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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物
刘俊杰口述

刘俊杰 留住传统相声的魂儿

观察生活写段子
春风化雨育新人

■ 文 刘佳维
她如果想，我老公要是这样多幸福！这就说明，你
的表演可能成功了。你得讨人喜欢，因为你演的
就是你自己，你没有装扮，还是自己这张脸，怎样
让观众爱听，学问很大。相声是实践出来的。

印 象

天津观众
心目中的笑话篓子

营造天津的相声环境
让年轻演员叫响全国

刘俊杰
很多天津人都记得天津交通
广播曾有一个“边走边听”栏目，每
天讲半个小时笑话，持续两年，主
播是著名相声演员刘俊杰，大家都
管他叫“笑话篓子”。采访刘俊杰
时提起这段往事，他说：
“ 那时候做
节 目 ，每 个 段 子 要 求 三 分 钟 不 重
样，创作强度大，也很累，称呼是大
家对我的认可，其实更代表了相声
在天津人心中的重要程度。”
刘俊杰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
家苏文茂先生的弟子，多次登上央
视春晚和天津卫视春晚舞台。他
继承了苏文茂温文尔雅、乐而不俗
的艺术特点，擅长“倒口”
“ 柳活”，
他的作品有叙事，有角色塑造，有
讽刺，而且唱功了得，会唱京剧、越
剧、评剧等地方戏，生旦净末丑皆
能把控。尤其是他表演的传统相
声《对春联》
《绕口令》，既保留了郭
荣起、苏文茂等前辈的传统路数，
又以自己的气质和表现手法重新
诠释，可以说独具一格。
刘俊杰曾是北方曲校颂说部
专业主任，教学期间尽职尽责教好
学生，也常带学生去剧场和各单位
实习演出，把学生推上舞台。其间
他邀请全国相声名家录制了二百
多 段 传 统 相 声 ，为 学 校 提 供 了 教
材，也成为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料。
在他身上，除了相声的专业水
平和为人师表的兢兢业业，还体现
出一种做人做事的情义。他永远
记得师父苏文茂先生对自己谆谆
教诲，师父生前最后一段日子，刘
俊杰经常陪伴在身边，无微不至地
照顾饮食起居。他对自己徒弟也
毫无保留地悉心点拨，甘愿做配角
给徒弟捧哏。他还热心于公益事
业，参加过央视心连心艺术团慰问
演出、海河情大型活动、抗震救灾
演出，天津的各种公益活动上经常
能看到他的身影。
虽然已至古稀之年，但他思维
缜密，逻辑清晰。
“ 年轻时我的记忆
力不错，在剧场看三天演出，自己
就学会了，一句都不会出差错，现
在可能忘性比较大，但现在有很多
年轻人的新东西，我很感兴趣，也
愿意去学。”他仍保持着随身携带
本 子 和 笔 的 习 惯 ，上 面 有 各 种 摘
录，都是用来创作的生活灵感。
采访中，刘俊杰呼吁最多的就
是希望多出新作品：
“ 相声不管怎
么说，都必须有包袱，这种包袱既
要有歌颂，还应有对立的讽刺。现
在很多包袱都略显苍白，相声需要
不断进步，传统应该继承，不能丢，
但 也 不 能 总 是 啃 老 本 ，写 好 新 作
品，才能更好地延续生命力。”

著名相声演员，
师承苏
文茂。1950年生于天津小
站。曾与唐杰忠、
赵炎等合作
在央视春晚表演，
代表作《找毛
病》
《戏迷》等。获“首届中国
相声小品大赛”最佳相声
艺术指导奖。

刘俊杰（左）表演相声

经典相声一定能流传
新作品不能言之无物
记者：您觉得传统相声好在哪？为什么有些
传统相声演了一百多年，还能适应时代需求？
刘俊杰：就像世界名著，经典的一定能流传。
相声从诞生那天起到现在，记录下来的有三百多
段传统相声，主题就是崇尚爱国、孝道、仁义、诗
书，也有很强的讽刺意味，
能在包袱中和笑声中传
递一个信息，这就是传统相声的魂儿。现在茶馆
里经常上演的，还有几十段传统相声，比如《对春
联》
《灯谜》
《双字意》，文化含量很高。还有好多讽
刺性比较强的相声，我们叫
“腿子活”
，
讽刺那些不
会装会、不懂装懂、不求甚解的人。只要故事能立
得起来，有内涵，
一定会吸引人。
记者：其实侯宝林、马三立这些大师也一直
在改进传统相声。
刘俊杰：
相声艺术博大精深，
为什么当年侯宝
林大师在相声改革小组的时候，把旧社会那些伦
理的、低级的，统统去掉，让相声以清新的面目出
现？因为那个时候老先生就有商业竞争的意识，
相声追求文化，温文尔雅，穿长衫、长裤、布鞋，拿
扇子，相声一定是向文化靠拢的，和听众拉近距
离。马三立先生说过，说相声的把自己装扮得过
于花哨，就失去了相声演员本身的意义。为什么
说相声要摆一张桌子？因为桌子可以让观众视线
聚集到这里。老先生希望相声可以讲究，也要与
时俱进。现在保留下来的老活，也是在各个历史
时期不断修改、不断增加新内容而留下来的。
记者：现在时代节奏很快，流行的东西稍纵
即逝，新相声怎么才能让人记住？
刘俊杰：
要了解传统，
尊重传统，
传承传统，然
后才是创新。我们这个时代能够保留下来的新相
声太少了，为什么？因为没写生活，没塑造人物。
现在是热度的时代，一首歌曲可能流传两三个月
就被遗忘了，热度不断更新，
也是对目前相声演员
的一个挑战。现在好多相声为了迎合观众就去蹭
热度，演员们可能会说一些现象，
但基本没有往深
里说，没有表达，其实应该准确地表达你的思想、
你的意识、你的认知，不能言之无物，也要注重细
节。比如讲英雄立功，为什么立功，在哪立的功，
什么情况下冲上去的，这种细节是最感人的。
记者：感觉现在写相声的人少了，能写出好
相声的人更少了。
刘俊杰：
现在的相声作品创作是大问题，没有
人写，跟待遇有关系，
可能因为写一个电视剧剧本
要比写一个相声更赚钱，所以写相声的作者也没
剩下多少了。我觉得相声是诸多文学作品里最难
写的一种，不容易出好作品，什么原因呢？第一，

篇幅短；
第二，
要在笑的过程中去写内容；
第三，对
话形式，如果超出这个就不是相声了。相声是从
不同角度去写人，写生活，
关于文化、人情世故，全
都有，现在急需这类作品。文艺作品一定是要积
极进步，给人以启迪，这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哈
哈一笑固然好，高级一点的，
既能哈哈一笑又能启
发思想，那不是更好吗？

相声演员要学会塑造人物
不能强抖包袱胳肢观众
记者：您觉得一个好的相声演员，除了说学
逗唱等基本功，还应该具备哪些内在的能力？
刘俊杰：相声演员无时无刻不在舞台上顽强
地表现自己。虽然是表演人物，就比如马三立，他
表演的是马三立式的人物。我们叫做跳出跳入。
突然演员变成了情节中的人物，突然又变成了叙
述者，然后再跳，
变成评论者，再跳，
变成和观众一
样的思考者。我们叫
“分扮”
。演员在很短的时间
内清晰地表达出来，还要逗人笑。这跟演戏不一
样，演戏扮相是谁就是谁，相声要求不断变化，进
去要快，要像这个形象。现在有些年轻相声演员
一味地追求包袱和笑料，在进入人物时融合得不
够好，人物说的话，
不是这个人物的性格语言。就
比如你塑造的这个人物很愚昧，但他忽然说了一
句俏皮话，如果你仔细想，
这个人物不可能说出这
样的话，这就不够严谨，
没切入进去。有的演员为
了追求包袱，哪怕不合理也要来一个，
这就有点像
我们常说的，下去胳肢观众。年轻演员需要明白
这门艺术形式应该是什么样的，不然按照俗话来
说，相声就不值钱了，变成打镲了，光剩下你逗我
我逗你，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
那就没意思了。
记者：您曾在北方曲校任教，对于教学生说
相声您有哪些心得？
刘俊杰：
当时没有教材，
我研究着弄了一个教
材，这样一来学生们对相声的认识就比较系统化
了。也研究不同演员的表演方法，还有他的风格、
特点，让学生们通过学习认识到相声是怎么回事，
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老师再去为他量体裁衣。
我要求学生们能编创适合电视播出的相声，在表
演上也要适合电视的拍摄。相声平时是面对观众
表演，上电视，那就既要对着观众，也要对着镜
头。如果按照在舞台上的站位，那么在镜头里脸
永远是偏的。在镜头前，站位、视线、近景、远景都
有讲究，这些都不是很难，
关键是得让学生开窍。
学生上曲校，
都是为做相声演员，
指着相声吃
饭，老师得教他赚钱的本事。以前我也跟学生们
说，假如一个老年人看你的表演，他如果感觉，这
要是我儿子多好，如果观众是个姑娘，她如果想，
将来找对象我就要找这样的，如果是个中年女性，

记者：相声演员现场砸挂，在现在这个时代
可能会频频出问题，
您对砸挂怎么看？
刘俊杰：现在网络上信息太多了，我们现场
砸挂，一定要听官宣，去看官方媒体的报道，因
为官媒一定是实事求是，不掺杂个人感情和利
益在里面。相声演员要有口德，包括讽刺一个
人，你恶狠狠地，并不可笑。演员是善良的，批评
应该是善意的，人一狠，
就不可乐了。我师父苏文
茂先生说过，包袱一定不要恶，一恶就不好笑了。
有关伦理、残疾人、占便宜，这些他都不说，比如说
寡妇怎样怎样，他就不爱听，
他能体会到别人的痛
苦。苏先生一直追求高品位和文化含量，他说，
“咱们不是说相声，
是演相声，不是耍贫嘴，要认真
刻画人物。
”
相声难说还在于，不能居高临下，要像
聊天似的，又不能跟观众一样，要比观众高一点
儿，这个尺度一定要把握好。
记者：现在时代也要求演员必须要有底线，
因为传播太快了。
刘俊杰：
做艺人必须把握底线，
要注意哪句该
说哪句不该说。今年我就和徒弟说，不要拿疫情
找包袱，因为大家乐不起来，
不人道。相声是逗人
乐的，在玩笑中展开你的表演，
相声的艺术形式不
适合说这些。娱乐是好事，开心放松，快乐每一
天，但“娱乐至死”就不行了。相声的娱乐里一定
有是非，一定有对错，
一味追求娱乐会偏离方向。
记者：您觉得现在天津茶馆里的年轻演员有
哪些不足之处？
刘俊杰：
最近我去园子看了一场，
年轻演员有
很多出新的地方，表演也都很到位，
因为每天都在
演，功底也练出来了，要说有什么不足，就是缺好
作品。新作品不好创作，也不好演，
所以要下更大
的功夫。缺作品，大概是唯一的不足，
其他的都可
以过关。另外天津相声本身语言地域性比较强，
虽然是优势，但外地的听众可能听不太懂。比如
有来天津的游客去茶馆听相声，就可能不太明
白。说白了，有些演员还是对受众群体缺乏研
究。天津园子里的年轻相声演员，功底都特别好，
但也需要不断地磨炼自己，提高艺术水平和知名
度，走出天津，
叫响全国。
记者：茶馆相声也是天津一张文化名片，应
该集思广益，让它越来越靓丽。
刘俊杰：天津本地相声的成熟度确实要高一
些。相声是场地文化，演员与观众共同营造一个
环境，在相声园子里表演，要看有多少观众，根据
场合变换表演的内容，视线、音量、节奏、尺寸都有
所不同。相声难说就难在这儿。假如二十多人听
相声，你调门一高，能把观众吓着，人家还怎么
乐？声音太大，观众会想你嚷什么呀？必须把观
众关联进来，慢慢地让观众的情绪和感受跟随你
的调遣。
记者：过去电视相声有很多经典，但现在给
人留下印象的新作品几乎没有，您觉得是什么原
因造成的？
刘俊杰：
最近我看过不少语言类节目，
中央台
和地方台的，从节目质量上来说，
我个人认为不如
从前。现场气氛够热烈，但听完了之后，总觉得没
什么干货。相声本身是讲故事，塑造人物，弘扬正
能量，批评假恶丑，
需要有人物，有故事情节，这样
的作品才会有文学性，有深度。像过去冯巩、牛群
的相声，那些经典的内容，现在听起来都很有意
思，因为来自生活，
讲述了老百姓自己的事。

往事

本职工作，最终还是没要一分钱补助。
上世纪 80 年代，我调入天津人民美
术出版社创作组，迅速投入到长篇连环
画创作中。印象最深的是《血溅津门》，
发行 150 万套，现在看来这个销量真是
挺惊人的。创作过程也十分艰辛，我背
着黑白照相机，
带着速写本，走街串巷去
采风、去采访，海河码头、南市、老城厢、
滨江道……走遍了天津的街道、桥梁，记
录了各种场景。

连环画《血溅津门》大获成功，
策划出版西方经典画作

手中画笔从未停歇
■ 口述 刘建平 采写 刘达
刘建平今年 75 岁，上世纪 80 年
代，他绘制的六册连环画《血溅津门》
发行 150 万套，成为时代经典，上世纪
90 年代，作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社
长，他策划出版了近百册极具价值的
西方经典绘画作品，获俄罗斯普希金
奖章。近些年，他潜心于国画创作，
在
生宣纸上画工笔重彩，一直不曾放下
手中的画笔。

高中时每天画一小时素描
考入天津美院接触经典连环画
能吃苦，有韧性，能长期耐得住寂
寞，是我上高中时养成的性格，可以
说，这辈子不屈不挠的精神头儿，都是
在年轻时形成的。读小学和初中时我
就喜欢画画，但只是爱好，
上高中后才
开始领悟出一些东西。
我高中是在唐山二中上的，校长
刘知先生是出色的教育家，他把学校
管理得井井有条。从 7 点早自习到晚
上 9 点晚自习，各学科的教研室灯火
通明，
老师都特别敬业，学生也都努力
学习，学习气氛特别浓厚，画社、篆刻
小组、歌舞队、田径队、排球队、文学
组、外 语 小 组 等 课 外 活 动 也 十 分 活
跃。那阵儿没有现在补课那一说，没

有课外班，学生就是自己钻研，拿着习
题册自己研究，也培养了我独立思考
的能力。
我自视天分不高，悟性也差，要想
追上先进就要下笨功夫、苦功夫，就要
比别人付出多倍的时间和精力。我课
上认真听，课下认真完成作业，考试前
凡是数、理、化、外语等课本上的习题，
都要从头至尾认真做三遍，常复习至
深夜，习题做了一本又一本。
初中时我学花鸟画，到高一时听
同学说，徐悲鸿先生说素描是一切绘
画的基础，于是我又开始学素描。我
那时候住校，学习再忙，每天中午在食
堂吃完饭，我都会到画室画一个小时
素描。寒暑假在北京上专业学校的校
友回来，他们指导我画画，
我有了明显
的进步。
上世纪 60 年代，能考上大学的学
生凤毛麟角，我有幸被天津美院录取，
这个机会让我倍感珍惜。来到天津
后，看到罗工柳、董希文的习作，看到
列宾名画的复制品，我才领略到什么
是真正的油画。学院画廊展出赵宏
本、钱笑呆的连环画原作《孙悟空三打
白骨精》、华三川的彩色连环画《白毛
女》，都让我大开眼界，
惊叹不已，爱不
释手。当时系主任孙其峰先生给我们
讲解作品特色及艺术价值，他感慨地
说：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艺术成就

超越了明代画家陈老莲。
”
我对此深信
不疑。

策划出版西方美术作品
退休后坚持绘画探索

走遍天津大街小巷采风
连环画《血溅津门》发行 150 万套
刘建平在创作中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思考该如何
发展。我喜欢油画、版画，
但家里生活
条件一般，不允许我走艺术之路。我
认定华三川先生是我的榜样，普通的
纸头，一支铅笔，一条板凳，就能让我
沿着这条路顽强地走下去。我反复临
摹自己仅有的两本连环画——《白毛
女》和《红岩》，训练默写能力，练习把
大场面画进小画幅中。很长一段时
间，睡前我整本临摹《星火》杂志，
那些
杂志至今我仍珍藏着。为了积累资
料，我整本拓描《艺用人体解剖》
《动物
画技法》，每天练习速写。
1971 年，我被分配到天津市教育
局教育研究室，从事教材插图绘制工
作。我们部门只有两三个人，负责从
幼儿园到高中所有课本的插图创作。
能做与美术相关的工作我就很满足
了，每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工作之
余我坚持画画，趴在小板凳上自编自
创了第一本连环画《英雄炸虎穴》。我
壮着胆子，忐忑不安地敲响了出版社
的大门，连环画编辑室主任张锡武接
待了我，
他认真翻阅我的作品，
当即肯

对相声的热爱，我从未改变过。我小时候
喜欢唱快板，那时候收音机经常播快板，我家没
有收音机，但我的小学老师家里有，他知道我喜
欢这个，按播报时间给我写了个纸条，
到时间我
就去，经常听我就学会了，满处去唱，从南郊唱
到市里。上初中时赶上招兵，去了文工团。复
员回来分到电机厂，正好南郊成立文工团，苏文
茂先生和很多老先生当我们的辅导老师。文工
团解散后，苏先生介绍我到天津市曲艺团，再到
北方曲校，几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去年我在北京搞了个专场，说了以前说过
的相声，比如《这是怎么了》
《老有理》，反响很
好，观众和媒体也认可，
演完下来有位老听众拉
着我的手说：
“这才是相声呢！”
让我特别感动。
我现在还在写相声，我有个本子，看电视
时，或者在微信上，或者是走在马路边，或者是
跟朋友聊天，遇到有意思的事，我就记下来，琢
磨着编进相声。我每天也练唱戏，这是相声演
员的基本功。今年正月十五参加了天津卫视的
节目录制，唱了京剧、越剧，但年纪大了，精力不
如年轻时那么足了。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你上了三次央视春节
晚会，你到底认识谁？我说我本身很低调，不喜
欢张扬，我谁都不认识，主要还是作品被认可。
当时我的代表作《找毛病》，
以前在天津有一个版
本，拿到央视春晚审核，
需要全国各地的观众都
听得懂，
于是又重新写了一个版本。这段相声明
刨暗褒，
表面是找毛病，
其实找的都不是毛病。
我儿子刘芃小时候想上曲校学相声，学曲
艺，我说你先听一千段相声，背二十段贯口，回
来咱再探讨。我让他听一千段，是要让他知道
相声是怎么回事，都怎么说，用怎样的语言，然
后告诉他再重点听几位艺术家的相声，比如侯
宝林、马季、苏文茂、侯跃文、师胜杰、杨振华这
几位，熟悉他们的
风格。再有就是舞
台表演，这是台上
练出来的，如果只
是纸上谈兵，肯定
理解不了，得慢慢
去实践，相声是实
践出来的，因为它
最可爱的地方就是
可以互动。
在和刘芃的切
磋过程中，在和其
他年轻相声演员交
流的过程中，我们
的想法都会产生碰
撞。比如我选的
歌，他们会说年轻
人现在不听这个。
他们选的歌，我听
了又觉得这是什么
呀？有代沟。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优势，面对的
受众群体是年纪相仿的人。我对刘芃现在基本
是放手的态度，得让他碰碰钉子，
让他能彻底放
开了去演，或者自己去实践，去悟出一些道理，
然后再给他讲。如果把他限制在一个范围内，
他就发挥不出来了。我跟他讲，你就记住我说
的几个原则：
要有底线，
别犯错误，把握一个度。
目前我的徒弟们也都在做相声表演工作，
很多相声茶馆都有我的徒弟。我收徒主要看人
品，对徒弟一半批评，
一半关爱。天津的摇滚大
鼓演员李亮节也是我的徒弟，我觉得他的作品
非常优秀，是真正地在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
元素的创新，特别难得。我们爷儿俩也经常在
一起交流探讨。相声和曲艺，得有各种场合的
打法，各种场合的节目编排，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
相声段子，应该既可以去茶馆，又适合电视、广
播，这并不矛盾。

定地告诉我：
“可以出版！”
这简直是旱天
雷，我太激动了！
我又自编自创了《打豹记》，走上连
环画创作之路。那时的杂志非常重视插
图，每期都有一个小连环画。好几家杂
志社纷纷找我约稿，我逐渐忙碌起来，虽
然没稿费，但我想人家能把这个活儿交
给我，
那就是重视我，是我的荣幸。现在
回想起来，从 24 岁到 45 岁，我每天坚持
搞创作，熬到凌晨，只要有锻炼的机会，
我从不放弃，也不计较得失利益。
编辑知道我能吃苦，一些急活儿、难
活儿总找我干。有一次，新蕾出版社《革
命接班人》杂志的编辑找我说，需要十几
幅连环画，三天内就要交稿。于是我每
天晚上画三四幅，工作量很大，最终按时
交了稿。那十几年里，我都算不清自己
画了多少作品，确确实实分文未取。印
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给天津市卫生宣
教所画了四条屏的年画，共十六幅，
画了
好几个月。宣教所要给我补助，我听了
既高兴又有些害怕，其实家里没什么钱，
很想拿这个补助，但因为自己在单位有

那时候我们社出版了几十部连环
画。出版社坚持出版工作不仅是培养编
辑，也是为社会培养人才，
因为有了出版
平台，年轻人就有了努力的方向。
有意思的事儿还有很多，就说说我
们社和俄罗斯的缘分吧。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我担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社
长。有一天我接到电话：
“请问您是刘建
平吗？我是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我们看
到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俄罗
斯书籍，这个事是您负责吗？”我不知道
是什么情况，赶紧说：
“ 我们出版的都是
有授权的正版书。”他说：
“您误会了，我
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俄罗斯大使想约
请您到大使馆面谈，可以吗？”
不久后我去了北京，到俄罗斯大使
馆拜访罗高寿大使，他表达了对我们社
出版俄罗斯书籍的感谢，邀请我们去俄
罗斯各大博物馆参观交流，希望我们能
在中国出版更多的俄罗斯书籍。之后就
很顺利了，我们陆续去多个俄罗斯博物
馆、画廊、美术馆以及列宾美术学院，受
到热情接待。为了便于我们拍摄，展馆
安装升降机供我们使用；列宾美术学院
的院长把仓库打开，让我们随意拍摄。

我们出版了几十册俄罗斯美术书
籍。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国第一批学习
西洋油画的画家都是从圣彼得堡留学归
来的，我们出版这些优秀作品，
希望为发
展中国的油画作出一些贡献。俄罗斯有
关方面也对我们表示感谢，列宾美术学
院聘请我为名誉教授。有了这次成功的
经验，我们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又先后
三次去法国交流，出版了十几本法国美
术书籍，又到比利时皇家博物馆，
拍摄了
大量极具价值的原版绘画作品。
几十年来，我手中的画笔几乎从未
停歇过。时至今日，我也说不清自己编
辑了多少书，画了多少插画，
策划出版了
多少连环画、年画及儿童画。近几年各
地出版社相继再版我的连环画作品时，
有些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画的。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连环画逐渐陷
入低谷，我年岁也大了，
没有那么大的精
力去搞长篇创作了，于是慢慢将创作方
向调整为国画。多年的连环画创作让我
在构图、用色上驾轻就熟，
创作了很多半
工半写的小写意古典人物画。我的工笔
重彩画多是在生宣纸上创作的。生宣纸
适合写意画，但我认为生宣纸上工笔重
彩画的表现力远没有被挖掘出来。在生
宣纸上画工笔重彩画，在技术上有难度，
只有不断练习和探索，才能掌握技法。
近期我在创作《神曲》主题的国画，
从 20 年前就开始起铅笔稿、勾线，这么
多年来画画停停，一直没完成，
现在又重
新开始。我不用手机，就自己闭门画画，
甘于寂寞。我老伴儿姚仲新是我在天津
美院的同学，现在我们老两口依然常常
一起去听交响乐、看电影。我也喜欢安
安静静地读书、作画，用作品与外界交
流，每天一壶清茶，伴着优美的乐曲，描
绘我心中不断涌现的美好画面，坦坦荡
荡、舒舒服服，
我觉得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