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口述黎紫书 撰文何玉新

不久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
出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的新作《流俗
地》，并举行了直播发布会。著名作
家王安忆、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浙
江大学教授翟业军与黎紫书共同展
开讨论。
黎紫书生于1971年，上世纪90年

代开始写作，已出版长篇小说《告别
的年代》，短篇小说集《未完待续》《天
国之门》等。《流俗地》是她的第二部
长篇小说，以马来西亚锡都，被居民
称为“楼上楼”的小社会拉开序幕，讲
述普通人的俗务俗事。王安忆评价
说：“我没想到阅读那么顺畅，黎紫书
那么诚实地写作，叙事的逻辑、对现
实生活的描写都是那么诚恳，而且有
趣味，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精神层面打动读者
才是小说好看的地方

《流俗地》出来以后，我斗胆请王
安忆老师给我写序。因为我年轻时写
的那些作品王老师已经看过，现在这
个长篇小说，我特别想让王老师看看，
看看我这些年有没有长进，我一直在
写，虽然不容易，但一直在坚持。

关于这本书，写法跟马来西亚华
人文学向来有的那种写法，那种特别
激烈的、特别现代主义的、后现代的那
种写法，完全是两条路，不一样的方
向。我写的时候确实想到过，这样的
写法可能在“马华”本身不是那么受待
见，跟大家的审美和追求可能有很大
差异。可是对我来说，当我构思这个
小说时，想到要写这么一个小说、写这
群人的故事的时候，我试过好几次，写
过好几个版本，这是第三个版本，确实
觉得只有这样写，才是我心中觉得这
个小说唯一的、应该的、必须的写法。

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是，这个小说
最好能是整个马来西亚华人，只要能
阅读中文的华人，都能读懂的小说，它
不应该只属于文艺青年。以这个小说
的内容来说，我希望它是雅俗共赏
的。所以我选择了这样的写法，写得
非常顺利，只用八个月就完成了。

这个小说写出来以后，我觉得它
跟我在写之前的构思想法是一样的，
写得一丝不苟，完成度算是非常高
的。它首先在马来西亚出版，反映很
好，我收到一些读者的回馈，他们觉得
小说太真实了，每个人物都像他们曾

经见过或认识的人。我把这个小说交
到十月文艺出版社，心里特别忐忑，不
晓得中国的读者对于这样一个关于马
来西亚华人的故事，这样一群人的生
活，能不能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我
自己不能预料。
我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在这样

的社会里生活，五方杂处。比如我现
在住的地方，它就是我小说里讲到的
那个美丽园的结构，我们叫排屋，两边
都是房子，大家共用一堵墙。我旁边
是华人，再隔一间是马来一家人，前面
是一个印度人家，早上还没起来，就听
到窗外传来各种声音，每天被这些声
音叫醒，到后来不觉得它是嘈杂的，它
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就像我在小说
里写的一样。因为我现在还活在这样
的环境里，我写出《流俗地》就是一件
自然而然的事。
《流俗地》这个小说，一开始写的

时候我就下了决心——这个小说必须
写得好看。为什么有这样的志向？因
为我们总是觉得经验匮乏，故事匮乏，
没有很好的故事，或者我们生活的那
个环境太过平凡、太过疏离，没有那么
多光怪陆离的事情，所以好像没有什
么可写的。我自己也觉得，可能没办
法在长篇小说里面写出很惊人、很曲
折的故事，我知道我要写的就是一批
平凡人的故事。但我立志要把平凡的
小说写得好看，不仅仅只是写一个故
事，或者只是用写实手法写一批人怎
么吃饭、怎么见面，朋友之间怎么相
处，如果仅仅是这样写，当然不可能好
看。想要好看，必须加入一些精神上
的向度，小说不仅仅是写一批人怎样

生活，而应该有一些精神上的东西去打
动读者，那才是小说好看的地方，而不是
流水账。当然可能还需要很多叙事的技
巧，各种各样的语调、节奏的控制，可是
如果没有在这些平凡事、平凡人中发现
精神的深度，至少对我这个读者来说，这
样的小说不可能好看。

将我所认知的家乡
一笔一笔勾勒出来

我总觉得《流俗地》这个小说除了本
身的内容，在艺术方面、文学方面，总有
能打动人的地方。小说里面的人物虽然
可能和中国的读者不一样，可是我总相
信读者能找到共鸣。像主人公银霞那么
出色的女孩，仅仅因为眼睛失明，要到人
生那么迟的时候，才遇上一个年纪比她
大很多的顾老师，对她来说其实是最后
的安慰。看起来她好像无路可走，因为
她工作的地方，那个出租车电台也不能
坚持多久了，母亲也不在了，没人照顾
她，这时候她遇到了顾老师，就好像抓住
了救生圈，我并不觉得有丝毫的浪漫。

一开始，我写到银霞小时候跟拉祖
和细辉到小学校里去玩，荡秋千摔下来，
那时我已经打算安排她以后会再遇到顾
老师。为什么会这么写？可能真的是我
年纪大了，心里对银霞特别同情，没打算
把银霞这一生写成没有路可走的悲剧，
所以最后让她遇到顾老师。但我并没想
到需要顾老师来拯救她，我不认同这是

一种拯救，因为顾老师自己也是一个经
历过沧桑、有过伤痕的人。
这里面可能没有所谓的拯救，可是

确实有一种和解的意识。这和解不仅仅
是银霞跟她的过去、她的经历、她一直埋
藏在心里的创伤，也是我自己和小说里
的人物的和解。写这个小说时，我心里
有一种仁慈感，不仅是对银霞，对小说里
面的其他人物都特别仁慈，因为我在马
来西亚怡保这个地方，常常能感觉到一
种温暖，那里的人都特别可爱，我每次回
来都有这种感觉，时常会在出租车里跟
司机聊很多，听到他们电台的广播，听那
些声音、听那些人交流，就会觉得温暖。
《流俗地》的主要人物多出生于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小说里的锡都历经数十
年变化，其中装载的正是我在马来西亚
的岁月，或者我该说，那里头写的是我这
一辈人的经历，我将我所认知的家乡，一
笔一笔勾勒描绘出来。因为小说越来越
走入殿堂、走入学府、走入知识分子的话
语，变成了非常哲理性的、哲学化的，或
者形式感、设计感很强的文体，但这种文
体不是小说的本意，小说的本意还是叙
事，是讲故事，讲人间的故事。常态的生
活有一种实时在发生的动机，不断往前
推动，非常活跃，超过我们的预想。
正如王安忆老师所说，个人的思想

是有限的，小说就是写那种无法用思想
和概念命名的东西，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事。写小说要表达的，一定是在别的领
域里没有命名的，没有题目的，这种东西
只可能是生活提供给我们的。

我真正想写的小说
建立在我的生活经验上

我的性格更适合写短篇，可能我比
较心急，很想看到作品出来后是怎么样
的。写长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甚至
不晓得明天怎么写。我虽然知道这个小
说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结构，知道下一
章要写到哪一部分，可是每天收笔的时
候，都不晓得怎么进入明天应该写的部
分。所以每天都在一种焦虑的状态中，

虽然我刻意不去想，但这种焦虑一直在
困扰我。因为长期在这样的压力下，我
那时候身体出了很多状况，非常痛苦。

当我写过长篇以后，觉得长篇真的
比短篇难写。因为这么长的小说，每个
部分都可能失败，所以特别难。可是写
完这个小说以后，成就感非常大，无与伦
比的成就感，不是说这个小说写好没有、
写得多好，那个成就感在于，我居然能在
这种状态下坚持用自己觉得这个小说该
有的节奏、该有的调子，持续地写，没有
快一点，没有慢一点，就按照那个节奏在
写。像我这么急躁的一个人，能够用这
样的方式完成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一
件了不起的事。

这不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我也
读了很多长篇小说，几乎每次都能感觉
到作者的急躁，觉得作者怎么就这样收
尾，为什么会这样结束小说，或者写到一
半调子就跑了。作为同行，我在读别人
的作品时，能感觉到别人写小说时心急
的状态。我写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
已经超过了自己的预期，因为我本身都
没有太大的耐心，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去
打开太厚的小说来读，很怕把时间花在
一个后来发现不值得的长篇小说上。

我不知道自己下次什么时候再写长
篇，尽管它带给了我成就感，甚至我脑海
里已经忍不住酝酿着下一个长篇小说，
可是我并不淡定，觉得需要太多条件，需
要很多的准备和勇气，才能去做。

我刚刚出道的时候，对所谓“马华文
学”没有概念，可是到了我这个年纪，已
经写了二十多年，我会思考我真正要写
而且更应该写的是什么。“马华文学”的
问题就是种类太少了，大家每次提到“马
华文学”，会想到残暴的、野性的、血淋淋
的，不然就是一整天都在下雨，人物都不
怎么看得见，都是这样的小说。可是，我
真正应该写的小说，其实是建立在我的
生活经验上，我可能没有那么激烈，我跟
两家马来人整天讨论怎样喂后巷的那些
野猫，我忠于自己的内心，诚诚恳恳地写
我眼中、我心中的马来西亚，对我来说是
自然而然，也是本该如此的。

王安忆评价她的书：对现实生活的描写诚恳而有趣味

小说不应该仅仅属于文艺青年

讲述

儿童题材作品首先曲调上要形象、明快、单
纯，不能太复杂、卖弄创作技巧。词曲一定要有
身份认证，要有童真和童趣。当年我刚到美影
厂工作时，写的第一部电影音乐过于复杂，导致
小朋友不会唱。写第二部作品《小号手之歌》
时，我开始尝试让自己笔下的音乐节奏简单明
快、音区不那么宽广。
我为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作曲时，歌词是

这样的，“三毛里个三毛，流浪里个流浪，赤脚走
在马路里个弄堂……”“里个”是我加的衬词，表
达心情，还可增加童趣。《舒克和贝塔》大家都非
常熟悉了，很多“80后”喜欢这首作品，但这首
歌开头原歌词是“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我
就觉得儿童情趣不够，所以改为“舒克舒克舒克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反复
八次，孩子气一下子跃然而出，而小朋友的传唱
和喜爱也证实了我的做法是对的。
很多人说《雪孩子》感人，我觉得主要是故

事讲得好。它讲的是一份浓烈的友情，雪孩子
被太阳融化飞上天，就好像是人类的生离死别，
这是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法，我的音乐无非是配
合故事内容的表达。
四十多年前的美术片《哪吒闹海》，开头一

段编钟演奏的音乐，伴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几个大字出现，让人印象深刻。1978年制
作《哪吒闹海》的时候，为了这段看似简单的音
乐，我和录音师侯申康费了很多心思。当时新
闻报道说，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出土了，我们
俩兴奋地跑去湖北现场录音——虽然时间不
长，但那些青铜编钟发出雄浑而质朴的音色，为
影片增添了几分庄重与神秘。《哪吒闹海》中有
一场戏“哪吒自刎”，哪吒为了拯救老百姓要剔
骨还父削肉还母，这时一定要有音乐烘托。儿
童片中很少出现自杀的场景，但这场戏呈现出
来的效果非常感人，使很多观众为之流泪。
我有的作品几易其稿，还是觉得不灵，仍有

必要学习，直至找到最贴切的表达方式。比如
我写《三个和尚》，就去玉佛寺听念经，看和尚的
各种法器，对这部片子的音乐构想就有感觉
了。写藏族题材去西藏，写红军题材去江西，劳
动人民原生态的音乐文化，有最鲜明的风格。
当然，我有的作品也是一蹴而就的，比如《济
公》，“鞋儿破，帽儿破……”出于音乐结构的需
要，又符合主人公的身份，反响也还不错。
动画片是虚构的，充满艺术想象，音乐能更

深入地带动剧中人的感情，使作品更具想象力
和艺术性。为动画片配乐是一份一点儿也不
“小儿科”的工作。儿童题材的动画片音乐绝对
不能“儿戏”！相反，我们还要更严谨，更认真。

用音乐讲故事
以儿童视角写儿童歌曲

记者：您涉猎的创作领域非常广，有电影、电
视剧、动画片、芭蕾舞剧、歌剧……电影音乐是命
题作文，可能会束缚作曲家，但舞剧、音乐剧一般
以创作者为主，您在创作这两种不同形式的音乐
作品时，更喜欢哪一个？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

金复载：舞剧、歌剧、音乐剧，这些都不算是纯
粹的音乐创作。纯粹的音乐创作应该像交响乐或
者钢琴独奏曲，在音乐上有完整的内心诉求和表
现。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音乐戏剧，这些都是综
合艺术，里面包含的音乐成分完全不一样。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在参加一个集体创作，但是在
创作过程中作曲家的分量和主动性不完全一样。
而创作交响乐的过程可以不受任何人控制，也不
受其他因素影响，写出来的曲子完全是内心的表
达。虽然我写过很多协奏曲，但我主要的工作还
是担任一些集体创作中的作曲部分。我1966年
从上海音乐学院的作曲专业毕业以后，进入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从那之后我就开始频繁接
触电影音乐，我们称之为“触电”。电影和电视剧
都和“电”有关，但我后来参与的一些舞台剧的创
作，又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了。

记者：作为古典西洋音乐作曲系高材生，您
的音乐创作道路却是从美术片开始的，当年有没
有觉得委屈，或者大材小用了？

金复载：当时我真的不开心，毕竟是年轻人，
有些抱怨，毕竟我是学古典音乐的，怎么到美影厂
做小儿科的东西？但转念又想，既然是工作，就要
做好。我的第一个作品是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儿
童故事片《飞来的仙鹤》配乐，自此，我的创作初期
作品大部分就是各种题材、风格的儿童音乐。能
够把儿童题材的歌曲写好了，不容易。儿童歌曲
主要是用来反映儿童生活和情感的，所以我们不
要站在教育者的立场，居高临下去教育孩子。

记者：您的儿童题材作品被传唱了几十年，
但现在儿童题材音乐比较匮乏，孩子们唱的都是
成年人的歌，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金复载：不能把成人的思想强加给孩子，那样
就找不到童趣，很做作。儿童歌曲是为儿童写、写
给儿童唱的，理应以儿童的心理、目光反映现实，
用属于儿童的音乐语言来表达他们真实的情感。

记者：当下美术片数量似乎不少，但很难涌
现出《雪孩子》这样的经典歌曲，您怎么看？
金复载：现在一些大制作的美术片对于音乐

的重视程度不够。我们过去的流程，是把音乐放
在很重要的地步，刚刚有了剧本，导演就让我们写
音乐，画画是根据音乐画的，怎么会不默契呢？美
国的迪士尼、日本导演宫崎骏，一定也是这么干
的，画面与音乐才能高度融合，才能把美术片音乐
提高到一个高度。但现在国内很多动画片都是先
有画再配乐，这是有问题的。

学习民间音乐、民歌和戏曲
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

记者：除了为动画片写音乐之外，能谈谈您
其他的电影配乐吗？
金复载：当年我跟着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

导演参加了很多科教片的创作，其中有一部分创
作是描写西藏的生活。有一次我跟剧组去珠穆朗
玛峰，攀登到海拔六千多米的地方，从那之后，我
对冰山、雪山这类宏伟的东西比较有感觉。在上
世纪70年代中期，我还做过《金色的大雁》的电影
音乐，讲述藏民到北京去的故事，那个时候我对西
藏的音乐进行了大量研究。我认为在电影音乐
中，作曲家可以保留主动性，但前提是不能脱离导
演的大框架。

记者：您在音乐学院学了很多技术，和声、复
调、配器等，相当于写文章的词、句法、结构等，具
体创作时，如何使用这些技术？
金复载：那时候在音乐学院学习，主要的研究

方向是西方古典音乐。但当时的院长也在不断强
调一点——学习民间音乐，包括民歌演唱和戏曲
演唱。这些是基本功，是锻炼音乐思维的方式，真
正的素材还是要从生活中汲取。当年老师传授给
我一个最基本的创作态度——创新。意思就是求
异、求不同。别人用过的东西，绝对不用第二次，
即使是成功的案例，也不能复制。除此之外，我们
要大量参考和学习别人的技术，无论是西方的、现
代的、民族的，只要能想到的，都尽量去学习。

记者：您和很多导演合作过，能否谈谈与他
们合作时产生的共鸣？
金复载：从美术片的角度来讲，我很喜欢和阿

达（徐景达）导演的合作，我们合作过《哪吒闹海》
《三个和尚》。他的片子台词极少，甚至没有，所以

对音乐的要求非常高，要求音乐必须能够替代语
言来讲述故事。还有特伟导演，我们合作过《金猴
降妖》《金色的大雁》，他完全把音乐视为一种语
言，在他的片子中，音乐能给观众留下非常深刻的
印象。还有一种形式叫做“先期音乐”，就是当剧
本确定之后，先把音乐全部做好，之后录音、绘画
的工作就根据音乐来做，这样就能达到最大程度
的默契配合。阿达导演的所有片子运用的都是先
期音乐，他所表现的画面叙述性很强，让观众一看
就知道在表达什么。

故事片中令我印象很深的导演是谢晋，我
们合作过非常多的电影，他的特点是不会明确
告诉你应该怎么样，而是先给你看剧本，看完剧
本后由你来告诉他，你认为什么地方应该有什
么样的音乐。他给作曲家提供了非常大的发挥
空间。还有吴贻弓导演，他对音乐的要求非常明
确，对音乐和画面的结合有特别敏锐的直觉。当
年吴贻弓导演和我合作过一部音乐剧，还邀请陈
佩斯参演角色，那次的合作令我难忘。

音乐剧不必追求规模庞大
好音乐不能落入俗套

记者：您最近几年主要在做什么？
金复载：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就不做电视

剧音乐了，开始转为音乐剧。2002年我退休后，
上海音乐学院成立音乐剧系，邀请我去担任系主
任，我认为我不适合当领导，在他们的反复劝说
下，我还是去了，做了八年，主要做教育工作，在这
个过程中也创作了很多音乐剧。在我的观念里，
音乐剧、歌剧、戏曲之间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虽
然结构不一样，但观念上没有太大区别。
记者：您觉得中国的音乐剧该如何发展？
金复载：2002年上海大剧院成立，当时引进

了很多国外优秀的剧作，比如《悲惨世界》《猫》，那
时大家认为音乐剧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
并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做了许多规模很大的
戏。后来发现，这样的做法不能长远发展，无法做
到经久不衰，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音乐剧要怎么
做，才适合中国国情。现在很少有人去做庞大的
戏剧了，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音乐剧都是中小型的
戏。在美国百老汇，中小型的戏也越来越多，大制
作、大投入的戏逐渐减少。
记者：当我们说到《猫》，就会想到《Memory》

这个经典唱段，很多经典音乐剧都有电影版，您
是否觉得我们缺乏电影的助力，或者说缺乏经典
的唱段？
金复载：美国的一些音乐剧电影，都是因为音

乐剧本身成功了，才会拍成电影，所以我认为，我
们应该先创造出有影响力的音乐剧，再考虑拍电
影。很多人说音乐剧只要有两首好歌就行，但实
际上光有好歌远远不够，一部完整的作品包括编
剧、音乐、演员，缺一不可。音乐剧的创作对中国
来说是一个难题，三言两语无法说清，我的建议
是，目前不要考虑创作大型戏。
记者：这些年好歌稀缺，涌现出很多所谓“神

曲”、口水歌，毫无艺术美感，您觉得这种现象的
本质是什么？
金复载：写歌的人多了，发表的渠道也多了，

好歌反而少了。从前，作曲要写旋律，写乐队伴
奏。如今，作曲、编曲分工，作曲只写旋律，然后让
编曲去编，也有音乐软件，很快完成任务。可音乐
一有套路，就没了个性，流于一般了。

印 象

金复载 创新是最基本的创作态度
■ 文 阿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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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人来说，金复载的音
乐是注定要伴随一生的。几乎每
一个“70后”“80后”都听过他的作
品，都会被感动得黯然落泪——男
孩子逃不过哪吒拔剑自刎的悲情，
女孩子躲不开雪孩子慢慢融化的
无奈……可以这样说，金复载的音
乐深深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给美
术片赋予的音乐灵魂，他为民族音
乐的普及创作的那些通俗动听、富
于民族特色的曲子，业内外皆有目
共睹，也让听众深深钦佩。
由他作曲的动画电影不胜枚

举，《小号手》《金色的大雁》《哪吒
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舒克
和贝塔》《金猴降妖》《宝莲灯》……
金复载的作品给孩子们以最初的
审美教育，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音
乐的美好。在《三个和尚》中，他采
用符合人物的佛教音乐；在《哪吒
闹海》中，他采用了古典旋律；在
《雪孩子》中，他大胆启用了流行音
调，音乐种类堪称俯拾即是。
除了动画电影，他还为很多优

秀故事片、电视剧、舞台剧操刀作
曲，电视剧《济公》《三毛流浪记》
《努尔哈赤》中的很多乐曲，至今听
来依旧经典。“我在美影厂（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干了35年，动画电
影让很多观众认识我，我也很高兴
我谱的曲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孩子
的童年。”金复载如是说。
1992年，作为访问学者，金复

载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
习音乐剧，历时一年，他创作的民
乐作品在纽约上演。2002年，在美
影厂退休后，他参与组建上海音乐
学院音乐剧系，担任系主任，他说：
“环境变了，心态依旧，我一直喜欢
音乐剧，退休后从事音乐剧剧目创
作和作曲，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金复载一直是扎根于民族土

壤并具有创新精神的作曲家，在创
作影视音乐的同时，创作了多部交
响音乐、芭蕾音乐与其他体裁的音
乐作品，以新颖独特的意境，多样
化的旋律，浓厚的民族风格深受听
众欢迎。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伴
随着一代又一代孩子们一起成长，
为成长中的孩子们定义了正确的
审美观念。他的艺术人生也在不
断转型，成为影视剧音乐、音乐剧
的创作高手，是艺苑中浓墨重彩的
一道风景。

他为美术片
赋予音乐灵魂

儿童题材文艺作品
要保有童真和童趣

金复载谈动画片音乐

金复载
作曲家，1942年生于浙

江上虞，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
作曲系。动画片音乐代表作
《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
子》《舒克与贝塔》等，故事片
音乐作品《飞来的仙鹤》
《最后的贵族》等。

作
家
黎
紫
书

金
复
载
作
曲
的
动
画
片

《
哪
吒
闹
海
》《
舒
克
和
贝
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