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时的李光羲

自幼痴迷音乐、戏剧
在中央歌剧院梦想成真

记者：您是从天津走出去的老歌唱家，现在再
回到天津，觉得还熟悉吗？

李光羲：咱们现在呆的天津音乐厅，过去是个电
影院，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看电影，看各种好莱坞的
电影。以前我都是过年过节，参加完节日的演出后
回来，那时候回家看老人。我的根在天津，小时候我
就住在南市旁边的芦庄子。

记者：小时候的故事现在印象还深吗？
李光羲：我对在天津生活的那段日子印象太深

了。我觉得，我要不是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气
息浓郁的地方，要不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迷恋，我
就当不了演员。所以，我就是受益于小时候在天津
的经历所形成的眼界。我天生就喜欢看戏剧，看电
影。我是个戏迷、电影迷、音乐迷，爱看京戏、大鼓和
外国电影，还爱听唱片。那时我家有一台老式收音
机，我从那里接触到世界顶级艺术大师贝多芬、巴赫
的作品，接触到许多西洋交响音乐，由此爱上了音
乐，爱上了唱歌。为了练歌，我参加了教会的唱诗
班，学会了五线谱和西洋发声法。我小时候爱看电
影，不是一般地看。家里人对我说，傻孩子，怎么
一看悲剧就跟着哭，一看喜剧就哈哈大笑，老
跟着念叨？跟你说，那都是假的！可是不
管他们怎么说，我看那些好莱坞的电影
啊、看戏啊，就是着迷，好像有什么东西
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扎根在我心上。

记者：您的成名可以说是一种传
奇，听说您没上过正规的音乐学院？
可这么多年却一直活跃在舞台上。
李光羲：我是百分之一百没有当演

员的条件，更是百分之一百不能成为一
个名演员。因为我没学过音乐，没有成为

音乐家的根基，我当演员纯粹是偶然。1946
年，我17岁的时候，父亲英年早逝，我中学还没读
完，为了养家放弃学业，接替父亲进入开滦矿务局，
当了一个小职员。可是，由于对音乐的热爱，对舞台
的热爱，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音乐。那时我几乎
唱遍了天津的每一家剧场，成了一名人尽皆知的业
余歌手。1953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那
一年中央歌剧院到天津演出，我第一次接触歌剧，那
种动人心弦的艺术让我为之惊叹。我下决心报考中

央歌剧院，当场就被录取了。虽然歌剧院的薪水很
低，但我觉得在事业上找到了方向，有一种梦想成真
的感觉。我凭借小时候的功底和多年来当业余歌手
积累的舞台经验，很快在歌剧院站住了脚。

对音乐的爱没理由
全部身心投入其中

记者：听说您当年是一炮走红？
李光羲：当时，由周总理主导，在苏联专家帮助

下，建了当时最先进的、现代化的国家剧场——天桥
剧场，在那里开音乐会。那时的音乐会就是演员跟
着一架钢琴清唱，没有话筒。我是合唱队的，人家
说，他刚来，让他试着唱一个。那场音乐会，我记得
有十几位演员参加，其中有三位演员，观众听了不让
下台，一个是郭兰英，一个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花腔
女高音歌唱家张权，还有一个就是李光羲。

记者：还记得您当时唱的是什么歌曲吗？
李光羲：我第一首歌唱的是保加利亚民歌《相逢

在匈牙利》，“蓝色头巾在原野上发亮，有双明媚的眼
睛闪光”，是首抒情歌曲，描写二战以后战士回到家
乡，看到美丽的姑娘，抒发和平年代的美好心情。我
唱完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人找到我说，你这个
年轻人唱得比保加利亚的原版还好听。第二首我唱
的是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风格就迥然不同
了。第三首是描写战后景象的苏联歌曲《俄罗斯》。
我是由于小时候当业余歌手的经历，对歌唱的热爱，
早就把这些歌唱得滚瓜烂熟了，上台不但不紧张，反
而高兴得撒欢儿。我从一开始到中央歌剧院就一直
被人质疑，因为我是业余的，但我一直没有放弃，通
过这场音乐会，彻底改变了大家对我的质疑。

记者：因为少年时的热爱，通过努力终于成为
演员，顶住了质疑带来的压力，后来成为著名演员，
一直坚持了70年，这就是您的初心，初衷始终未改。
李光羲：这一切可能都源于我知道珍惜和感恩

吧。小时候我经历了抗日战争，日本人占领天津，我
还得了肺结核，过的就是吃糠咽菜、九死一生的日子
啊！所以就是那种忧患意识，从小就在心里扎根。
经过那样大的苦难，我不但活下来了，还有机会能够
站到舞台上演唱，所以我分外珍惜，因为珍惜，也就
能全部身心都放在自己热爱的歌唱事业里面。

记者：您在新中国第一部歌剧《茶花女》里扮演
男主角阿尔弗雷德，能否谈谈当时的故事？
李光羲：有一次我在路边摊发现了柴可夫斯基

的唱片，但我不知道他是谁，花了两毛钱买到手，回
家仔细学习。后来我才知道柴可夫斯基是著名音
乐家。也就是因为这样的邂逅，让我爱上了歌剧。
周总理说过：我们过去都是在村里的土台子上演
出，今天我们要站在舞台上，把古今中外最好的戏
剧拿来为人民演出。所以当时，我们决定排演意大
利歌剧《茶花女》，主角阿尔弗雷德谁演呢？周总理
说：谁好谁演。我们分了四组排练，我是第四组。
排完以后，有个苏联专家跟我们院长说，那个李光
羲可以。其实我那时刚开始彩排，不知道该怎么
演。我就想起小时候看过的那些好莱坞电影，想起
里面的形象，想起自己看完电影《茶花女》是哭着回
家的。我开始回忆看电影的感觉，脑子里设定出一
个阿尔弗雷德的鲜明形象，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
彩排、首演，非常成功。后来我又接连出演了《货郎
与小姐》中的阿斯克尔，俄罗斯歌剧《叶甫根尼·奥
涅金》中的连斯基。

一年能演两百多场歌剧
老顽童组合唱流行歌曲

记者：您常说唱歌就是玩儿，怎么解读这个字？
李光羲：舞台是给我带来最多快乐的地方。那

时我经常接连演出几个月，换场不换人。有一年，
《茶花女》《货郎与小姐》两部歌剧在上海演出，我交
替登台，一连唱了三十多场。那时候我一年要演两
百多场歌剧和音乐会，在音乐会上唱咏叹调和歌剧
选段，既忙碌又快乐。
记者：您的歌唱生涯遇到过哪些坎坷？
李光羲：四十几岁时我患上了严重的喉肌弱症，

当医生将一纸诊断书递给我的时候，我止不住泪水
夺眶而出。在我失声的那段日子，经常在噩梦中惊
醒，但我不甘心就这样离开舞台。我最感谢我的妻
子，是她的鼓励，让我坚持每天40分钟丹田气训练，
六年多坚持不懈地康复锻炼，一点点地感觉呼吸越
来越顺畅了。有一天，午觉醒来练声的时候，我突然
发现，我的亮音出来了！我又重返了舞台！
记者：近年来您与杨洪基、刘秉义组成老顽童

组合，唱流行歌曲，登上过北京卫视春晚，这种创新
对您意味着什么？
李光羲：艺术贵在创新，能让人民喜闻乐见是最

珍贵的。改革开放以后，艺术涉及的范围更宽阔了，
过去我们很少唱通俗歌曲，但我一唱那些老歌，就有
年轻人说：“李老师，来个通俗的。”我就开始学通俗
歌曲。一听才发现，好歌太多了，我们也唱了不少，
像许巍的《执著》，苏芮的《牵手》，周华健的《让我欢
喜让我忧》，小沈阳的《大笑江湖》《小苹果》，崔健的
《花房姑娘》，都唱过。人到了一定年纪，需要不断地
更新自己，才能和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产生共鸣。
记者：您与爱人王紫薇从相遇、相恋到结婚，如

今已共同生活了68年，夫唱妇随，形影不离，给我们
讲讲您的爱情故事吧？
李光羲：1953年国庆节，我和王紫薇一起排练

节目，准备参加合唱队演出。第一次见到她我就被
深深地吸引了，我对一个朋友说，我一定得娶她。
1958年1月，我们终于结婚了。那时生活清贫，但
家里总是充满欢歌笑语。有一次妻子过生日，离发
工资还差四天，家里只剩两块钱了，我俩就骑着自行
车，一路说笑到了颐和园，花两角钱买门票，手牵手
观赏美景，中午买了一份炒饼，就算是吃了生日饭，
那天我们的合影一直珍藏到现在。有人说我洁身自
好，但我知道，妻子带给我的启发、美感和情趣，在别
处是得不到的。我最幸运的事，一是找到了最爱的
职业，一是找到了最爱的人。

印 象

他的歌声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他的歌曲耳熟能详，引人共
鸣。他对生活乐观开朗，知感恩；
他对艺术热爱执著，懂珍惜。他就
是歌坛不老传奇，天津的骄傲，著
名抒情男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
术家，92岁高龄的李光羲。
冰心老人曾为李光羲题词：

“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李光
羲也正是这样一路走来，赢得了
“歌坛常青树”的赞誉。他虽然没
受过音乐学府的正统教育，但却有
着挡也挡不住的音乐天赋，经过不
断磨砺，在艺术人生中收获累累硕
果。近日，天津广播电视台文艺频
道《最美文化人》栏目将李光羲请
到天津，在音乐厅的舞台上录制了
专题访谈节目。
几十年的音乐人生，李光羲演

唱过的曲目多达百余首。1956年，
他在新中国排演的第一部西洋歌
剧《茶花女》中扮演男主角大获成
功。1964年，他又在《东方红》中演
唱《松花江上》，红遍大江南北。他
还演唱过《太阳出来喜洋洋》《牧马
之歌》《延安颂》《红日照在草原上》
《周总理，您在哪里》《祝酒歌》《鼓
浪屿之波》《何日再相会》《远航》
《北京颂歌》，以及歌剧咏叹调、外
国民歌和艺术歌曲。他坚持走自
己的路，尽管历经过不少坎坷，也
有过失声的日子，却走得精彩，走
得豪迈，从青春唱到白头，无怨无
悔。他说：“只要观众喜欢，我会一
直唱下去！”
很多人羡慕李光羲身

体好、精神头儿足，羡慕
他对舞台一如既往地
热爱，对人生一如既
往地满怀激情，李光
羲在访谈节目中，
与大家分享了养生
心得，他说：“第一，
爹妈给了我一个好
胃口，吃什么都香，从
来没有忌口的东西；第
二，我从懂事起就爱喝热
茶，喝了一辈子，已经成‘茶痞’
了；第三，我从小学开始，暑假就去
河里游泳，1972年在海河里一口气
从葛沽游到咸水沽，游泳让我精神
愉快，从呼吸到肌肉都锻炼了，到
现在游了七八十年，我有一个秘
诀，把运动糅在生活里，跟吃饭一
样，一定要坚持。”

歌坛常青树
从青春唱到白头

李光羲 为人民唱最美的歌
■ 文 陈茗

解放天津塘沽的战斗分两个阶
段：1948年 12月 14日至 1949年 1月
15日为外围歼灭战；1949年1月16日
至17日为解放追击战。当时驻守塘
沽、大沽的是第十七兵团侯静如带领
的5万多军队。第二阶段的追击战，
我49军147师各团在海河以北向塘沽
之敌发起进攻；我46军136师、159师
在海河以南向大沽之敌发起进攻。
仅用一天多的时间就取得了胜利，一
是我军将士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二
是1月15日天津解放后敌人军心涣
散，三是我地下党组织提供了详细的
塘大区敌军防御工事图。日前，当年
参与绘图的郑纬世的长子郑健，向天
津市档案馆捐赠了他父亲的珍贵档
案，这些档案把我们带回到七十多年
前塘大区的隐蔽战线。

在大沽组织抗日救国青年团
到西安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郑纬世1920年出生在大沽口一
个贫苦渔民家庭，他5岁时，父亲在出
海捕鱼时遭遇风浪船毁人亡，母亲拉
扯着七个孩子艰难度日，三哥的肺病
更是雪上加霜。无奈，母亲领着三哥
和郑纬世到观音寺，想把三哥留在庙
里当和尚。住持看到三哥连连摇头，
反倒问郑纬世愿不愿意留下？郑纬世
说，只要有饭吃我就留下。就这样，他
剃度出家，法号沙葵。母亲换回两袋
粮食，暂时让全家度过了饥荒。

在庙里，郑纬世除学习诵经，还负责
挑水、扫院子和住持的起居。寺庙旁边
有所私塾，有空郑纬世就在窗下偷听。
住持见他爱读书，将他送进东大沽的一
所小学。他的启蒙老师李醒民成立了同
学会，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后来郑
纬世才知道，李老师当时已是共产党
员。“七七事变”后，李老师离开学校，在
东沽大道开渤海诊疗所，其实是中共地
下党的交通站。1938年，在李老师的带
领下，郑纬世参与组织大沽抗日救国青
年团，但成立不久即遭日伪政府残酷镇
压，郑纬世和几位同学连夜逃离塘沽，先
到北京，后在安徽停留，落脚在西安。

1942年，郑纬世在安徽电厂做零
工，参与组织进步同志会，发动工人、学
生展开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他考入
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结识了同学韩枫
（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林朝），他俩共同加
入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组织。抗
战胜利后，他们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出简
报、印传单、上街演讲，揭露国民党政府
发动内战的阴谋。在国共和谈破裂后，
西安国民党特务机构开始对学生动手，
郑纬世和韩枫被列入黑名单。在党组织
的安排下，二人秘密离开西安回到大沽。

旧友重逢，并肩作战
有序推动塘大敌占区地下工作

回大沽后，郑纬世去观音寺，发现住
持在圆寂前留下遗嘱，将庙产交给他。
他将寺庙改为大沽中学，后更名为寰海
中学，自任校长、教导主任，兼任小学校
长。不久，韩枫接受新任务远赴锦州。

1948 年 8月，韩枫加入中国共产
党。为配合解放战争，中共冀东区委城
工部派于文、唐伯、吴明三人组建天津工
作委员会，领导塘大敌占区地下工作，派
韩枫到塘沽做隐蔽战线工作。韩枫向郑
纬世介绍了此行的任务：一是取得公开
身份，以寰海中学为据点开展工作；二是
搜集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三是
调查工厂生产状况，了解职工思想动态，
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地下力量；四
是输送进步工人和知识分子到解放区。

郑纬世安排韩枫在寰海中学任语文
教员。创办寰海中学时，郑纬世得到小
学同学曹嘉桢的协助，学校建成后，曹嘉
桢任总务，他擅长应酬，还兼任东大沽乡
公所文书，郑纬世把对外联络工作交给
了他。此时国民党在各乡保甲成立“锄
奸核心小组”，成员是乡长、副乡长、国民
党党部委员和商会的人。经韩枫报请工
委批准，郑纬世派曹嘉桢打入“东沽乡锄
奸核心小组”，及时了解敌人动向。

韩枫与郑纬世认真分析，认为永利
碱厂是个突破口。该厂闻名全国，还是
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一个据点，“国大”代
表马树林任工会理事长。郑纬世提出，
自己的同学于有亭是永利碱厂工厂，思
想进步，可以发展他。韩枫找于有亭谈
话，于有亭表示一定完成任务。韩枫先
安排他到冀东解放区接受短期学习，回
来后即开始工作。于有亭搜集到碱厂国
民党组织的情况，还掌握了该厂的生产
概况、工人思想动态，及时向郑纬世、韩
枫汇报，他二人再将情报汇总，转送至冀
东区委天津工委。为取得合法、公开的
斗争权利，经天津工委批准，于有亭当选

为工会理事，在征兵缓役、八斗米津贴、
保证一五限价等问题上，与马树林针锋
相对地斗争，为工人争取合法利益。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韩枫在讲课时

常有激进言论。东沽乡副乡长郑道昌听
到风声后问曹嘉桢：“寰海中学有没有共
产党分子，韩枫是不是有问题？”曹嘉桢
解释说：“年轻人说些过火的话也正常，
韩枫是郑校长的同学、好友，大学刚毕业
的热血青年，我担保他没有问题！”

搜集地图情报迎接解放
护厂护校防止敌人破坏

平津战役前夕，韩枫回解放区参加
天津工委城市工作会议，回来后，他向郑
纬世传达新任务：进一步搜集敌人的情
报，及时传递给我军前线指挥部，重点是
敌军的防御工事、兵力布置、武器装备
等。1948年11月下旬，韩枫根据天津
工委书记于文的指示，派郑纬世设法搞
一份塘大地区地图。郑纬世跑遍塘大，

只发现乡公所的墙上挂着一张，于是将
盗图任务交给了曹嘉桢。

一天傍晚，等乡公所的人都下班后，
曹嘉桢把地图摘下来卷好，趁着夜色匆
匆拿到学校。韩枫、郑纬世和冀东区党
委天津工委派来的交通员吕朗正在焦急
地等待。大家一起动手，连夜临摹地
图。黎明前，曹嘉桢神不知鬼不觉地把
地图拿回乡公所，原样挂好。

韩枫觉得还有所欠缺，又让郑纬世、
曹嘉桢、于有亭抓紧搜集敌军各部驻地、
碉堡的位置。郑纬世与乡供电所地下工
作者徐恩照联系，以巡查线路为由做一
次精准侦察。最后形成了一张包括塘大
区国民党军队布防、碉堡、工事、火力配
置、制高点、地形、道路等内容的详图，配
有塘沽火车站附近敌军防御工事图和新
河到塘沽几处适宜渡河的河流图。这几
张图经吕朗交给于文，通过天津地下交
通线，送到蓟县平津前线总指挥部刘亚
楼参谋长手中。

随着战事临近，塘大区地下党与冀

东区党委天津工委往来更加频繁，但敌
人的封锁也更加严密。为了向解放塘大
区的解放军部队介绍详细情况，需要一
位同志进入解放区。韩枫派郑纬世前
往。天津工委派张治前来接应，张治备
好长衫、礼帽、皮鞋，让郑纬世扮成商人
模样，自己扮作伙计。二人来到天津火
车站地道外地下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
说，此次进入解放区的同志要等塘沽解
放后才能回来。郑纬世考虑到自己是一
校之长，目标较大，离开时间过长会引起
怀疑，决定换别人去。他赶回学校与韩
枫、于有亭商议，于有亭提议塘沽新港工
人张祖和比较合适，他在两个月前已成
为我隐蔽战线上的一员，对塘沽非常熟
悉，不仅可以介绍情况，还能做向导。于
有亭将张祖和叫到学校，韩枫向他布置
了任务，他随张治立即出发前往解放区。
1948年冬，华北野战军与第四野战

军形成了对平、津、塘的包围，战役即将
打响。一天傍晚，吕朗来了，从礼帽里取
出几张纸条，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布告和有关安民政策，让韩枫、郑纬世
尽快油印出来，待解放军进城后立即张
贴。韩枫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曹嘉桢、阎
致崇，印出来的布告也由他们保管。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为了

迎接塘沽解放，韩枫、郑纬世等人组织工
人、学生积极分子开展护厂、护校、护邮、
护路工作。国民党守军曾想在学校设立
一处碉堡，郑纬世带领全校师生坚决抵
制，敌军终未得逞。郑纬世、王羽又发动
进步教师阻止津宁中学南迁。于有亭、
张金等人也在永利碱厂组成护厂队，防
止敌人搞破坏。郑纬世、徐恩照组织变
电所职工维护设备，保护技术资料的安
全。张祖和成为解放军进攻塘沽的向
导，带领解放军胜利进城。1月17日塘
沽解放。大家组织工人、学生、群众上街
欢迎解放军，庆祝塘大区解放。
1952年10月，郑纬世调入民盟天

津市委员会，继续投身教育事业，1990
年因病去世。在他留下的几十本日记
中，写满了对教育事业的执著与热爱。

发展地下力量，提供详细的敌军防御工事图

在塘大区隐蔽战线上
■ 文 周利成 王文举

13 人物
2021年6月2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何玉新 美术编辑：卞锐

李
光
羲
口
述

谁
也
拦
不
住
我
唱《
祝
酒
歌
》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祝酒歌》贴切地表达了在那个时代
人们对未来的祝福和期盼之情，曲作者
是咱们天津歌舞剧院的施光南，他是一
位天才，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

这首歌是施光南为一位女中音歌唱
家量身定做的，抒情性很强。我和这位
女中音歌唱家一起排练时，看到了这首
歌的歌片儿，“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
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
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她当时还
没拿定主意，是不是要唱这首歌。我清
楚地记得，这首歌是2分59秒，我看到
一半儿时，就觉得像是在我心里点燃了
一把火，这首歌太好了！我就说：“你要
是不唱，我就唱。”她听我这样一说，赶紧
拿走去唱了。

我给施光南写信，我说：“《祝酒歌》
震撼了我的内心，能不能请你按照我现
在用的小乐队，给我写一个配器？”我和
施光南以前合作过，他很快就给我写好
了。然后我们乐队开始排练。我是抱着
满心的希望演唱的，结果领导一听，把这
个歌给否了，领导说：“唱这歌儿，号召大
家喝酒，这个不好。”可是不管他们怎么
说，这首歌给我的那种感觉改不了。

不久后，上级通知让我唱一首欢快
的歌，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外宾。我找到
乐队的人：“机会来了，咱们就唱《祝酒
歌》！”乐队的人说：“领导不让唱啊。”我
说：“文责自负，出问题我承担！”结果，我
真就把这首歌唱进了人民大会堂。

京剧行当有一句名言，“好嗓子不如
会唱”，还有一个八字真言，“字儿劲儿气
儿味儿”，就是“语言、力度、气息、味道”，
这对我有很大启发。除了吐字清晰，要
把情绪表达到位、情感表达准确，用合适
的力道，把歌曲语言背后的意味表现出
来，这也是我的秘诀。那天，当《祝酒歌》
唱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我知道，谁也
拦不住我唱这首歌了！

1979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
会上，我演唱了这首振奋人心的《祝酒
歌》。这首歌如同严冬过后的春风，吹进
全国人民的心田，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
角，成为时代转折的音乐坐标。《祝酒歌》
飞向了大街小巷，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电视台收到十几万封点播这首歌的听众
来信，我也凭借这首歌收获了第一届《金
唱片》奖，这首歌成了我的保留曲目。
《祝酒歌》的唱片出版后，不到一星

期就卖出了一百万张，我收到15元稿
费，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有句话叫“干
革命不收钱”。

对
话

1988年，
塘大区隐蔽
战线的战友
重 回 塘 沽 。
前排左起：于
有 亭 、曹 嘉
桢、林朝、于
文、郑纬世

李光羲
1929年生于天津，抒

情男高音歌唱家，曾主演古
典歌剧《茶花女》《叶甫根尼·
奥涅金》《货郎与小姐》，民族
歌剧《刘胡兰》《阿依古丽》
等，代表歌曲《祝酒歌》
《北京颂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