100遍，中午100遍，晚上100
遍。别的小孩儿都在玩儿，他在背贯口，不断地
重复。
张云雷学会的第一段相声是《九艺闹公

堂》。2002年北京大观园庙会，郭德纲带他和
另一名演员合说《训徒》，那是他第一次登台说
相声。2003年，张云雷正式拜师郭德纲，师父
告诉他：“你一定要尊重你的这身大褂，因为这
是你的饭碗，你唱太平歌词的御子就是你吃饭
用的筷子，你一定要对它好。”这句话张云雷一
直记在心里。
那时候郭德纲和德云社的相声、评书通过

网络传播，张云雷唱的太平歌词也流传开了。
2005年张云雷倒仓，他觉得自己高音上不去，
唱得也不好听了，没了自信，不顾表姐和姐夫的
劝阻，只身回了天津。他在台球厅帮人摆过球，
当过餐馆服务员，还当过电信业的客服，后来他
一个人偷偷回到北京，但忍住了没去找师父，而
是四处打工，晚上睡在麦当劳。
王惠找到张云雷，硬把他接回家。郭德纲

根据张云雷擅长唱的特点，教了他不少以唱为
主的段子。此时德云社已经火了，好几百号人，
环境变了，张云雷和郭麒麟两个人，每天起床后
就收拾东西去小剧场，晚上演完出，俩人找个地
方吃点儿夜宵，然后回家，觉得特别开心。
2011年德云社15周年庆祝演出，张云雷

再次登台唱了太平歌
词《白蛇传》。台下都
是老观众，都想看看
当年那个“小辫儿”现
在怎么样了，结果张
云雷染着黄头发、戴
着耳钉的形象让大家
大跌眼镜，但他一张
嘴，还是小时候的那
个味道。

好搭档难寻，长
达两年，张云雷都是
临时找搭档，场场都
换人。直到2013年，
他正式与杨九郎合
作。2017年，张云雷
在台上用吉他伴奏唱

了《探清水河》，被“粉丝”录下来发到网上，张云
雷终于火了。一年后，作为补位选手，张云雷、
杨九郎参加了第四季《欢乐喜剧人》，再次表演
了《探清水河》的舞台剧版。
张云雷说：“早些年没有人认识我的时候，

我在小剧场，我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说，大家
好，我叫张云雷，德云社的一名小演员，旁边这
是我的搭档杨九郎，外号‘一线天’。我在做着
我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我非常开心，我非常知
足。经历了这么多起起伏伏，一直到现在，张云
雷依旧是德云社的一名小演员，依然干着我所
爱的事情，我很珍惜，很感恩。”

学说话时开始听歌
小时候就能唱《青藏高原》

用张云雷的话说，他的音乐梦从“差不多听得
懂大人说话时就开始了”。他记得小时候，爸爸上
班时开一辆白色吉普车，车里每天都要放邓丽君
的歌。张云雷经常一上车就听到《小城故事》。随
着年龄的增长，他又开始接触到周杰伦、张惠妹等
流行歌手。

张云雷喜欢唱，他也发现自己演唱确实有特
长，无论是唱歌唱戏都不走调。家庭版卡拉OK
也成了他的爱好之一，《青藏高原》的高音他随便
能唱上去。他戏称，小时候上学没几个老师喜欢，
但音乐老师很喜欢自己。

他自小拜入郭德纲门下，因为嗓音条件最好，
又特别爱唱，郭德纲便给他的功课加入了更多鼓
曲方向的内容。在相声表演中，张云雷也是唱的
内容居多。“唱戏唱传统的东西我是很自信的，但
是真让我在相声中间唱首歌，我还是有点不自
信。”张云雷说，自己心里其实一直有唱歌的梦，但
真要把梦落实到现实中，还是需要有人给自己点
勇气，告诉他：你没问题，来吧！

经纪人助推了张云雷一把。他提议：“唱歌怎
么样？要不要跨界尝试一下？”但张云雷仍说自己
没信心。其实张云雷改编的《探清水河》已经红了
好几年，这段小曲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师父郭
德纲也放话同意让他“试试唱歌”。但真要跨界，
张云雷还是有些怯场。
“经纪人说：哥给你找好歌，咱试试。我说你

确定我能行吗？他说，你唱歌绝对没问题，你相信
我。”这样张云雷才下定决心。
《毓贞》是张云雷录的第一首单曲，歌曲中融

入了京剧，这正是张云雷擅长的，整首歌在棚里录
了三遍就过了。那时候的张云雷，还在觉得“唱歌
不走调，是不是做歌手就OK了”的阶段。正当他
满怀信心尝试用心去跨界做歌手时，才发现想要
真真正正唱好，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筹备个人首张EP《蓝色天空》时，张云雷从七
八十首歌中选出了三首，在经纪人的推荐下和知
名制作人刘卓合作。刘卓曾任《中国好声音》乐队
总监，与那英、韩红、孙楠等众多一线艺人合作
过。面对刘卓，张云雷突然发现自己不会唱歌了：
“我唱完，不对。再唱，还是不对，不对。我突然唱
什么都不对。”

唱《蓝色天空》时，张云雷还习惯跟唱戏一样
字正腔圆。刘卓让他听录音，问他“觉得好听吗？”
张云雷自己也觉得有些别扭。“你们唱曲艺唱传
统的东西有咬字，唱歌咱也是有咬字。”刘卓说，不
要唱字的元音，先唱辅音，画一个圆再到元音。这
时候张云雷才醒过味儿来：“原来唱歌这么难！”

在录音时，无论咬字发音遇到多么难以克服
的问题，张云雷都坚持要整句整段录完。有时刘
卓建议他可以分几次录音，再拼接成一句，都被他
否定了。“那是假的，它永远真不了。”张云雷说，
“让我唱前两个字拼接起来，它没有感情。‘愁云’
‘掠过’跟‘愁云掠过’意思表达是不一样的。”

因为从小学鼓曲
他的嗓音干净吐字圆润

筹备第二张EP时，制作人刘卓给张云雷发
了七八首歌备选。陆续听了几首歌，张云雷一下
被《牵挂》吸引。“我先看到词，我喜欢这首词，再听
调，偏中国风，我都没有犹豫。”他说。
《干一杯》是张云雷认为EP中最难唱的一首

歌。然而听到最初的版本时，张云雷觉得副歌太

平淡，希望“能有个让人记得住的副歌”。刘卓用
一周时间重做了一版，最后的旋律反而成了歌曲
最大的亮点。“谁是谁非，都干一杯”成为张云雷历
经人生百态后，送给自己的慰问和礼物。
《爱一个人》原Demo中的唱法跟张云雷的声

线完全不同，显得更悲凉低沉。“当时，我跟刘老师
说，我在这个年纪，我唱不出来这种悲凉感。”张云
雷说，如果单纯模仿这种唱法，把嗓子憋得特别低
沉，自己都觉得效果并不好。他选择用讲故事的
方式演唱，把歌曲的意境传递给听众。
《牵挂》中，唱到诸如“倦坐案桌，愁云飘过”之

类的句子，他还是会融入传统的戏腔，因为觉得这
样处理会比较好听。“我也会问刘卓老师觉得这样
好吗？他说你这样唱也不难听。”张云雷笑称。
“第一张时我觉得我是新人，我不敢提任何意

见，制作人说怎么唱，我一句一句记住了、消化了
就好了。”张云雷说。但制作人刘卓会鼓励他，让
他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我给你制作音乐，你得
让我了解你。”第二张EP中，张云雷会更多地提
出自己的意见，但他同时承认，因为要求和期待高
了，新EP录音中遇到的问题也更多了。

录第一张EP时，张云雷还在努力把自己从
戏曲唱腔中抽离出来，让吐字发音更适合流行歌
曲演唱。到第二张专辑时，他已经知道“爱一个
人”的“爱”要唱成“咳”。但紧接着又是换气的问
题，由传统戏曲的换气方式切换到流行歌曲的换
气方式。

张云雷举例子，《干一杯》唱到结尾“谁是谁
非，都干一杯”，自己提了一口丹田气，但刘卓一下
就听出他中间没有换气。“他说‘都’字之后你可以
偷一口气，再唱‘干一杯’。”张云雷试了一下，果然
效果更好。
“就总感觉一关过了，还有下一关。”张云雷

说。因为从小学鼓曲，他的嗓音干净，吐字圆润，
但戏曲的演唱习惯也成为他转型歌手时需要克服
的最大障碍。
“卡壳的地方有很多，这一句可能要录十来

遍，不行就找感觉。找不到感觉，嗓子可能就塌
了，唱不出来了。再想办法开嗓子，再录。”经常下
午开始录音，一录就录到半夜。

等到EP完成，张云雷笑称：“这一次应该可
以及格了。”他毫不避讳，自己的演唱肯定还存在
很多可改进的空间，但这一次进棚明显感觉自己
对演唱的理解多了。“唱到哪一句时，我知道该怎
么处理，这一点是我开心的。”他明显感觉到自己

演唱技巧上的进步，“现在听《毓贞》，我自己就能从
歌手的角度挑出来好多毛病。如果再让我进棚重录
《毓贞》，我绝对不会那样唱。”

相声是不能舍弃的主业
唱歌是要认真对待的梦想

刘卓曾经把张云雷的歌给那英听，那英说：“说
相声的能唱成这么好吗？”张云雷觉得这就是对他莫
大的鼓励。他也把自己的歌给霍尊听，霍尊耐心地
提了些意见，主要还是戏腔的问题，“音准、节奏这些
基本的东西都过关了，剩下就是习惯了。”
“但传统的唱腔，从小已经印在我脑子里了，戏

腔的发声也是跟我嗓子完全融合的，突然间让我改
变，可能一时半会还有点儿难。”张云雷也承认，在一
些尾音的处理上还会“偷偷用一点点唱戏的嗓子”，
这反而成为他演唱的一个鲜明特征。

除了《探清水河》，张云雷还没敢给师父郭德纲
听自己的音乐作品。但他知道，在唱歌这件事上，师
父始终是自己的后盾。在他最早确定跨界时，师父
叮嘱：“既然想好了做，那就把它做好了，别今天随便
出一个单曲，也不用心，出完就完了，那不如不做。”

在张云雷心中，相声是自己不能舍弃的主业，自
己如今所有的荣耀，包括跨界音乐的机会，都来自于
相声。但同时，唱歌是自己从小的梦想，是自己坚定
信心要认真对待的一个梦想。
“目前这几首歌是更适合我嗓音的，以抒情慢歌

为主，因为我喜欢唱故事给大家听，而不是单纯唱这
个词、唱这个调。”但张云雷说，自己的性格就是什么
都想试一下，如果有机会不妨尝试其他的音乐风格。

说起秦霄贤在《乐队的夏天》和大波浪乐队的合
作，张云雷说：“如果有机会，为什么不试试呢？”他说
自己也想过唱一首摇滚歌，只是还没遇到合适的。

张云雷在音乐上还有更大的目标，要试着自己
写歌、自己制作，因为自己写出来的作品唱起来会更
真实，也更能代表自己的想法。他还考虑学一门乐
器，“键盘、贝斯，都挺帅的”。
“刘卓老师说，你生活中想起什么旋律，你就用

手机录出来发给我，看看能不能编出来。”张云雷说，
这是他们的约定，但他到现在还没开始创作，原因只
有一个：作为音乐新人，目前还不够自信。
“我是新人”是张云雷在采访中反复说过最多的

话。他时刻保持着新人的谦逊和清醒：“我唱歌这条
路上肯定也会有争议，对我唱歌的水平肯定也有疑
问，但是我都认，因为我是新人，我要学的有很多。”

印 象

张云雷 用讲故事的方式唱歌
■ 文 大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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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张云雷赢
在“唱”上；帅卖怪坏四种风格，张
云雷占足了一个“帅”字。相声行
当的人说“祖师爷赏饭”，张云雷天
生就是吃这碗饭的人。
就在最近，作为歌手的张云

雷，带着新EP《牵挂》来了。新EP
上线后立刻空降QQ音乐巅峰畅销
榜及酷狗专辑畅销榜两个榜单的
日榜/周榜双榜TOP1，并在QQ音
乐开售两分钟即达成销售额500万
元，成为QQ音乐2020年最快突破
“三白金唱片”“钻石唱片”两项等
级认证的EP。根据第三方统计，他
的第一张 EP《蓝色天空》也位列
2019年数字EP/单曲销量前十名。
首张EP《蓝色天空》的表现，张

云雷给自己打50分。第二张EP《牵
挂》的录制比第一张更为严格，张
云雷欣喜于自己演唱技巧上的进
步，但是正因为对唱歌这件事情越
发敬畏，在自我评价时他内心更加
忐忑。
张云雷说自己带着天津人特有

的那种较真儿，无论说相声还是唱
歌，既然迈出第一步，就得把事情做
得像样。相比数据，他更在意自己
在音乐上的努力能得到认可。“这一
次我不敢给自己打分。”张云雷说，
他清楚自己仍在通往歌手的道路
上，如果说对新EP有期待的话，那
是“这一次更希望得到路人的认
可，而不光是‘粉丝’的认可”。
虽然跨界出唱片，但张云雷并

没有“忘本”，“我还有一个想法，如
果有幸啊，我能开一个小型演唱
会，我的最后一首歌一定是《探清
水河》，我一定要穿着大褂上去，我
觉得每当我拿起折扇，穿上大褂，
这才是张云雷。”
作为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云

雷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专场“云
起雷鸣”。当他的歌曲、相声在各
个网络平台传播的时候，他明白，
相声传到他们这一辈，不可能再心
安理得地说着老祖宗传下来的老
词老调，年轻演员有义务、有责任
把相声更健康地传播下去，让更多
人喜欢传统艺术形式，让更多的人
喜欢相声。
“歌手，演戏，包括做综艺，我

都会努力去做，但是相声在我心中
永远排第一位。”张云雷说，相声是
他的根，“如果有一天风光过后，没
有人知道张云雷是谁了，但是我还
能在德云社说相声，还能站在舞台
上老老实实地给大家说相声，那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

说学逗唱的“唱”
帅卖怪坏的“帅”

8岁跟师父郭德纲学艺
能说相声就很开心

张云雷往事

张云雷
本名张磊，1992年生于天津，

德云社相声演员，歌手。自幼学习
相声、太平歌词，参加《欢乐喜剧
人》《国风美少年》等节目，出版EP
《蓝色天空》《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