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柯
原名柯肇雷，1971年生

于北京，词曲作家、歌手、制
作人。歌曲代表作《因为爱
情》《北京欢迎你》《等你爱我》
等，被授予“中国流行歌坛
十年成就奖”，近年来创
办“小柯剧场”。

音乐创作的核心不是技术
凭空捏造的情绪一文不值

记者：面对疫情特殊的环境，我们听到了您的
新作《2020快过去》，能和我们说说新作品的创作背
景吗？

小柯：我有一个同学，在洛杉矶交响乐团工作，
这个乐团是全美国交响乐团里待遇最优渥的，但是
因为疫情演出一度停止，他们的工资也无法保证。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还有很多乐团举步维艰。包括
在我们国内，很多同行也遭遇了同样的窘境。有一
天我就思考这些事情，越想越难受，于是这首歌就产
生了。我们都希望疫情赶紧过去，大家能够摘掉口
罩，音乐产业、电影产业、文化产业，都能够回到以前
的轨道上来。

记者：您认为一首好歌最重要的是什么？
小柯：音乐创作的核心不是学历和技术，而是你

是否用真心去创作你想说的事。你平常所学的技术
都是在帮你完整表达真心，如果没有真心，这些技术
将一文不值。记得北大成立100周年校庆时，我有
幸被邀请参加，很多老前辈坐在台下，和台上的人合
唱一首又一首经典老歌。还有一位老奶奶，因为得
了癌症无法上台，坐着轮椅被推到舞台前，这些画面
令我非常感动。所以那天我说，在真情面前技术一
文不值。为什么现在的作品有些听起来不真？因为
都是凭空捏造的情绪。比如大家非常喜欢陈奕迅，
他的唱功很好，但我认为他能红这么久的关键在于，
他的制作团队和他自己非常擅长选歌。他们知道哪
些歌是真诚的，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他的演唱，就没有
不红的道理。

记者：我觉得陈奕迅是因为自己有选择权，所
以才能选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来演唱。但对于大
多数音乐人来说，他们没有这种权力。

小柯：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很多人都不明白一
个重要的道理——创作是一个创新产业，你要用产
品的差异化去吸引别人的目光和满足别人的需求，
但绝大部分的音乐人都在做跟风的事。比如当年齐
秦很红的时候，一大群人开始学他，这样的跟风行
为，是个很大的问题。

记者：现在有一些音乐制作人是在找“枪手”做
音乐，您觉得这个现象违背行业规则吗？

小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希望在这个时代
里多赚钱，只要你有真本事，这也没有什么错。这在
当下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了，但是我能够做的，就是坚
持自己写，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我这辈子没有找
“枪手”替我写过作品，如果说有，也只有一次——那

是2001年前后，有一个电影音乐的活，我真的太忙
了，我就找了一个不错的孩子去写。我尝试让他写
了一两条，我觉得还可以，后来片方不满意。于是我
就改，等于就是重写了。后来我实在觉得这样不合
适，这是赤裸裸地掠夺、剥削人家的才华和名声呀！
所以我干脆自己玩。

从业者的审美高度
决定了流行音乐的艺术水平

记者：很多年前您是位爵士乐手，创作的作品
也都是爵士题材，后来为什么开始做主流音乐了？

小柯：因为我们没有爵士乐的环境和血脉。虽
然有很多优秀的爵士乐手都是从国外学习回来的，
技术也很棒，但总感觉差点儿什么。日本人的爵士
乐做得很好，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从几十年前就开始
玩爵士乐了，而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玩爵士的时
候，全中国可能只有二三十个乐手在从事这一行。
那个时候我每个月挣八九千块钱没有问题，而一般
的职业可能就是两三百块钱的月薪，所以当我退出
的时候，很多人说我疯了。但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不
得不走这一步，原因是今天我挣这些钱，二十年之后
我每个月还是挣这么多钱。特别不幸的是，这种局
面真的被我说中了。我不玩爵士的原因就是，我的
血脉里没有这些东西。即使我使劲儿练习、不断模
仿，把一切都学得像模像样，我也很难做到真正能够
让人家欣赏的程度。

记者：从出道到现在，将近三十年时间，以前你
们一起做爵士的朋友也许原地不动，但您已经功成
名就了，做音乐的情怀会变吗？

小柯：一个人的情怀永远不会变，如果一个人是
浪子，他无论如何都是浪子。做音乐其实很简单，就
是审美取向的体现。在创作的时候，我不是本我，而
是超我，而本我是我的第一个听众，来对抗和验证超
我，看本我的审美符合不符合超我的品位。所以，做
好音乐的过程就是提高审美的过程。有的人审美太
高了，所以做不了音乐，因为永远都过不了自己这
关；有的人审美太低了，就出了好多现在流行的“那
样”的东西。

记者：您觉得中国的流行音乐跟欧美的流行音
乐比，现在还有哪些差距？

小柯：现在中国的音乐人从技术和写作手法上
来说都不差，差的是创作。流行音乐的根源在西方，
很多我们国内的音乐人创作的作品也非常好听，但
他们是断根的。很多人在创作的中前期都会盲目模
仿自己的偶像，很少有人能够突围出去，树立一个真
正内心有根的创作手法。再加上现在的音乐环境，

想做到这一点就更难，比如现在使用人数很广的短
视频平台，那上面的音乐，纯粹是在比谁的声音更大
更抢耳。

当年做音乐有情怀
现在的人好像不较真儿了

记者：现在流行音乐市场好的作品不多，充斥
着大量的快餐歌曲，短视频平台成为音乐推广的主
要平台，而在您年轻的时候，还是有像校园民谣
这样很有情怀的流行音乐，这也是您说的“审美
降低”造成的吗？
小柯：是谁的声音大、谁的声音小的问题。

当年那批听校园民谣的人，最年轻的现在也三十
多岁快四十岁了，他们已经进入了沉默的阶段。
喜欢跳出来喊的、生怕自己的声音别人听不到的，
永远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所以你不能说哪
边声音大，哪边就占了主体位置，有理不在声高。
网络似乎让音乐的门槛儿降低了很多，这个门

槛儿不是几个人来定的，不是DJ和乐评人来定，而
是由大众的审美来定的，大众需要什么样的音乐是
大众说了算的。我认识一个乐评人，他每天花八个
小时听音乐，写乐评，这样的工作做了好几年。而一
个普通的上班族，每天可能就听八分钟的音乐，还是
在逛商场的时候听到的。那怎么能让这个每天听八
小时音乐的人告诉这个每天听八分钟音乐的人该听
什么音乐呢？这已经不是门槛儿了，而是竖起了一
道墙。所以网络不是在降低门槛儿，而是在拆墙。
音乐不能当科学来弄，要让音乐回归音乐本身。

记者：从当年的彩铃歌曲，到现在的短视频歌
曲，流行的音乐似乎越来越速食、简单直接，您认为
应该如何平衡市场和创作初衷之间的冲突？
小柯：我们原来做音乐的态度是什么？一张创

作出来的唱片是要永远流传下去的！如果说有一张
唱片是我做的，但里面还有错音呢，那我永远都会记
得，并感到羞耻。这就是我们当年做音乐的情怀，现
在的人好像不这么较真儿了。我见过一些文化公
司、娱乐公司、唱片公司老板，他们号称一年要生产
几万首作品……请问，这还有质量可言吗？我做的
都是对得起自己内心的音乐，制作的歌手也都是音
乐歌手。音乐、唱片和娱乐其实是有很明显的不同，
所以我很清楚哪些歌手是音乐歌手，哪些歌手是娱
乐歌手。我签的都是音乐歌手。我会在公司运作的
时候，找一个赚钱的内容，然后用艺术的态度去做，
在制作上，编曲上，包装上都尽量精致。我希望尽量
兼顾市场和艺术，艺术质量做精良了，不是没有人认
同，大家还是喜欢制作精良的东西。
记者：您是否觉得现在整体的文化市场对音乐

投入的资本太少了？
小柯：我认为不是投入的问题，是分配的问题。

归根结底和版权有关，现在中国的整个音乐产业对
版权的重视还远远不够，所有的商业回流不能够有
效地回到创作者手里，这个机制不打破，问题就不能
有效解决。我自己还好一点，但是很多年轻的创作
者就得不到更多的回报。当付出的努力无法给我带
来长线的收入，我就只能想办法赚快钱。现在有很
多作者都是“每日一歌”，甚至“每日几歌”的创作状
态。现在很多音乐公司让我瞠目结舌，宁愿一年录
一万首“网红”歌，也不愿意好好地去做一两首歌，以
至于现在的音乐越来越成为一种“产品”。他们希望
录一万首歌，可以“中”一首，这样是急功近利的，您
为什么不好好弄一两首歌呢？流行音乐其实属于风
险产品，高投入与高回报并存，所有的艺术品也都是
这样。你需要去捕捉的是众人当下的一种真实心态
的反馈，就像很多大导演，拍一部电影就火一部，因
为他们善于发现每个人心理的波动。我们写歌也是
一样，而且很多时候写歌比电影创作灵活得多。

印 象

小柯最近在短视频平台很火，
“粉丝”达150万，听他娓娓道来，讲
述自己写歌的那些事。而面对面
采访小柯同样也是件快乐的事，虽
然这位功成名就的音乐人已年近
五十，但生活中的他依然洒脱随
性，像一个可爱的北京老男孩。
小柯，歌如其人，他的作品总

是很平静、很淡然，就像在娓娓诉
说着一个个故事，谈论着一个个道
理，当说到激动之处时偶尔爆发出
来的呐喊又让人为之心动。生活
中的小柯同样淡定释然、直率真
诚、风趣幽默，难能可贵的是，这位
华语歌坛的一线唱作人从没有娱
乐明星的“优越感”，平和朴素的样
子令人很难将他和其辉煌的歌坛
成绩联系到一起。他憨憨的笑容
给人的感觉有一种孩子般的率真，
而谈到电影音乐、短视频平台、内
地歌坛、歌舞剧、音乐版权、爵士
乐、现场表演等我们共同关注的现
象话题时，小柯的观点往往一语中
的，绝不遮遮掩掩。他能直面歌坛
的乱象、痛斥资本的无知、激昂澎
湃的情绪、感慨现实的无奈……从
他的言谈中共鸣其作品的精神内
核——《因为爱情》的洒脱释然，
《念来去》的淡定理性，《遥望》的激
昂青春，《日子》的逍遥洒脱，《我该
怎么办》的彷徨与苦闷……
从1995年加入音乐人行列，他

亲历了流行歌坛的风云四起，也用
自己的音乐证明了存在的意义。
在他的作品中，每个音符都充盈着
含蓄与唯美，不知不觉中就能触动
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从业多年，
声名在外，然而依旧不变的是他对
于音乐的追求与执著，他用旋律挥
洒自我、用音乐释放内心，感染抚
慰或孤寂或失落的灵魂。他为我
们带来的那些旋律，至今听来依然
经典。
小柯曾写过一首《北京秋天的

黄昏》，“在忧伤的青春的身后睡
吧，梦见你扶着我的肩膀……”每
次听到这首歌，总能感受到浓浓的
惆怅伤感，体味生活的苦涩，但庆
幸有他的作品和我们一路相伴，孤
独的时候可以静静倾听。他的作
品代表着上世纪末的纯真年代。
小柯把秋天说成是一个沉甸甸的
季节，因为它左手拉着夏季，右手
牵着冬季，好像两者都想抓住，却
又不得不作出选择。落叶是凄美
的，但他更看重它的快乐，因为这
意味着新生——冬天来了，春天还
会远吗？

他唱过的旋律
至今依然经典

小柯 用艺术的态度做赚钱的内容
■ 文 阿加东

把京剧的写意手法
用到我们的音乐剧中

小柯谈音乐剧

4月 20日，电影《青春之骏》上
映，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革命烈士马骏
的故事。1916年，马骏在南开学校读
书时，在《校风》刊物上发表《如何人
格方可谓有价值》，文中写道：“吾辈
少年前途广大，欲成为何等人，即可
为何等人。当兹求学时候，勤勉修
己；将来身入社会，以救中国。”文如
其人，如此青春少年，是何等志向！
由天津广播电视台、中共天津市

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档案馆联合制
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曙光》，其中关
于马骏的一集《天安》，采访马骏亲
属、实地探访马骏故乡，还原了一个
更真实的革命者光辉形象。

投身“五四运动”
组织南开学校救国团

公众对于马骏的认知，大多是来
自“五四”时期觉悟社和南开学校，或
许还有他的一捋美髯。周恩来、邓颖
超的战友，也是他显著的身份标签之
一，而再详细者几乎鲜为人知。这与
马骏牺牲较早有关，也与他后期从事
地下工作的性质有关，他留下的资料
不多，至今未有传记面世，尤其他在东
北和苏联的事迹，更是只有寥寥几
笔。那么，就先对马骏做一个扼要的
勾勒吧。

1895年9月12日，马骏出生于吉林
省宁安县（今属黑龙江），他是回族，字遹
泉，号淮台，别号天安。“天安”这个名号，
是马骏在“五四运动”中留下的纪念。如
今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一侧有关
“五四运动”的浮雕上，那位振臂高呼的
年轻人，原型就是马骏，“天安”就是因为
他在天安门前带领学生请愿而得，也是
天津与宁安的连缀。

1915年，父亲马喜贵因倾慕南开学
校的名声，将马骏送来投考，使得他的人
生与天津紧密相连。1919年，“五四运
动”的消息从北京传到天津，马骏组织南
开学校救国团，被公推为团长，后被选举
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他在南开操
场召集有数千人参加的集会，拟写宣誓
书，并高声宣读：“誓保国土，誓挽国权，
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
终。”马骏一声，众人相和，山呼海啸之
势，以铿锵有力的决心表达了强烈的爱
国热情。

在天津的“五四运动”中，马骏参与
了商界罢市，在总商会以头撞柱，以鲜血
敦促罢市。为抗议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
的暴行，他到北京天安门前请愿时被捕，
出狱时他说：“未进狱以前的马骏是马骏
同家人的马骏，出狱以后就是国人的马
骏了。”他因此被誉为“马天安”，这是志
同道合者对他的称谓，周恩来此后就这
样称呼他。纪录片《曙光》中有关马骏一
集，即名为《天安》。

翻开《马骏》画册
纵览他的革命人生

为参与拍摄《天安》，我在孔夫子旧
书网上购买了画册《马骏》。这是为纪念
马骏诞辰11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总策
划马丽颖是马骏的孙女。这本画册给了
我很多关于马骏的认知，那些珍贵的图
片，让马骏在我心里变得更加真实。画
册买时即已脊断线脱，加之我阅看多次，
早已翻烂，仿佛它已沾染了历史的沧桑。

不久后，我们到北京采访拍摄马丽
颖。在她家里，她又赠送给我一本新画
册。那是在马骏诞辰120周年的时候再
版的，又加入了马丽颖从莫斯科查找来
的档案资料。那十年间，马骏的研究仍
然在继续，马骏的形象依然光辉四射。

在这本画册中，有一张马骏手持“全
家福”的照片。他的父亲、母亲，以及一
个哥哥、三个弟弟、四个姐姐、一个妹妹
的大合影，照片中唯独缺少他，而他又和
那张照片合影，成为一张完整的“全家
福”，可以看出马骏对家人深深的眷恋。

马骏的父亲曾在家乡兴办学校，经
营“元和盛”烧锅和“增兴福”面粉厂。因
支持马骏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7月被
杀害。同年，受党组织委派，马骏与他弟
弟马骥（又名马骅）同赴莫斯科中山大学
学习。抗战期间马骅被日军逮捕，在北
京牺牲。

画册中还收录了马骏在南开学校的
剧照、同学录和在各种比赛中所获的奖
品，展现了他多才多艺的青春时代。马
骏在宁安的故居，在北京的墓地，他在东
北从事革命活动时用过的木凳、瓷瓶、箱
子、叉子、笛子、月琴等遗物，他在狱中用
过的脸盆，穿过的长衫，结婚时周恩来所
赠的被子……这些图片信息连缀起来，
让人可以纵观马骏革命的一生，这是他
生命的纪念册。

白山黑水留下足迹
实地探访凭吊英烈

记得拍摄《曙光·天安》时，摄制组先
到达哈尔滨，在雪中的松花江中东铁路
桥上，在省档案馆，在东华学校遗址和靖

宇公园，追寻马骏曾参与组织的《晨光
报》和“救国唤醒团”的痕迹。

马骏的故乡在吉林宁古塔。宁古塔
并没有塔，这是满语音译，汉语意思是
“六个兄弟”。那个地方遥远而又寒冷，
人迹罕至，曾是流放地，现隶属黑龙江，
改称“宁安”。“五四运动”之后，觉悟社成
员星散四方，马骏曾短暂回到故乡，不久
后又奔赴北京、上海。1922年，他被组
织派回东北，在宁安组建了东北地区第
一个党组织“宁安党小组”。

宁安古城仍保持着一些旧貌，摄制
组到这里取景拍摄，逗留两日。现今宁
安城边，牡丹江畔，“马骏街”上有一座
“马骏纪念馆”。纪念馆建于1995年，即
马骏100周年诞辰的时候，如今已成宁
安的地标建筑，英雄的事迹由此长存。

马骏纪念馆馆长关薇、讲解员王莹莹到
火车站接我们摄制组，当天我们还见到
了另一名讲解员——马骏的重外孙女韩
琳琳。
马骏故居依然存在，那是一片低矮

的棚户区，胡同里的一座平房，依稀能猜
想出百年前的模样，那时马骏离开这里，
到京津参加革命。房子早已易手，只是
普通的民居。城里的清真寺，城外的大
石桥，都是马骏当年驻足的地方，摄制组
都去实地拍摄，在现实中走进历史。

从宁安启程，我们又去了吉林市。
马骏曾在那里的毓文中学任教，进行革
命宣传，改组吉林全省学生联合会，使新
的学联成为领导吉林学生运动的核心。
他在吉林所作的最为辉煌壮烈的事，是
组织吉林沪案后援会。沪案指1925年
的“五卅惨案”，马骏所组织的活动规模
大，持续时间长，反响强烈，被称为吉林
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
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
我们到达吉林，到毓文中学采访，到

当年马骏曾游行过的街头凭吊。街上熙
熙攘攘人来人往，当年浩浩荡荡纷飞的
五色标语旗帜仿佛再度浮现……
1925年秋天，马骏离开吉林，被我

党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临危受命，回
国任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
部长，1928年2月15日壮烈牺牲，青春
之骏戛然而止，留下绝响。
1988年，在马骏牺牲60周年的时

候，他的妹妹马素贞写下《哭骏兄》，以一
个亲人的视角，概述了马骏短暂而灿烂
的一生：“揽涕登兄墓，往事犹历历，儿时
共攻读，先父寄厚望，送汝去南开。山河
破碎，莘莘学子，振臂奋起，天安门前，共
赴国难，警厅囹圄，磨炼胆识，南北呼号，
白山黑水留足迹。自红都归来，仰首高
歌去，断头燕市真男儿……”

从天津起步的革命烈士马骏

青春之骏
■ 文 杨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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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音乐剧在中国的市场可能并没有那
么大，但我们的“小柯剧场”一干就是八
年。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我个人所有的
收入来源，没有一分是来自于剧场，所以
这就是我的纯粹的爱好。“小柯剧场”一
直在坚持，我也希望有更多喜欢音乐剧
的朋友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
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剧场一年会

演将近300场戏，除了周一周二休息，几
乎每天都有演出。在如此高强度的频率
之下，我们摸索出了一套规律：一部戏最
好是在25场以内，票房会达到高峰，再
继续往下演，成本和收入的比例就会变
化，利润下滑，所以我们会选择几部戏在
一年之内滚动演出，隔一段时间演一轮。
开始那几年，我在思考如何把音乐

剧写得和国外的音乐剧不一样。因为我
们国家的演员、观众、想说的话、所关心
的问题，这些东西全部都和国外不一样，
所以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音乐剧类型一
定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我们能有和
《猫》同样分量的音乐剧，但不是和《猫》
同一种形式的音乐剧，这是核心问题。
国外很多经典的音乐剧都有脍炙人

口的唱段，其实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旋
律，比如《苏三起解》。我研究过京剧，我
认为京剧就是音乐剧，因为音乐剧的定
义是演唱加上表演，京剧也是一样的。
但我不懂京剧，我只能把京剧中一些意
识和简单的写意的手法用在音乐剧里。
我会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非常喜
欢京剧的那种简单的美感；第二：没有足
够的资金。但慢慢地我也发现，观众会
因此更加在意你的故事、表演、音乐和感
动他们的那些东西。所以这些年我一直
在研究，怎么写中国老百姓爱看的音乐
剧，什么是大家爱看的表演方式？
从多年以前我写第一部音乐剧开

始，就有电影公司找我谈，想要我当导
演。但我当时实在不了解导演的工作内
容，完全不懂电影要怎么拍，所以就婉拒
了。后来转念一想，人总得不断进步，于
是我开始认真学习有关电影的专业知
识，开始阅读电影编剧方面的书籍。
做音乐剧不需要有音乐剧梦，因为

它可以成为一件能够很直接地获取快乐
和快感的事。但如果想要做好电影，就

必须要上升到梦
想的程度。因为
做电影很难，你
得有对它的热爱
和敬畏心。我通
常会把电影剧组
比喻成“短期成
立的能上市的公
司”，如果无法上
市，就代表投资
失败，上映那天
就是剧组敲钟的

那天。所以电影制作团队的每个人都是
非常累的，他们内部有一套完整的企业
化管理的制度。
我现在最新的一部音乐剧，最开始

写的是电影剧本，写完之后我才把它改
成了音乐剧剧本。但以前我一般是先写
音乐剧的剧本。过去我不想做电影，也
没有电影梦，但后来我开始培养对电影
的认知，这两年看了大量的电影，希望能
在这条路上一直往前走。

对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