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口述刘芃（墩子）
采写刘佳维

抖音上一个幽默搞笑、穿大褂弹
吉他唱歌的天津少年给人留下了深
刻印象。细一看才发现，他竟是相声
表演艺术家刘俊杰的儿子刘芃，爷儿
俩曾一起上过天津卫视春晚。让人
疑惑的是，这个阳光帅气、高高瘦瘦
的大男孩竟叫“墩子”，带着这个疑
问，在他的玻璃房练习室里见到他，
从他口中知道了答案：“墩子是我的
小名，小学五六年级是我最胖的时
候，有一百多斤，后来练了篮球，才慢
慢瘦下来。”他的脚边趴着一只猫，是
他捡来的流浪猫，叫“大黄”，在这样
温馨的气氛中，他慢慢讲起了自己的
故事。

上小学时喜欢上相声
第一次上电视特别紧张

我是2001年8月出生的狮子座，
在和平区逸阳小学上学，成绩一直都
不错。我第一次听相声是三年级，我
爸演出带我去看，因为年纪小，虽然觉
得特别可乐，但是还有一大半听不
懂。很快我爸又带我去了一次谦祥
益，那算是我第一次正式听相声。

我小时候对相声没什么概念，爸
爸的同事、朋友总来我们家，我就听这
些大人每天乐乐乐，自己也觉得很有
意思。那时我不懂什么叫舞台表演形

式，只是模模糊糊知道两个人站在桌
子后面说段子叫相声，他们说什么，底
下听众一乐，我听得懂听不懂也跟着
一起乐。

我第一次参加表演是小学六一儿
童节的联欢活动。我爸是我们学校联
合小组的演员，有时有活动就让他去
演。有一次活动前，爸爸跟我说，咱俩
现对一个小段，能不能演？我觉得够
呛，从来没演过啊。我爸安慰我说，有
信心就能演好。后来我就现学现卖，
没想到还挺成功，打那起，我真正有点
喜欢相声了。

我初中是在汇文中学读的，马三
立老先生也在那上过学。当时学校有
一些活动，我就编一些小段，我就站在
那，基本没有动作表情，简单地说一
说，同学们也都乐乐呵呵的，因为大家
没听过同班同学说相声。忽然我就感
觉，自己真是越来越喜欢相声了。

我爸那时候教我相声方面的知识
并不多，也没有逐字逐句、每个动作每
个表情地给我讲过，是我自己在这个
过程中慢慢领会，产生了那种有感而
发的冲动。

初中毕业后，我正式报考了曲校，
正式接触相声。刚到曲校时我是班里
经验最少的，很多同学从初中就学相
声，有的都拜师了，有的都演了一两年
了，我还什么都不会呢。但我应该算
是有点儿天赋吧，再加上我挺认头学
的，算是学艺渐精。那时候我就觉得
爱听相声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行业会

越发展越好。
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之中，学戏、学

相声、学曲艺都一定要吃苦，学不好就
会被体罚，挨打。可能我对这门艺术
的兴趣是自发的，所以始终没觉得有
压力。

说相声不练肯定会生疏，比如贯
口，要是不天天去重复地练习，上台后
嘴里肯定咬不住，会“瓢”，会记不住
词。熟能生巧，多练没坏处。拿我来
说，可能早上起床忽然有感觉了，就一
边刷牙洗脸一边来上一段，或者等公
交车的时候，或者是在没人的地方，喊
一喊，唱一唱，练一练，比较随性，但每
天都会坚持。

我第一次上电视也是在曲校上学
的时候，赶上元宵节，天津电视台找我
爸，要他找一位年轻演员搭档，演一段
年轻化的相声。我那时也学了一段时
间，爸爸就想带我上节目。于是我每
天玩命排练，因为是第一次上电视，特
别紧张，双手不敢乱动，好在顺利完成

了整场表演。
现在我也会参加一些相声节目，比

如天津电视台的《相声大会》《鱼龙百
戏》，都是很好的锻炼。随着自己对这门
艺术的深入了解，再看自己以前的表演，
觉得舞台经验不够成熟，肢体僵硬，眼睛
睁不开，惨不忍睹，没脸再看，哈哈。可
能再过一年两年，我也会觉得我现在的
表演不够成熟，我想这就是人的不断成
长和进步吧。

在园子里说相声特别锻炼人
要在现场琢磨出观众喜欢什么

我也有很崇拜的相声演员，比如我
师父李金斗老师。拜师之前我就看过很
多我师父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黄鹤
楼》，我在北京看过他的表演，觉得他特
别棒，唱得也特别好，没想到他能收我为
徒。然后就是我爸，我觉得他的作品比
较接近现实。我还比较喜欢苗阜、王声
的表演。
天下说相声的人都是好朋友，相声

要靠大家一起传承。每个入门的人基本
都有师父，师父上面还收师爷，师爷也有
师父，都能回溯到最初的起源，所以传下
来的东西形式都很相似，就看谁在创新
这方面能利用好这些技巧。
我爸是在相声事业上对我影响最深

的人。他对相声特别认真，特别执著，如
果忽然有一个灵感，他能坐在那想一整
天。我爸的相声通常都是一个故事，通
过一个故事反映一种社会现状。
在和我爸一起研究创作的时候，我

们爷儿俩会有轻微的想法上的冲突，比
如我觉得我这么表现、这么说，我们这代
人会听懂、会理解，但我爸觉得你这么说
不行。刚开始我会执拗，想按自己的想
法来，但慢慢地又觉得我爸说得有道
理。在碰撞的过程中，我爸也会吸收一
些当下时代的新东西。
我目前在劝业场天华景说相声，其

实主要是学习和积攒经验。这家相声园
子刚开业时有一对演员请假，老板想找
演员来补位，我的一个师哥把我推荐给
了老板。我试演了一场，把我会的基本
都展示了一遍，也包括唱跳。老板看完
觉得我还挺能活跃气氛的，观众也挺喜
欢，就把我留了下来。就这样一点点积
累，演出越来越多，到现在每周都有五六
天的演出安排。

我觉得在园子里说相声特别锻炼
人。比如说刚来的时候，每天只想演好
自己准备的节目，慢慢发现每天来听相
声的观众不一样，有可能今天都是年轻
人，明天上岁数的人多，或者各占一半，
那就要根据观众的情况，调整表演内
容。面对年长的观众，说一些新潮的词
句，唱点流行歌曲，可能人家听不懂你的
梗；如果台底下都是年轻观众，你说一些
特别老的东西，人家也是云里雾里找不
到感觉。所以就得灵活掌握。再后来，
我发现有的观众昨天看完了，过两天又
来了，那也要考虑到这些观众，即使说的
是同一个事，也要变换一种角度，尽量给
观众带来新鲜感。开始我不太自信，后
来自信心慢慢增强了，现在喜欢我的观
众上到叔叔阿姨，下到小学生，我下场后
总有人拉着我照相。

有经验的相声演员会在上台后先跟
观众互动几分钟，琢磨出观众喜欢什么，
在后面的表演中“投其所好”，这是比较
高级的表演方式，但也不能完全去迎合
观众，更不能乱改，那样会导致整场表演
很混乱。高级的表现形式需要自己去
悟、去练、去琢磨。

我觉得相声最主要的就是逗人乐，
要给观众带来欢乐，一定要有包袱儿，这
是最低标准，同时还要让观众有回味，引
起共鸣。新的东西要在传统的结构上创
新，要是胡乱改编，就和相声没关系了。
说相声也需要体能，我小时候练过三年
散打，平时也爱打乒乓球、羽毛球，爱打
篮球，以保证自己的体质和活力。

穿大褂拍抖音
边说相声边唱歌

小时候我大概天生对音乐比较敏
感，学校兴趣课的老师发现我吹竖笛特
别认真，学得也还不错，就跟我妈提建
议，让我学一门乐器。我选了钢琴，13
岁开始学，第一年就考了三级，两年半不
到三年就考九级了。2020 年考的十
级。我其实特别喜欢乐器，练吉他也是，
会练到忘我。
进曲校后的第二年，我喜欢上了唱

歌，没找过老师，就是自己听自己练，嗓
子可能天生有点清澈，身边的人也都比
较认可。我还参加过青歌赛，获得了天
津市的三等奖。
有一段时间我很想唱歌，想说相

声、唱歌同时发展。后来发现其实这两
者是能结合的，尤其是现在，相声的发展
更多元化了，为什么我不能在传统的基
础上搞些创新，让相声这门艺术有更多
的受众群体呢？在学了吉他弹唱之后，
我就开始尝试把这些和相声融合起来，
在说的过程中加入弹唱。
做抖音是因为我觉得可以把我的

弹唱展现出来，穿大褂也是为了让大家
了解我是相声演员。这些内容都是我自
己的想法，就比如今天我正在练琴，忽然
有个好玩儿的点子，就赶紧录下来，让同
事帮我拍，后期再做剪辑。目前我没有
刻意地去包装自己，或者是花钱做推广，
只是出于爱好，如果能涨一些“粉丝”，吸
引大家来关注新时期的相声发展，那就
再好不过了。不过确实有效果，慢慢增
加了很多“粉丝”。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不管干什

么，得自己有能耐。如果眼下的事还没
做好，老想着一步登天，那结果只能是一
事无成。我现在就想把相声说好，把歌
唱好，把抖音做好，如果哪天有什么活动
或者比赛适合自己，我就去挑战一下。

父亲是刘俊杰，师父是李金斗，相声园子里的“00后”演员

抖音上那个穿大褂唱歌的小哥哥

讲述

我上中学时是班级的文艺骨干，又是学校
宣传队的活跃分子。我们经常在放学后排练，
我会拉小提琴，学校附近一个公园成为我们活
动的地方。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那个公园叫做
“江南公园”，公园里有一个电影院，排练之余那
里就是我们的“天堂”。长春是新中国电影的摇
篮，我看了很多优秀的电影作品，也被其中优美
的音乐深深吸引。
除了中国电影之外，我喜欢日本、朝鲜、罗

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电影……除了精彩剧情和
异域风情，我也喜欢国外电影的音乐。那时候
小，知道怎么在散场后进入电影院的方式，于是
很多电影都看了无数遍。我央求家人给我买唱
片，当年的唱片都是花花绿绿的“薄膜唱片”，有
12寸、10寸、7寸，颜色也分红、粉、蓝、绿四
种。我至今记得当年我的宝贝——一部上海产
的中华牌电唱机，型号是206，那部机器可以选
择78转、45转、33转三个档位。听完了我就学
习，自己记下谱子，用小提琴演奏，和学校小伙
伴一起排练、合奏。可以说，正是电影音乐打开
了我音乐创作的感知大门，让我坚定了日后学
习作曲的方向。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是《红菱艳》，女

主角佩姬爱舞如命，当舞蹈团团长莱蒙托夫问
她为什么要跳舞时，她回答说：“就像你为什么
活着。”她把自己生命的激情倾注到芭蕾舞剧
《红菱艳》的排练中，演出大为成功，她和作曲家
朱利安坠入情网，这也让她陷入爱情与事业的
冲突之中……这是一个爱情悲剧，最后女主人
公冲出剧院追赶即将离去的丈夫，结果被迎面
而来火车轧死……那时候我还年轻，惊讶于音
乐与电影甚至舞台表演能够如此美妙地结合，
片中大段舞台表演并没有因为专业性过强而显
得枯燥，现在我说起这部电影，那些画面都会浮
现脑海，那些经典的旋律也会情不自禁地哼唱
出来。
正是因为《红菱艳》，我对西洋音乐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坚定了我日后的求学、创作方向。
报考沈阳音乐学院的时候，有一项器乐演奏考
核，那时候考生演奏最多的是钢琴、手风琴、二
胡，而我是用从亲戚单位借用来的小提琴通过
了考试。
1987年，我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

分到吉林省民族交响乐团。那时我意气风发，
因为我学的西洋管弦乐配器和作曲需要掌握更
多音乐创作技能，所以想到交响乐团大展拳脚，
但领导希望我扎根民间，多创作一些民族题材
的作品。虽然说“艺术是相通”的，但西洋作曲
理论和民族音乐创作从音乐理论到写作技法都
有着质的区别。那个时候国家用五年时间培养
一位专业西洋管弦作曲的大学生不容易，我希
望专业对口，最终拒绝了国家分配的铁饭碗，自
谋职业去了吉林省电视台文艺部工作，开始了
我的艺术之路。

吃透剧情，读懂镜头
根据画面的情绪创作音乐

记者：能否讲讲您最早与冯小宁导演合作的
故事？

李戈：我大学毕业后，在吉林省电视台工作了
十来年，1998年毅然决然当“北漂”。在电视台时
我写了一些影视剧音乐，但没有得到大家的共
鸣。认识冯小宁导演，并有幸创作《黄河绝恋》电
影音乐，是我艺术人生的转折点。一切缘于我的
一位伯乐——著名录音师王恩峰先生，当时我正
在为江西电视台创作八集电视剧《乡村女教师》的
音乐，在北影厂录音棚忙了很长时间的后期工
作。那部戏的录音师就是王恩峰，恰巧他是冯小
宁导演《黄河绝恋》的后期录音师。我在棚里“套”
音乐，隔壁就是冯导的《黄河绝恋》剧组，通过王恩
峰，我知道冯导的电影也在后期的紧张冲刺之中。

要知道，那个年代光靠影视剧音乐创作是养
不起家的，我到北京后找了一个正式工作，在中国
音乐家协会下属《歌曲》杂志社担任编辑。其实我
的工作也很简单，就是帮助修正乐谱，进行编辑整
理及校对。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王恩峰给我的传
呼机留言，说《黄河绝恋》想邀你创作电影音乐，速
来北影厂录音棚面议。我知道已经有一位著名作
曲家为《黄河绝恋》创作完了全部电影音乐，为什
么会邀请我？我马上和领导请假，打了一辆“面
的”，直奔北影厂录音棚，见到了冯导，冯导给了我
这个机会。

记者：冯导在创作风格把握上，对您提出了
什么要求吗？

李戈：当时冯小宁导演对我的要求就是，先不
要着急创作，看样片、吃透剧情，读懂镜头，然后根
据画面的不同情绪进行不同的创作、编曲。这样
的创作原则对我启发颇深，它甚至成为我日后创
作影视剧音乐的原则操守。导演让你看样片，不
是让你过瘾、先睹为快，在被剧情打动的同时，你
要理解导演的镜头语言，弄清他的蒙太奇线索，从
而让你的音乐创作情绪与导演的画面相吻合。

记者：《夕阳山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旋
律，最早听到您创作的音乐之后，冯导有什么反
馈，最终的改动大吗？

李戈：我在看过样片之后，很多旋律便跃出
脑海了，回到家之后，我用了三天就完成了主旋
律的创作。但当时的设备条件和当下真的没法
比，我没有电脑，没有录音设备，只能用最原始
的老办法——扛着一台电子琴到北影厂录音棚
当面弹给冯导听。冯导听完非常兴奋，提出了两
处情绪上的起伏建议，并安排工作人员再打开一
间录音棚，让我在里面创作修改。最终，当我们制
作完全部音乐，结合画面合成完毕，全部观看的主
创人员对我的音乐创作一致通过，这也是对我连
夜奋战的最好回报。

记者：在您眼中，冯小宁导演对音乐的审美
怎么样？

李戈：从工作上来说，他是典型的拼命三郎，
做事一丝不苟。他的音乐鉴赏能力非常好，会给
我提出一些他的想法。比如在我们合作另外一部
电影《紫日》时，开始的画面就是镜头推进，进叠
画，出现八音盒。他告诉我，这个八音盒不仅仅是
整部电影的主道具，也是整部电影音乐创作的“主
道具”。

记者：时隔二十多年，您如何评价您为《黄河
绝恋》创作的音乐？

李戈：从旋律上来说，我可能是满意的，大家
对这部作品的喜爱，也能反映出它的生命力。但

当年为这段旋律配器的时候，我个人的阅历、经
验、底蕴都不多，面对这样大部头的作品其实有些
稚嫩。如果可以重新编配一次，我一定会有新的
理解和处理，配器上会更加丰满，表现上也会更加
成熟。

坚守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才能有不可取代的艺术魅力

记者：您偏爱怎样的配器？哪些音乐风格类
型对您影响比较大？
李戈：对我影响比较深远的音乐形式肯定是

西洋古典音乐。我本人是学习西洋古典音乐出
身，个人认为，在我的电影音乐创作中，西洋管弦
乐的运用较多，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民族民间音乐
风格的表达。以长笛为例，创作中通常会采用它
比较华丽的高音声部，充分体现这件乐器最为擅
长的音域美感。而我在《黄河绝恋》音乐的创作中
恰恰反其道而行之，运用了长笛的中低声部分，微
微颤抖混合气声，将主题旋律演绎得如泣如
诉。包括《草叶曲》的灵感，对陕北民歌
的润色，将地域民族性的风格体现了
出来。

正如经典的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也是用西洋乐器配合以
精准的装饰音润色，完美体表
现了民族音乐独有的风格。可
以说，民族民间传统音乐包括戏
曲，才是影响我音乐风格的最大
因素。结合我所学到的西洋交响
乐配器手法，相同的情绪主题运用
不同的配器增加其丰富性，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坚守自己文化的独特性，才能
有独立不可取代的艺术魅力与价值。

记者：在听您讲述音乐创作过程的时候，您
不经意流露出很多自己对镜头画面的认知，作为
一位电影音乐人，为什么对视觉语言的表达方式
也能如此专业？
李戈：我个人觉得，创作电影、电视剧的音乐，

必须要懂摄影，了解镜头语言的使用。虽然从某
种程度上说，我走了一些“弯路”，但当下我非常感
谢自己的过往经历，在吉林电视台做编导的十余
年，我自己不但创作音乐，同时也扛机器外出拍
摄、后期剪辑，因此我对镜头语言和各种景别有着
非常深入的了解，为我日后的影视剧音乐创作提
供了基础。因为有在电视台工作的经历，我比别
的音乐人更多接触到电视音乐创作、音乐编辑、前
期拍摄、后期制作等具体工作，这些看似跨界的工
作经历，使我在电影配乐工作中大大受益。这一
点在同行作曲家中并不多见，虽然坎坷，却也丰富
了我的思维，潜移默化影响我至今。我每次看样
片，都会做大量案头工作，这样才能在给音乐划分
创作段落的时候做到有的放矢、对号入座。只有
掌握了镜头语言，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导演的构思、
摄像的意图，从而更加精准地知道你的创作要从
什么画面开始，到什么画面结束。

电影是音画结合的艺术品
精雕细琢到每一帧每一秒

记者：您觉得电影音乐和电视剧的音乐有什
么不同？
李戈：电视剧音乐和电影音乐还是有很大不

同的，电视剧音乐是一种文化快餐，而电影音乐则
是真正的艺术创作。但是，无论电影音乐还是电
视剧音乐，都是要针对画面进行创作，不能天马行

空。影视剧音乐不是舞剧音乐，前者是针对画面
进行发挥，后者则可以随性写意，因为舞剧一定是
先有音乐再编舞，而影视剧创作基本都是有了画
面再创作音乐作品。电视剧音乐创作和电影音乐
创作，从工作步骤到节奏流程也不尽相同。个人
认为电影音乐更接近于完成极致的艺术构想，精
雕细琢每一帧每一秒，电视剧音乐的创作更注重
于时效性，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大体量音乐的
创作，为电视剧更好地配合剧情丰富其表现力、完
整性。

记者：您觉得当下中国电影音乐创作上最大
的问题是什么？

李戈：我想说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存在很久
了，我常常接到各种各样的邀请，希望我为他们创
作电影音乐。一般制片人和导演都会非常诚恳，
我问他们在电影音乐上的预算是多少？结果那位
运作总成本3000万元的电影制片人告诉我，他们
希望花在电影音乐上的费用是8万元。这样的比
例多么可怜，我们的电影音乐人怎么生活？怎么
创作？又情何以堪？我不是拜金主义者，但是8
万块钱你让我怎么录音？怎么制作？怎么缩混？
怎么做母带？电影是音画结合的艺术品，音乐、声
音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没有基本的资金投入，
又如何让音乐人创作、制作出震撼人心的电影音
乐呢？

记者：您对从事电影音乐工作的后辈有哪些
建议或期望？

李戈：电影音乐在我个人看来相当于命题作
文，每一个从事电影音乐工作的年轻人，都应该尽
可能地去学习、弄懂镜头语言，对镜头画面的了解
可以对配乐工作起到很大的帮助，提高音乐进出
的精准程度，更好地贴合片子的节奏语言，更好地
诠释作品。

印 象

李戈 电影音乐是极致的艺术构想
■ 文 阿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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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戈创作的电影《黄河绝恋》
主题曲《夕阳山顶》，是中国电影为
数不多艺术、市场双丰收的佼佼
者。这是一首空灵且悲伤的小提
琴曲，曾获第十九届电影“金鸡奖”
最佳音乐奖，因曲调醉人而百听不
厌，经常被央视“电影频道”用作颁
奖晚会的背景音乐，足见这首歌的
魅力与影响力。可能有的人并不
知道这段音乐的创作背景，也不清
楚音乐所要表现的是什么主题和
意境，却依然会被凄美的旋律深深
地感动，甚至簌然泪下。
作为西北风情的电影作品，

《黄河绝恋》电影音乐却全部由西
洋管弦乐完成——让人不得不佩
服导演冯小宁的魄力，以及作曲家
的勇气！即使是西北元素的民歌
小调，作曲家的配器编曲依然没有
选择任何一件民族器乐。而小提
琴牵出的电影主旋律，则交织着磅
礴气势与凄美情绪，美得让人窒
息。悠扬、空灵的小提琴声飘荡着
一种直触心灵的情愫，婉转而又悲
伤的音符穿透思绪的星空，触碰着
我们内心沉睡已久的感动——每
次《夕阳山顶》旋律响起，脑海中便
会迅速闪现宁静在壶口瀑布边张
开双臂感受黄河母亲的场景，让人
震撼而难忘。
创作这首作品的作曲家李戈，

在当年不过是三十多岁、初出茅庐
的小伙子，偶然结识导演冯小宁，
以《夕阳山顶》一鸣惊人，开启了与
冯导此后数部电影作品的合作。
当年，因为不想被分配到民族

交响乐团，专业学习西洋作曲的李
戈选择自谋出路，到电视台做编
导。而正是这样的工作经历，让他
作为音乐人拥有了电影音乐创作
必须具备的画面感。在和李戈的
聊天中，他对景别大小、拍摄方式、
蒙太奇语言的表达清晰精准，如果
不了解他作曲家的身份，甚至会觉
得眼前讲述分镜画面的是一位电
影导演。
在谈及电影音乐创作心得时，

李戈直言“不懂镜头语言，就写不
出好的电影音乐”。采访中，他数
次情不自禁地哼唱出他多年前创
作的旋律片段，那旋律久久回响，
迅速挪移了时空，将听者带回那残
酷的抗日战争年代，重温那丹红的
夕阳与晚霞，滔滔的黄河水，连绵
的山脉，充满思绪的回忆，一次又
一次地让人在《夕阳山顶》中忘记
自我。

他写电影音乐
最注重镜头语言

当电影画面浮现脑海
就会哼唱出那些经典旋律

李戈口述

刘芃（左）与刘俊杰

李戈
著名作曲家，1961年

出生，毕业于沈阳音乐学
院。电影音乐作品有《黄河绝
恋》《紫日》等，电视剧音乐作
品《中国兄弟连》《任弼时》
等，获中国电影“金鸡
奖”最佳音乐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