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口述杨威 采写赵群策

很多人都听过杨少华、杨议这对
父子档的相声，其实杨少华的长子杨
威也是一名相声演员。从上世纪90
年代末参加“众友相声队”恢复茶馆
相声至今，他在天津的小园子里说了
二十多年相声，每天站在台上，风雨
无阻，从未间断。杨威说：“今年我68
岁了，还是舍不得离开舞台，不敢说
发展相声事业，只希望为我爱了一辈
子的相声多作一点儿贡献。”

9岁学会《蛤蟆鼓》
和弟弟杨议一起走穴

我父亲杨少华是1932年生人，他
和我母亲是在北京结的婚，1953年我
出生，“百岁儿”时，我们一家三口来了
天津。我小时候家住谦德庄十八街那
块的平房，张奎清、马少武、赵佩茹、常
宝霆、白全福、苏文茂……这些相声演
员总来我家串门，今天这个来，明天那
个来，来了就聊相声。我家屋里有个
吊楼，我最爱干的事就是趴到吊楼上，
听这些人聊天。

我学会的第一个段子是《蛤蟆
鼓》，那年我9岁。起因是我父亲有一
个徒弟，总来家里学相声，学了一段时
间，我父亲说这孩子有点儿笨，我说：
“爸爸，要不咱俩说一回？”我们就试着
说了一遍。我父亲夸我：“这听的比学
的会的还快。”到了春节，有个邻居找
我父亲去和平织线厂春节联欢会演
出。我父亲就带着我去了，演了这段
《蛤蟆鼓》。那是我第一次所谓的演
出，人家给了一个纪念品，是一个搪瓷
茶缸，上面印着牡丹花。我特别高兴，

如获至宝，舍不得用。
最早我父亲在轧钢一厂上班，从

轧钢一厂去了南开区相声队。这么一
来我可就如鱼得水了，可以趁着给我
父亲送饭的机会，去台口或者台下听
相声。开始我只知道傻乐，不懂得相
声的内涵，随着年龄增长，对相声艺术
越来越喜爱。我没正式学过相声，会
说相声可能就是遗传，也可以说是对
相声的酷爱，加上有点儿天分，《八扇
屏》《山东话》《对春联》都是自己耳濡
目染学来的。

再后来，我父亲从相声队回到轧
钢一厂，我也到轧钢一厂上班。每逢
节假日，我就跟我父亲一起在单位联
欢会上演出。在工厂上班，我不能算
是合格的职工，因为总偷着跑出去演
出。比如我去参加二宫的消夏晚会，
演完赶到人民公园，人民公园演完了
又赶到北宁公园，连演三场，再回单位
上夜班，迟到了，挨批评。

其实我也不是为了挣钱，一场演
出就给七毛五分钱，就是喜欢说相
声。有一次我去中华曲苑演出，那是
我第一次登上大舞台，演出效果很热
烈，演完了出来还是特别兴奋，骑车去
上夜班，结果走反了，骑了一个多小时
才到单位，又挨了一顿狠批。

上世纪80年代，我想去外地走
穴，开不来病假条只能愣歇，一走三个
月，差点儿让单位给开除。布告都写
好了，我父亲找领导求情，才没开除
我。又过了几年，单位不景气，好在我
还有这么个技能，就和我弟弟杨议一
起演出，开始了我的“大走穴”生活。

当时流行的是通俗歌曲、电子音
乐、霹雳舞，人们不爱听相声，我弟弟
杨议特别聪明，不像我这么保守，他跟

形式跟得特别紧，穿个花衬衣，烫着卷
发，抱着吉他说相声，特别受欢迎。
我第一次去外地演出是去上海。

一天我父亲接到杨议的电话，说他在
上海演出时和搭档闹了点儿别扭，让
我去救场。我马上买了火车票，在火
车上站了23个小时，下车后直奔宿舍
找杨议对词。当晚是我第一次在体育
馆演出，面对好几千名观众，下来后兴
奋得一宿没睡。然后我们又去了温
州，去了甘肃，全国各地到处演。

加入“众友”相声队
边演边学，拜尹笑声为师

上世纪90年代，于宝林的儿子于
浩参加“第一届牡丹杯相声大赛”，没
有捧哏的，找到我。当时于宝林老爷
子住在南市“燕乐升平”对面，总听里
面有唱评戏的，他跟“燕乐”的经理商
量，能否带人来说相声，对方表示欢
迎。随后，于宝林召集了冯宝华、尹笑
声、黄铁良、佟守本、朱永义、何德利等
演员，开始在“燕乐”演出，恢复了茶馆
相声，我也参与进来。
过了一段时间，于老爷子不干了，

相声队濒临解散。观众们还想听，于
是我们决定接着干，成立了一支正规
的相声队，取名“众友”，意思是一个人
的相声我们能说，两个人的相声我们
也能说，三个人的相声我们还能说。
“燕乐”很小，最多也就能装下一

百来人。一个星期演两三场，五块钱
一张票。演过三个观众的，演过两个
观众的，哪怕就一个观众，也得演。所
谓“靠地”，今天因为一个观众不演了，
明天可能就一个观众都没有了。慢慢
地有点儿影响了，中华曲苑约我们，演

出票卖到十块钱一张。别看只是多了一
个园子，但对我们来说，也是迈上了一个
新台阶。

来“众友”之前，我虽然一直在演出，
但几乎没说过传统相声，之后慢慢捡起
来。刚开始底子薄，没有真功夫，总害怕
被人瞧不起，现在回忆起来都是眼泪。

演出下午两点开始，我11点就到
了，后台又小又冷，先把炉子点上，不会
点，弄得屋里都是烟。点完炉子烧开水，
把暖壶都沏满了，等着前辈们来。我的
演出通常在中场，别人演的时候，我就坐
在台下最后排，边吃午饭边学。吃什么
呢？没钱啊，路上买一张大饼，买几毛钱
咸菜，放在口袋里，揪一块饼，吃一口咸
菜。但是咸菜讨厌，嚼的时候咔嚓咔嚓
响。坐我左边的观众总看我，我心里琢
磨，我没那么大名气啊，看我干什么？结
果人家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小点儿声
音！”打那以后，咸菜钱也省了。学了一
年，功夫总算瓷实了。

一晃十年过去。下多大雨，刮多大
风，我从没迟到过。谁赶上有事演不了，

我就给顶上。现在年纪大了，身体总闹
点儿小毛病，但我好像有一种职业病，
不论多难受，只要一穿上大褂，立刻就
有了精气神。有一次演出时心脏不舒
服，我含着六粒速效救心丸，坚持说完
了相声。我希望我的生命是搁在舞台
上，而不是搁在病床上。
我拜师特别晚，五十多岁才正式拜

师。先是我父亲到后台去看望尹笑声，
他问尹先生：“你觉得老大行吗？要行
的话，你就收他当徒弟，要不行，我就给
他买个车，让他跑出租去。”尹先生说先
好好看看。就这么过了几年，有一天他
终于决定收我为徒，当时我就给师父跪
下了，从那开始，我就管尹笑声喊师父。
相声行拜师要“摆枝”，请同行来做

见证。我在喊了一年师父之后，举行拜
师仪式，准备了十三桌，结果来了二十
七桌的人，好多都是喜欢听我相声的观
众，慕名来道喜。能拜尹笑声为师，我
特别高兴。其实师父没怎么教过我，因
为我们俩的表演风格不一样，他对我叮
嘱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对得
起观众的票钱。”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
我也一直把观众放在第一位。
要说在艺术表演上，对我影响最大

的还是我父亲。他的捧哏风格独树一
帜，“蔫，狠，爆，绵里藏针”。现在我岁
数大了，也想追求这种表演风格，虽说
很难达到他的艺术水平，但我希望能将
这种风格传承下去。

观众不同表演方式也不同
在曲校教学生，传承相声

茶馆相声和电视相声不同，没有导
演，没有剪辑，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比如演出时突然停电怎么办？谁也不
许动，观众乱了演员不能乱，还得把段子
说完。旅行团玩累了来听相声，拿这儿
当个休息的地方，坐那睡着了。怎么才
能让他别睡着，让他给你鼓掌？这是茶
馆相声演员必备的技能。
每次上台前，我先从台帘看一下来

了多少观众，然后下去听“活”，每段听几
句，摸清观众的喜好，所谓“不同的神仙
烧不同的香”，“香”烧错了，包袱绝对一

个不响。咱不能算“大腕”，不是说什么
都行，做不到“人保着活”，只能靠“活保
着人”。提前五六分钟在后台和演员们
贫、逗、砸挂，把情绪调动起来，上台后的
亲和度、包袱的使法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天津人喝海河水长大，要把天津人
内在的幽默展现在舞台上。有些外地观
众不懂天津人的幽默，咱们作为天津的
相声演员，要用表演和语言把天津最深
层的幽默散发出去。同一个段子，我至
少准备五套打法：小孩多怎么演，女观众
多怎么演，外地观众多怎么演，天津观众
多怎么演，旅游团来了怎么演，都不一
样。千篇一律地演，观众不会乐，也绝对
火不了。

茶馆相声不只是演员表演，还需要
观众配合。曾经有一位观众是糖尿病患
者，双目失明，他的女儿经常推着轮椅带
他来听相声。演员说得不好，他就用拐
杖敲地板，赶上新段子词不熟，他又鼓励
演员别着急，这样的观众令我钦佩。有
位女观众，带着她的父亲从北京来听相
声，可是没买到票，找到我说：“杨老师，
我父亲已是癌症晚期了，他最爱听您杨
家的相声，杨少华老爷子和杨议老师的
演出赶不上，能看一场您说的相声，我父
亲也很知足。”我特别感动，立刻帮他们
安排了座位，还给他们买了茶水、萝卜。

演出之余我也在曲校教课。我喜欢
跟学生们聊天，给他们讲故事。因为哪
把钥匙开哪把锁，相声演员要先懂得人
情世故，才能理解相声段子的内容。道
理讲不明白，光背词，那就成对口型了。

我不要求学生会多少段相声，我要
求的是“对”，不怕不会，就怕不对，对了
才能触动观众的笑点，不对的话，观众肯
定不乐。比如，我就会四段，换别人谁也
拿不动，我要求的就是这个。像《八扇
屏》，我演的和别人演的就不一样。不论
面对任何观众，都能把包袱抖响了，把他
逗乐了，这就是能耐。

我算不上高水平的相声演员，但真
要把我身上的东西学去，也能养家糊
口。我现在的搭档只有23岁，也是曲校
毕业的学生。我想所谓的传帮带，就是
把他们培养好，看到他们能给观众带去
笑声，我心里也能得到满足。

杨少华长子，在天津的小园子里说了二十多年相声

能把包袱抖响了就是能耐

往事

我觉得，在乡村振兴这一项工作中，应该包
含了乡村文化的振兴。这让我一下子想到，自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内蒙古特别有名的文艺团
体乌兰牧骑。这个文艺团体一直活跃在内蒙古
大草原上，成为牧民的朋友。几十年来，从十几
个人发展到近三千人的民间文艺团体，扎根生
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创作了
很多优秀的作品，被誉为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
骑兵。
在我看来，就像乌兰牧骑一样，文艺工作者

对于乡村振兴工作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
也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无论是哪个年代的文
艺工作者，都有这样的责任。我希望未来所有
的文艺工作者都能够走到基层，真正近距离地
接触乡村和群众，跟群众融合在一起，努力创造
文化繁荣的文艺景象。我想我也是其中的一分
子，我不仅自己会身体力行，同时也要号召我的
同行，号召文艺工作者一起走到基层，把乡村文
化振兴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向。
现在很多演艺界的明星都热心于公益事

业，也纷纷为自己的家乡进行公益代言，我觉得
非常好。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做公益，自从
有“带货”这件事之后，我跟我家乡的市
领导一起带过货，主要的目的就是想
为家乡出一点力。我平时工作都在
音乐和戏曲上，一直执著于艺术创
作，除此之外，我也想通过多种形式
为社会多做公益，也希望未来可以
借助中国一乡一品产业促进计划，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乡村，以自己最大
的能力去推广中国的乡村经济建设。
还好之前一直在做类似的事，自己或多

或少积累了一些经验，未来可能会借助这个
平台把公益推广做得更好。

我不希望只是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而是
希望真正能够落实。关于公益推广，我已经有
了具体的计划，现在有好几家直播平台，一直在
联系我，给了很大的诱惑，希望我去直播带货，
我都拒绝了。拒绝的原因，是希望我的直播带
货从公益开始，是为家乡带货，为了乡村振兴代
言，这才是明星带货的真正意义。通过明星的
社会影响力，起到一个正面的引导作用。无论
哪一行业的人，只要大家在各自的领域上行使
自己的使命，就会给这个行业带来贡献和收获，
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大的
贡献。

全新国风歌曲
歌颂建党百年

记者：您的新歌《万疆》很火，谈谈这首歌的
创作过程？

李玉刚：这首《万疆》，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创作的一首非常重要的献礼作品。我
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用在这首歌的宣发工作
上，希望被大家认同，希望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有
一次巨大的突破。为了创作《万疆》，我做了很多
准备，目前这首歌和我之前的想象，已经非常非常
接近了，这个作品基本上实现了当初创作时的设
想——用歌曲的形式歌颂伟大祖国，歌颂建党百
年。同时，我也希望《万疆》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
户，走进听者的心里。

记者：我也听了《万疆》这首歌，整体感觉非
常大气磅礴，其中又蕴含了细腻的中国风。

李玉刚：是的，《万疆》首先是一首中国风的歌
曲，用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元素，来颂扬我们伟大
的祖国，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而不少中国风的音
乐作品都比较优美细腻，如何在这种中国风的优
美细腻中，引入磅礴的气势，让听众通过这种气
势，感受到国家的伟大，这是我在创作这首歌曲时
思考最多的地方。

记者：您的《万疆》即保持了一直以来的风
格，又有全新的音乐元素的尝试和突破，您是以
什么样的心情来创作这首歌曲的？能分享一下
创作时的故事吗？

李玉刚：创作歌曲《万疆》的背景故事还是蛮
多的，大家也都知道，我有诸多的音乐作品，这一
点我非常幸运，比如早期的《新贵妃醉酒》，还有
《刚好遇见你》。《刚好遇见你》那首歌是我出道第
十年推出的一张专辑的主打歌，今年是我出道的
第十五个年头，我特别想给自己的艺术生涯再创

作一首好作品。我又想，能不能为我们的祖国唱
一首歌？所以就选择了这个恢弘的主题。后来我
不断和团队一起反复研究、讨论，讨论歌曲的风
格、选题的范围，大家都觉得“万疆”这个主题特别
贴合时代，贴合主旋律，献给伟大的祖国，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
满霞光，我何其幸，生于你怀，承一脉血流淌，难同
当，福共享，挺起了脊梁……”它又是国风音乐作
品，委婉、含蓄，有它独特的东方气质。

到长城寻找创作灵感
作品呈现出家国情怀

记者：这首歌的MV选择在长城拍外景，也给
人带来了一种震撼。
李玉刚：当我选中这首歌，决定一定要倾情而

唱，在进入录音棚之前，在寻找灵感的时候，我带
着创作团队来到了金山岭长城，那一段长城正是
后来我们拍MV的场景。在我心里它是最美丽、
最壮观的一段长城，去那里的游人也不多，特别适
合采风，或者说拍一些影像资料。当我站在长城
上，我已经知道这首歌如何诠释了，所以才有了现
在的这个版本。

记者：这首歌推出之后，您觉得效果怎样？
有没有达到理想的预期？
李玉刚：《万疆》这首歌发行之后，不仅达到了

我最初想要的效果，而且超出了预期。让我没想
到的是，在《万疆》推出之后，短短二十几天的时
间，就有了十多亿次的播放量。这说明这首作品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由此也知道，只要真心做
一件事情，只要弘扬正能量，你的作品是会被更多
人认可的。这就是《万疆》这首歌曲的意义所在，
我希望未来可以唱更多这样的歌，弘扬我们国家
的传统文化，推广国风音乐，为国家而歌，为艺术
而歌。

记者：您以前的作品让我们听到了音乐的唯
美，《万疆》又让我们看到了作品背后的家国情
怀，这一点您是怎样做到的？
李玉刚：这和我的创作经历有关。我之前每

次出国演出，都有一种特别的感受，那就是当我跟
华人华侨在一起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那种思
乡之情，那种情感也深深感染了我。我就想，只有
当我们走出国门，离开祖国的时候，对于祖国的眷
恋之情，才会特别地强烈。所以说，每当我在世界
各地奔波，我就更能发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
全世界华人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艺术创
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会有一种特殊的理解。
所以当我唱《万疆》时，我就会把所有经历过的情
感都赋予在歌中，这首歌可以说是我真情实感的
具体体现。

自小经历过贫困
珍惜现在的幸福

记者：用歌曲颂扬祖国是一种情怀，最近您
也担任了中国一乡一品公益大使，这又是一种怎
样的情怀呢？
李玉刚：这种情怀其实很容易理解，我们每一

个中国人都会有这样的情怀，这就是我经常和朋
友们说起的，我们有幸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有幸经历了脱贫攻坚，有幸过上了今天这样幸福
的日子。我为什么提到脱贫攻坚呢？因为我是一
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从小经历过贫困，经历过
从吃不上、喝不上到衣食富足这样的一个过程，只
有亲身经历，才会对脱贫攻坚这样的一个国家行
为，有非常特别的感受。这是一种生逢盛世的情
怀，只有亲身经历了，才会有所感知，会感觉到个
人和整个时代的密切关系，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
时代的幸运儿。我也非常高兴成为中国一乡一品
产业促进计划公益形象大使，我自己内心特别感
动，不仅见证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前进步伐，
而且还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参与其中，
那种发自内心的感动油然而生。
记者：您参加了2021中国乡村

振兴高峰论坛，论坛上很多专家和
学者发表了关于乡村振兴的独到
观点，作为公益大使您对此有哪
些思考？
李玉刚：我认为，乡村振兴之

所以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引发专
家的讨论，甚至引起很多国外友人
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大家作为见证
者，见证了国家在人民安居乐业的版图
上的作为。乡村振兴让国人的幸福指数大幅
度提升，让人民安居乐业，也体现了我们大国的责
任担当，意义非常重大。

记者：除了唱歌之外，大家也想知道您最近
还在做什么？

李玉刚：最近在做和“非遗”相关的艺术空间，
简称为“玉空间”，一直在寻找落地的地方，现在基
本确定落地在古老的瓷都景德镇。玉空间无论是
从整体内容包装，到外在形式上的空间设计，还有
建筑形式，都会有别于其他艺术空间。我在这里
投入了大量精力，花费了很多时间，希望把这里做
成一个综合性的艺术空间。所以这段时间一直在
忙这个事。

印 象

李玉刚 唱出家国情怀
■ 文王乃博崔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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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推出了
李玉刚演唱的国风作品《万疆》。
他沉稳悠扬的歌声扣人心弦，情感
细腻充沛，字里行间歌颂着祖国的
伟大与辉煌。各大媒体竞相推送，
同时引发了大批网友的二度创作
热情，收获一致好评。
第一次见到李玉刚是在2013

年，那时他在筹备《四美图》全球巡
演，天津作为其中重要一站，演出
地点是天津大礼堂。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他谈到最多的是创作，是
艺术，是关于歌舞诗剧的思考。这
一次再见到李玉刚，是在中国民族
贸易促进会主办的2021中国乡村
振兴高峰论坛上。和他交谈，聊的
更多的话题已经从艺术创作变成
了公益推广、乡村振兴、家国情
怀。他说，作为文艺工作者，必须
肩负时代赋予的使命，要把家国情
怀作为一种责任，通过公益行动践
行这样的责任。所以，在他所有的
创作中，家国情怀、公益责任已变
成一种新的思考。
最近有两件事情让李玉刚感

到高兴，一是《万疆》推出不久就收
获了十多亿的点击量，二是他有幸
成为中国一乡一品产业促进计划
的公益形象大使。这是一项通过
整合社会力量、建立科学的产业提
升体系、面向全国县市乡镇，梳理
打造优势地域品牌，促进产业中心
形成，助力民族经济发展的综合性
产业提升计划。“能有幸为乡村振
兴进行公益代言，是我的荣幸，也
将是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李玉刚
坦言道。
中国乡村振兴高峰论坛举办

地点是在贵州黔西南州的兴义市，
这里有万峰林喀斯特景观，有白马
岭令人震撼的大峡谷，在“万马奔
腾”瀑布群和万峰林田间穿梭，能
感受到一种神奇山水的魅力。李
玉刚为当地特色产业拍摄公益推
广视频，那几天贵州特别热，一个
场景拍下来，汗水湿透衣服，他说
“做公益和唱歌一样，也是需要付
出的，这是一种责任吧。希望未来
能为乡村振兴的公益事业做更多
的事。”

肩负时代使命
把公益当责任

直播带货从公益开始
为乡村文化振兴代言

李玉刚口述

李玉刚
1978年生于吉林省公

主岭市，中国歌剧舞剧院演
员。主演歌舞诗剧《昭君出塞》
《四美图》《般若号角》，在央视
春晚表演《新贵妃醉酒》《嫦
娥》，融民族艺术、传统戏
曲、歌剧于一身。

杨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