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口述吱吱采写仇宇浩

由钟汉良、谭松韵主演的古装剧
《锦心似玉》，改编自阅文集团白金作
者、起点女生网顶级作者吱吱的代表
作《庶女攻略》。吱吱以反同质化、反
套路的《庶女攻略》引领了创作风潮，
小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19
年当选湖北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
的吱吱，是由读者转为作者的“70后”
作家，出道十多年来已创作《慕南枝》
《花开锦绣》《九重紫》《好事多磨》等
小说，目前《表小姐》刚刚连载完结，
接下来这位“网络古言天后”准备挑
战自我，写一部关于瓷器的行业小
说，最近她正忙于阅读古代文献、查
找资料，还准备去实地采风。

曾是办公室文员
因喜爱成为网络作家

我小时候就喜欢看书，童年的梦
想是做图书管理员，每天都可以看
书。现在算完成了一半的梦想，虽然
没有做成图书管理员，但一样可以读
很多的书。我父亲是退伍军人，在部
队的时候做过《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家里最大的开销就是买书，直到今天，
我有些历史资料还是从父亲的藏书里
扒拉出来的。父母上班的时候，每到
寒暑假，都是把我和弟弟锁在家里。
那时候我读得最多的是蔡东藩的《中
国历朝通俗演义》，这部书对我的影响

非常深，从此喜欢野史多于正史，喜欢
古言多于今言。

我可能比同龄人更擅长讲故事，
但并不比同龄长更擅长写作。我其实
是典型的由读者转为作者的写手。
2005年的时候，偶尔看到一个叫随波
逐流的作者写的小说《一代军师》，非
常惊艳，但当时这套书只出了前面两
册，我急着看后面的内容，还专门问了
书店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是正在起
点中文网连载的网络小说，于是开始
在网上看小说。

起点中文网每章小说的后面都有
评论区，我当时比较活跃，喜欢在评论
区留言，引起了一些读者不满，有人在
我的评论后面留言，“你这么行，你怎
么不自己写”，再加上我女儿的鼓励，
我就用女儿的小名“吱吱”做笔名，开
始自己写小说。我当年写作就是冲着
偶像随波逐流去的，希望像她一样，写
出红遍全网的小说。我也算是追星成
功的典范吧，不仅和自己的偶像在同
一个网站写作，还因此结识了她，并在
写作上得到了她的很多指点和帮助。

虽说已经写了 10 部小说，有
1400多万字，但其实我经常“卡文”，
写不下去，这种时候就只能先放下，出
去转一转，或者找点资料、看看书，或
者一直写，直到写出自己满意的情节
为止，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我是在写了十多年之后，才转为
专职作者的，原来在一家事业单位办
公室做文员，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后来

因为时间冲突无法两全，才只好辞职
选择专职写作。当时单位同事一直都
不知道我在写小说，我觉得小说反映
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特别是对爱
情的向往，让身边的人看到，会觉得不
好意思。家人当然知道我在写小说，
但我从来不跟他们说我在写什么，他
们也不是我的读者。至于朋友们，如
果不是《锦心似玉》的播放，媒体做了
报道，大家也不知道我在写小说。当
年写《庶女攻略》时还有一件趣事，我
同学觉得它好看向我推荐，我忍了又
忍，才告诉她这是我写的。她当时不
敢相信，那副惊愕的表情，我现在还记
得，感觉非常奇妙。

有人愿意付费看故事
所以生怕自己写得不够好

我写的第一本书是《以和为贵》，
发文不到一个小时，就在后台看到有
一个收藏，巨大的喜悦淹没了我，至今
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那种心情，读者
的喜爱，是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茫
茫人海中，有一个人喜欢你的故事，并
且为你写的故事喝彩，你被人喜欢着，
这种情绪很大程度影响了我对写作的
热情，甚至是对自我的肯定。
读者的评论可以让我查漏补缺，

让小说更具有可读性和故事性，更有
带入感，但我不会完全根据读者的评
论去改文。因为人设已完成，大纲有
了脉络，人物有自己的性格和命运。

最开始写作，根本没想过自己会走
到这一天，当时完全是出于爱好，想着终
于有一个地方能讲我自己想讲的故事
了，终于有人听我讲故事且为此付费订
阅了，心情还挺复杂的，我就是一个普通
人，能得到这么多读者的喜欢，真的诚惶
诚恐，生怕自己写得不好，不够尽职。我
时常会怀疑自己，会想，大家是真的喜欢
我的小说吗？我真的写得很好吗？感觉
一直以来我都站在起点，仰望终点。
《庶女攻略》是我十几年前写的一部

作品，在此之间，这种类型作品的男主角
大多数是皇帝、皇子，女主角大多部是皇
后、公主，人设的同质化已经显现，我想
写一部不一样的作品，这才有了《庶女攻
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一本反同
质化、反套路的作品。我希望女读者能
从这本书里感受到女性在家庭中的力
量，让更多女性知道自己的重要性，能更
爱自己一些并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若
是读者能从书中得到启发，那就最好不
过了。

网络小说之所以受欢迎，在我看
来，它就像个杂货铺子，大家走进去都
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说网络

小说要有人气，得迎合读者的口味，那
读者的口味是什么呢？你怎么肯定这
就是读者的口味呢？如果大家都迎合
了读者的口味，为什么每年都会有那
么多“黑马作品”呢？和其他文学一
样，网络文学有经过时间考验一直在
金字塔尖的作品，也有被时间湮灭的
作品，我觉得只要有优秀的作品，就会
有更好的明天。
在网络写作上，一直存在着数量流

和质量流哪种更好的争议。数量流，以
更新字数取胜，质量流，以写作质量取
胜，各有胜负，很难说是不是写得长就
赚钱，在女性小说里，这一点尤为明
显。网络文学深受盗版、洗稿、抄袭之
害，我的作品更多的是依赖我所在的网
站阅文集团起点女生网在维权。维权
的难度在哪里，我觉得还是犯错的成本
太低，有些人明明知道是错的，但在巨
大的利益面前，他们还是会冒险。

所有生活都围绕写作展开
想写一本瓷器题材的新作

我当年入行是业余写作，完全是出
于爱好，稿费是锦上添花，刚开始写作
时感觉比较轻松，甚至是兴奋的，而且
第一本书《以和为贵》就上了订阅榜前
十，之后的小说也一直挺受欢迎的。我
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直以来我都在阅文
集团的起点女生网写作，从来没有换过
网站，写的也我感兴趣的题材和我感兴
趣的故事，有一批相对固定的读者，所
以没有感受过经济上的压力，只有写作
的压力。我个人认为现在的网文作者
生存状态会比从前更困难，因为网文的
高速发展，写网文的人多了，读者对网
文的要求也更高了，对我们网文作者的
要求也更高了。对于想入行的新人，我
想说，写网文除了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
职业，看到别人吃肉，也要知道他们有挨
打的时候。首先，你要确定自己是不是

要真的写下去，如果决定写下去，那就坚
持写自己感兴趣的题材，不管遇到什么
困难，都不要轻言放弃。网文发表门槛
不高，给了大家不停尝试和改进的机会，
这对很多刚开始写文的人来说，是弥足
珍贵的。

我喜欢写作，写作时会沉浸在小说
的世界里不能自拔，就像有人喜欢打游
戏、有人喜欢买东西一样，有瘾，很难
戒。一天24个小时有四五个小时在写，
十个小时在思考怎么写，累的时候就休
息一会儿，和家里人聊聊天，或者在小区
的院子里走一走，或者瘫在沙发里看看
书什么的。感觉知识储备不够的时候，
会去旅游、采风。可以说，写作以来，我
所有生活都是围绕写作展开的。休闲时
会看网络小说，我反而看起点中文网“男
频”的小说比较多，最近在追志鸟村的
《大医凌然》，正好涉及我的知识盲点，很
佩服作者。

平时我不太会追剧、看电影，结束一
段写作，就会准备下一本，空闲的时间更
倾向于看一些写作资料。除了写作，目
前没有别的发展规划。我一直以来都想
写一本人人称道的小说，可每当我写完
一本小说，都觉得还有很多瑕疵，想在下
一本小说中改进。也许当我真的写了一
本人人称道的小说，我就会有其他的发
展规划了。

文学作品也分类别，一种是读后让
人思考，一种是让人会心一笑。前者通
常是严肃文学，后者是通俗文学。网络
小说原本就属于通俗文学，如果读了我
们的作品，能让人会心一笑，就很好，若
是能在会心一笑的时候思考一些什么，
那就非常优秀了。我希望能写出经得起
时间考验的好作品。接下来想写一部关
于瓷器的行业小说，这对我是一个新的
挑战。我从前写江南仕女比较多，这次
新文算是行业文，为此我想去更多地了
解我国古代的瓷器史，感觉这个选题很
有意思，正在兴致勃勃地做准备工作。

写作时沉浸在小说的世界，就像上瘾一样很难戒掉

网络文学也有经得起考验的杰作

讲述

记者：您是在部队文工团成长起来的演
员，刚去部队时遇到过什么难忘的事吗？
王双福：1973年我参军入伍到总后文工

团。除了完成演出任务，还创作了近百段快
板和相声。记得有一次在政协礼堂演出，第
一个节目是张振富、耿连凤的二重唱，第二个
是西城假人摔跤，我是第三个上场演出。唱
完之后观众掌声不断，我返场唱了一段《蛐蛐
蝈蝈吹牛皮》，观众还要听，又唱了一段《小板
凳》，还不行，又唱了一段《禁烟歌》，连返三
场。下场后在后台，侯宝林先生搂着我的脖
子：“小子！太好了，不愧是将门虎子！”那场
演出压轴的是高元均大爷，他可是个大人
物。在中国曲艺界，按国家工资标准定，就高
元均和侯宝林在当时是国家一级演员。当时
高大爷的体格已经不太好了，可他看我连返
三场，也来劲头了，唱完第一段又返场唱了个
《巧捉马振华》。这可要命了，返场这段比之
前那大段还多了十分钟。转天，我到高大爷
家去看他，大娘不乐意了：“你打算把你大爷
累趴下啊？你在前边这么一折腾，他后边也
想来三个，幸亏他没演三个，要真演三个就挺
啦！就得找担架啦!”高大爷却说：“他那样做
是对的。”这就是一位长辈的心态，总恨不得
让晚辈展现自己。
记者：在部队文工团演出辛苦吗？
王双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去兵站部慰

问演出，从青海到拉萨，沿途兵站部条件恶
劣，比如下大雪，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大衣都
冻成冰坨子了。风沙也大，有一次我们正在

帐篷里吃饭，一
阵风沙过来，把
帐篷给吹走了，
我们赶紧把大衣
顶在脑袋上。可
是白米饭变成了
黄米饭，全是沙
子，只能从底下
掏着吃。战士们
住的都是窝棚，
在地上挖个坑睡
觉。看到战士们
这个样子，别说
演一场，演十场
都得干，再苦也
不能怕苦！在海
拔 4800 米的唐
古拉山顶为战士
演出，演完战士
们的掌声惊天动

地，一阵盖过一阵，要求我多唱几段。我唱完
一段又一段，严重缺氧，领导劝我不要再唱
了，可战士们的热情感染着我，我说：“为这些
战士们演出，就是累吐血也值得！”
记者：您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

歌词的传承人，大多数观众是从相声里面了
解的太平歌词，您怎么理解这门艺术？
王双福：太平歌词有近两百年的历史，过

去老先生们基本上都会唱几句，“画锅撂地”
的时候唱一段，能吸引观众。有人不了解太
平歌词，以为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就完了，其
实这里边有很多的技巧，陈韵、躲得句、楼上
楼、接龙、连环句，都是太平歌词里的讲究，需
要师父的传授。所谓“砍的不如镟的圆，听的
不如学的全”，这种艺术靠的就是口传心授。
作为“非遗”传承人，好多学生找我来学习，全
国各地的都有，教的时候我特别细心，也不怕
麻烦，会的人多，才能流传下去。

四岁半在红星相声社演出
稚声稚气常获意外“笑果”

1945年，我出生在河南开封，父亲王本林是
相声、太平歌词表演艺术家，20岁跟着白云鹏盯
“四梁四柱”（中场）。1952年，我父亲去西安演
出，军管会经常帮助我父亲，给他解决了很多实际
困难。我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以前的艺人没
有地位，他非常感激党，感激部队给他的帮助，决
定成立红星相声社和回民文化馆。红星相声社在
西安做了很多贡献，抗美援朝时，我父亲带领红星
相声社的演员们积极募捐义演，用所得收入和家
里的积蓄为志愿军捐赠了一架“鲁迅号”飞机，得
到西北局党政军领导的赞赏和表彰，在曲艺界传
为佳话。我父亲始终带着大家在各方面做出积极
响应，创作演出新作品，紧跟形势，编演歌颂党，宣
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小节目，西北文联主席柯仲平
称我父亲是爱国艺人。

我自幼随父亲学艺，四岁半时就在红星相声
社练功、演出，是地地道道的“娃娃腿儿”。 我父
亲和红星相声社的叔叔大爷们排练、演出，我就在
一边看，从小耳濡目染。有一次我父亲说：“你也
学两段吧！”就这样，我学了两三段。我稚声稚气
的表演常能获得意外的“笑果”，引得观众哄堂大
笑。有一次柯仲平看见我，拍着我的头说：“小双
福啊，你就是新文艺的接班人啊！”

我父亲的师父是连秀全，他和连秀全的公子
连笑昆情同手足。有一次连笑昆路过西安，在一
个小联欢会上，看我有灵性、有天赋，是干这行的
料，搂着我对大家说：“这是我的徒弟。”就这样，我
有了师父。

我师父连笑昆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我师
爷是相声泰斗马三立。相声圈里有句行话叫“一
柳三火”，“柳”就是学唱。我师父连笑昆的“柳活”

堪称一绝，他是以正唱为主，以正唱叫“尖”，让观
众鼓掌，靠的是炉火纯青的功夫。尤其是学京剧
的念白，行话说“千斤念白四两唱”，可见念白在表
演中的分量。我师父连笑昆每次学京剧《草船借
箭》中鲁肃的念白，都能赢得观众满堂的掌声和叫
好声。为了学好师父的艺术，我经常缠着师父：
“师父，师父，再给我遛遛活，多教我点尖的。”我师
父特别疼爱我，总是一遍遍地给我遛活、过活，他
常对我讲：“双福啊，功夫不亏人！”我跟着师父学
了不少能耐。

跟李润杰大师学快板
八九岁就能卖艺养家

1952年，快板书大师李润杰到西安演出，他
特别喜欢我，问我父亲：“本林，双福有师父吗？”我
父亲回答说：“拜了连笑昆。”“哦！笑昆的徒弟
呀！那我就不能收他了。”润杰大爷又转头问我：
“会快板了吗？”我说：“李大爷，快板我还没学呢，
不会打板也不会唱。”“那好！我教你。”从此我就
跟着李润杰大师学快板，他耐心地教我打板，一板
一眼，一字一句，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地教我，那真
是一口一口地喂。润杰大爷还把他当时最火、最
拿手的快板书段子《武松打虎》“过”（传授）给了
我，我非常感激。学会了李派的《武松打虎》，我又
跟师父和父亲学了一段《十八愁绕口令》，这样我
就能使几个相声段子和两个快板段子了。
1952年8月，天水到兰州的铁路胜利通车，

我父亲带着我参加典礼演出，那可是大场面、大舞
台，底下黑压压坐着一大片，都是建设铁路的工
人、技术人员。我一上台，观众看我是个小孩儿，
个子还没桌子高，就哄堂大笑，把我父亲紧张得两
手直捏汗。可我一点儿不憷，一段快板，小童声音
儿尖，特别好听，台下的工人们马上就安静下来
了，演出很受欢迎。从此，我跟着父亲山南海北地
到处“走穴”。虽然年龄小，也称的上是“长腿儿”
（走的地方多）演员。

1953年，我随父亲到沈阳演出。这段时间，
我父亲应师胜杰的父亲师世元邀请去抚顺演出，
为了历练我，让我住在通辽的堂兄家。一天，我闲
遛到闹市，见路边有一位四十多岁的艺人正在“撂
地画锅”，这人正说评书《济公传》，但因为不善于
“杵门子”（敛钱的套路），基本上没人给钱。我看
见这一幕，急忙掏出仅有的几毛钱，扔到他的簸箩
里。大人们一看，这么小的孩子听完都给钱了，也
就不好意思白听了，都跟着给钱。听他说完这段
评书，观众散了，我上前说：“您辛苦了，刚才我帮
您带带杵（带着大家给钱）。”这位艺人一听：“嚯！
小兄弟还会春典（行话）。”我说：“我是团春（说相
声的），还能使蒯（唱快板的）。”说书人笑了：“明天
你还来，你使蒯圆粘子（吸引观众），挣了钱咱俩
分。”“好！就这么办，您养家糊口不容易，杵头子
（钱）您看着给就行。”就这样，我八岁时在通辽开
始学着“撂地画锅”，干了半个月挣了点钱，买了张
火车票，自己回了沈阳。

老娘看见我回来了，又喜又急，说：“双福啊！
你爸爸在抚顺泥了（没挣到钱），那里连着下了半
个月的雨，没观众，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我急忙
掏出“撂地”挣的钱以解燃眉之急。随后我去了沈
阳北市场的相声大会，在后台找到胡兰亭爷爷：
“家里念杵（缺钱），想票（演出）几场，置点杵（挣点
钱）。”胡爷爷很热情，带我去见佟雨田、杨海荃两
位负责人。我做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情况，佟雨田
问我：“你都会什么？”我说：“我会两段数字（快
板），还会几段口（相声）。”那时的艺人很讲义气，
佟雨田马上安排我上台，唱了段《十八愁绕口

令》。我也有三四年的演出经验了，这段活使得板
槽瓷实，嘴皮子利索，动作干净漂亮，基本功扎实，
赢得了满堂的掌声。台下有一“嗨杵”（有钱人）提
出要见见我，胡兰亭爷爷就领着我到了前台，客气
地打了招呼。这位先生说：“小孩儿唱得不错，这
个是单独给你的。”他从包里拿出一沓子钱交给
我，胡兰亭爷爷和我急忙道谢。这一沓子钱按现
在的价值来说，得有一千块钱了。我虽然年龄小，
但对行里规矩知道得很清楚，回到后台，毫不犹豫
地把钱放进钱簸箩里，说：“叔叔大爷们，这钱入伙
了啊！”大家非常高兴，都夸奖我：“小子！真是干
这个的。”从此，我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相声大会
站住了脚，能挣钱养家了。

随父亲回天津加盟声远茶社
曲艺汇演与骆玉笙马三立等同台

1955年，我父亲接到一封信，是天津声远茶社
掌柜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杨绍奎先生寄来的，上
面写着八个字：“漂泊半生，当归桑梓。”我父亲便带
着我们全家来到曲艺之乡天津，安顿下来。我和父
亲加盟了声远茶社，这家茶社实力很强，有张宝茹、
刘奎珍、杨绍奎、武魁海、刘品臣等老艺术家。

有一次我在声远茶社表演《武松打虎》，有动作、
有表情。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我：“有的地方
唱得快，即便你唱得很清晰，观众可能也听不出来唱
的是什么，可是你不能返回来重唱，怎么办呢？你的
表演就像你的解说词，表演，比傻站着唱要活分。”所
以，我演节目的时候就要求自己强化表演，得让观众
的眼睛永远盯着我，让观众的耳朵一直听我唱。我
唱快板书《武松打虎》，“风摆酒旗直晃荡”，使个身
段，很多老先生夸我：“聪明，漂亮！”马敬伯先生看见
了，和我父亲说：“不错！四哥，他是谁的徒弟？”我父
亲说：“是笑昆的徒弟。”马敬伯说：“完了，咱爷儿俩
没缘。不过你愿意做我的干儿子吗？”就这样，大家
知道了我的师父是连笑昆，又拜了马敬伯先生为义
父。我还有两位义父，朱相臣和冯立樟，也都是因为
没法儿收我为徒，改收我为义子。我的这三个干爹，
都是相声界非常有能耐的人物。

后来以声远茶社为班底，组建了红桥区曲艺团，
我虽年龄小，却成了专业演员，有单位有工资，不用
再按份儿“掰把”（分钱）了。1957年6月15日到29
日，天津市文化局在红旗剧场举办第一届曲艺杂技
汇演。鼓曲演员骆玉笙、林红玉，相声演员马三立、
郭荣启、常宝霆、白全福、朱相臣、苏文茂等都参加
了。那年我刚十二岁，也参加了演出，是演员中年龄
最小的。我和我父亲报了一个《十八愁绕口令》，我
唱，我父亲给我打板。这个段子是马三立大师整理
的，我学会了。表演的时候很认真，嘴上利索，表演
有动作。老师们看我一个小孩儿能使大人一样的大
段，一高兴给我评了个特等奖。一位领导接见获奖
演员时，拍着我的头说：“这个小朋友好啊！以后我
们各个文艺团体都要有这样的小朋友。”果然，天津
各文艺团体都组建了青年队。

1958年，志愿军回国，天津市组织慰问团，包括
曲艺、杂技和各种小型表演。我和艳桂荣老师代表
红桥区艺术团参加，从东站到西站，从西站到北站，
来回演出，一个站台演半个小时。也没剧场，就站在
站台上唱，从车上下来的军人看我们演出，往我们的
衣服上别纪念章，每天胸前的纪念章都挂满了。

1958年，在天津多伦道有个一百天扫盲班，我
在那学会了查字典，读书看报，学着搞创作。弹指一
挥间，我今年已经76岁了，可我的心态、精神气、身
体都不错，还愿意为曲艺多少做点儿事。我写了个
顺口溜，来形容我这一辈子：“以前再好已过去，偶尔
回忆当乐趣。新的征程已开启，昂然前行再努力。”

印 象

王双福 传统艺术靠的是口传心授
■ 文 赵群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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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6岁的王双福名气算不
上人尽皆知，但他的人生经历本
身，就是曲艺界的一个传奇。他生
在曲艺之家，父亲王本林少年时拜
连秀全为师学说相声，兼演太平歌
词。王双福是连秀全之子连笑昆
的徒弟，马三立的徒孙。他还是张
寿臣的义子，也曾向马三立学艺。
马敬伯、朱相臣、冯立樟等相声名
家，李润杰、高元均两位快板书大
师，都曾手把手地指点过他。
王双福自幼登台演

出，“画锅撂地”，后来和
父亲一起到天津，参加
声远茶社，又加入红桥
区曲艺团，十一二岁
就成了拿工资的正式
演员。1974年，王双福
参军，成为总后文工团
的曲艺演员，后来又调入
国防科工委文工团、武警
总部文工团。几十年来，他一
直活跃在部队的最基层，演出足迹
遍布祖国各地。他创作并表演的
反映部队生活的快板书《英雄诗
篇》《武警赞歌》《金盾映昆仑》《党
的儿女》《中华儿女》等，都深受广
大官兵的喜爱和赞誉。
回忆那些年，王双福说，自己

从心底里爱部队，一直没有离开部
队，“演兵、唱兵、为兵的思想在支
配着我，为战士们演出是我最大的
快乐。”那时候去部队慰问演出，常
常只有他一个演员，那他就一个人
唱快板、说单口相声、唱山东快书、
唱太平歌词、唱莲花落，把自己会
的一样一样往外掏。“有人说我是
钢铁老兵，我更愿意把自己当做文
艺轻骑兵、尖刀兵。”
王双福个头不高，两眼有神，

说话抑扬顿挫，爱抖包袱，舞台上
更是潇洒自如，铿锵俏皮。他是当
今曲坛硕果仅存的几位能演唱整
段原汁原味太平歌词的艺人，得到
了业内人士的一致推崇。他编写
了《王双福快板书选》和三本《太平
歌词》，希望把自己学到的艺术传
承下去，他说：“我最近每天整理太
平歌词的段子，过去好多老先生没
有文化，有些个别的句子不通，我
把它们矫正矫正。但是也不容易，
需要找对子，好多句子、词都得定
好了，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也不行。
我希望将这门艺术传承下去，它是
多少老前辈、老艺术家的心血，你
加点儿我添点儿，改个腔，流传至
今，不能在我们手里让它失传了。”

曲艺界传奇人物
传承快板与太平歌词

在部队演出不辞辛苦
教年轻学生不嫌麻烦

对话王双福

马三立与王双福（右）

王双福
生于1945年，快板、相

声演员。相声名家王本林之
子，连笑昆弟子，马三立徒孙。
北京市“非遗”太平歌词传承
人，也是硕果仅存的几位能
唱整段太平歌词的艺术

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