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曲家章绍同曾三次摘得中国

电影金鸡奖最佳电影音乐奖，如他

所言，“令人感慨的是，前面两次获

奖的时候，我还是一头黑发，第三次

我已白发满头。”但他的创作热情丝

毫没有减退，他笑着说自己的创作

理念是“土而新”，半个世纪以来，他

立足大地，吸取民间文化养分，用好

作品践行音乐艺术创新。

章绍同1945年出生在霞浦。

1976年，央视来闽北拍摄纪录片

《金溪女将》，当时在三明艺术馆从

事基层文艺工作的章绍同获得了为

纪录片谱曲的机会。1981年，他又

为电影《小城春秋》创作音乐，此后

的三十多年，在电视、电影界有他的

一席之地，除了三捧金鸡奖之外，还

凭着故事片《因为有爱》主题歌《送

人玫瑰，手有余香》获得了2000年

华表奖。

采访之前，很难想象一位七旬

高龄的艺术家居然可以健步如飞地

为你引路，你甚至怀疑时间在他的

身上停止了步伐。即使大病初愈，

他的思路依然清晰，表达依然精

准。他说话爱笑，他一笑，两只眼睛

就几乎找不到了，像极了民间泥人

阿福的成人版，透出一团和气与可

爱。这样的人，你哪怕是第一次接

触，也不会感到陌生。生活中的章

绍同童心不减，他喜欢和年轻人在

一起，了解新生代的审美需求，同时

又不忘言传身教地告诉“后浪”们传

统文化的艺术魅力。低调的处事方

式让他从一系列光环中超脱出来，

看起来朴实随和如邻家大伯。

章绍同的电影音乐创作如大海

般潮起潮落，如高山般峰谷交替，经

典气质自成一格，民族元素熠熠生

辉。风格迥异的音乐穿插在跌宕起

伏的情节间，随主人公的心情而变

化，大大增强了感染力，成就影片的

同时，也使音乐选段深入人心。

他在作品中大量运用民族音

乐、地方曲艺元素，坚持创作要扎根

群众，绝不曲高和寡。他在国际电

影节中的获奖作品，正是采用“南

音”的元素——那是中原文化南迁

的遗存，是古乐的活化石，这些音乐

形式和福建的海洋文化相结合，既

有悠久的历史，又有开放型的性格，

是挥之不去的中国风情。

9 人物
2021年11月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何玉新 美术编辑：卞锐

电影是遗憾的艺术，但又让人品读人生，忘却遗憾

我想拍的那一部电影还在路上

口述 吴祖云 采写 刘小兵

吴祖云是湖南人，毕业于北京电

影学院导演系，现为潇湘电影集团资

深导演，兼做制片人和编剧。他辛勤

创作耕耘数十载，执导的电视剧《漂

女》《铁色高原》，电影《他们的船》《绽

放》《我爱北京天安门》等作品，多次获

得飞天奖、金鹰奖、五个一工程奖、解

放军金星文艺奖、公安部金盾奖等奖

项，他说：“导演这一职业让我着了魔，

一沾上就放不下。”

凭着文艺和写作特长

幸运进入电影厂摄影培训班

湖南有湘、资、沅、澧四水，流经长
江归入大海，我就出生在资水河边一
个叫酉州的小镇，地处万里茶道的水
路起点。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急水
滩头时常响起的纤夫号子声，有青石
板街的茶亭子里及武家溪的石拱桥
上，说书艺人抱着月琴说唱着老书里
的故事。我自幼受诸多文化因素的影
响与熏陶，小时候学会了吹笛子、拉二
胡，读中学时还学会了吹奏铜管乐，更
爱写诗、作文，当知青时我创作的独幕
剧获得了创作奖。那时的湖南电影制
片厂，也就是后来的潇湘电影制片厂、
潇湘电影集团，来我们县里招收学员，
百里挑一的概率，我凭着文艺和写作
特长被幸运选中，在那个人们对电影
无比憧憬的年代，成为一个探索电影

秘密的人。
我奇迹般地进入电影厂的摄影培

训班，学期两年，按电影学院本科摄影
课程教学，上课和实习都非常正规、严
格。两年的培训结束后，我被安排到
上海电影制片厂，跟随著名摄影师沈
西林的剧组，边学习边当摄影助理。
一年后，我又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云文
耀老师做助理，他因电影《小花》摘得
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潇影厂请他主摄
了故事片《幽灵》。我在潇影厂还师从
摄影师赵泽林，做科教片、纪录片及故
事片的摄影助理，还有潇影厂一干前
辈老师，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不少东西，
常怀感恩。
电影厂行话说摄影师是胶片缠出

来的，意思是要经许多年磨炼，才能成
就一个合格的电影摄影师。我从课堂
到实习学了八年，在上影厂实习期间，
我在摄影棚旁观各位导演的创作过
程，认真揣摩他们的创作手段，那期间
上影厂拍摄的电影有《庐山恋》《405
谋杀案》《天云山传奇》等，由此我萌生
了做导演的想法。

从上海实习回来，年轻气盛的我
按捺不住创作欲望，自己选材，确定故
事走向，自编自导创作电视剧，阴错阳
差成为潇影厂第一任电视剧部主任。
暂别胶片电影后，我莽莽撞撞执导了
电视单本剧《水上奇案》和电视连续剧
《秋天的失落》，成了名副其实的影视
剧导演。
我执导的电视剧《漂女》是一个悲

情唯美的故事，两个小女孩跟随父母，
靠着赖以栖身的一条小船，在资水河
上漂泊，最终大妹的生命留在了河
上。我尝试用视觉手段描述人物，以
凝重的影像风格让画面透着南方浓郁
的潮湿特色，也潜藏着南方文化的底
蕴与内涵。《漂女》在我家乡的河边拍
摄，缓缓流淌的河水触动了我的创作
灵感，让我一下子找到想要的那种韵
味。该剧完成后由央视一套黄金时段
播出，获得好评，送审飞天奖，可惜没
能获奖。

那时候电影不景气，加上自己有
些情绪失落，于是谋划下海去深圳，等
有了资金再拍电影。厂领导要我再拍
一个电视剧，说拍完再考虑走与不走，
我答应了，留下来执导电视剧《秋之
魂》。这部剧讴歌了一位倒在工作岗
位上的老专家，影像风格与《漂女》截
然不同，我让摄影机以记录的形式，多
视点还原真实情景，在记忆的碎片里
折射老人诗一般的人生。完成后，我

自信满满地带着片子去了北京，电视
台的审片人员看了片子说，画面功底
很深，但太像纪录片了，观众会不认
同。面对否定我表示理解，但深感无
奈，带着遗憾离开北京，那年北京的雪
好大。

仿佛跟自己较劲

全身心投入到电影的时空

我仿佛跟自己较劲，放弃了下海，
马不停蹄地执导了《复仇队》《山乡女
代表》《人在高墙内》等电视连续剧，得
到几张不起眼的奖状，咬牙决定去北
京电影学院读导演班。

1998年，我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的
新生，在老师指导下了解世界电影，观
看经典影片，读解长镜头理论、新浪
潮、表现主义、作者电影……像一块海
绵，如饥似渴地吸吮电影理论的滋
养。学习结束后再次回到潇影厂，执
导了央视与潇影厂合拍的电视戏曲片
《乡里警察》，该片后来成为央视春节
期间必播剧目，又执导了央视投拍的
电视剧《北风吹》，获得飞天奖。

我依然“脑子进了水”，拿电视剧
当电影玩儿。学胶片的人都比较
“轴”，进口的伊斯曼电影胶片极其珍
贵，使用上要求非常严格，绝对不能虚
焦点，重拍浪费胶卷就会面临着停职，
我做摄影助理多年，从来没在技术上
出过任何差错，这个“轴”应是这样炼
成的。
我临危受命接手一个近乎烂尾的

剧组，与人联合执导了22集电视连续
剧《铁色高原》，设定的风格是一部诗
性电影一般的电视剧，讲述上世纪60
年代为修建云贵战略大铁路，20万名
铁道兵向西南边疆大进军的历史事
件，其震撼的情感如同一首悲壮的
诗。2005年《铁色高原》在央视一套
跨年播出，收视率非常高，得到了许多

电视剧奖项。
在那之后，各路影视投资人争相向

我抛来橄榄枝，让我可以选择去追寻久
违的胶片味儿。资水河畔，无忧无虑的
童年一直是我想用胶片表达的主题，有
了资金，儿童电影《谁偷了我的书包》的
运作和创作水到渠成，这是我执导的第
一部胶片电影。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
我全身心投入到电影的时空里，调动视
觉元素，以平稳流畅的叙事，用蒙太奇去
寻找自己童年的影子。我终于有了电影
处女作。

随后我接连执导了《他们的船》《绽
放》《梨树花开》《城里姐姐乡里妹》《太阳
花开》《我爱北京天安门》等多部胶片和
数字电影。《他们的船》入围上海国际电
影节，《绽放》成为残奥会指定献礼片，
《我爱北京天安门》是国庆60周年献礼
影片。

但是我明白，我在电影创作上并没
完全放开手脚，作品离自己内心的目标
还有距离。有朋友建议我炒作一下，但
我没那个心思，因为我想要的“那一部”
电影还在路上。电影是遗憾的艺术，但
电影又能让你品读人生，忘却遗憾。

经验积累多了，我也吃过经验主义
的苦头。我执导了一部数字电影，剧本
叙述方式老套，但凭经验我知道，决不能
刻意改变叙事方式，不然就会弄巧成拙，
导致结构散架。后来这个电影成功播放
了，资本方也赚钱了，但有人说我拍东西
变俗了，听到这话我像遭受雷击，感觉我
一贯苛求艺术品格完美的人设瞬间坍
塌。然而解释等于不谦虚，以我的性格，
只会默默承受，并决心用作品证明自己。

最想拍我熟悉的南方

艺术电影与商业元素结合

北方电影有黄土地的感觉，比如《黄
土地》《红高粱》，视觉粗犷，情绪热烈；南
方电影则体现了江河如水的柔和与温

润。我的故乡大大小小的河，涓涓流淌
的是别致厚重的乡土文化，承载着我作
为电影导演的创作根基。阔别故乡的我
每次回到资水河边，都会躲开众人，一人
独坐岸边思考。我最想做的就是拍南方
的电影，拍我熟悉的南方。
电影《他们的船》就是在这些思考之

后取得的成果，摄影机进入一户遭遇洪
灾后的人家，透视出船家人无法修复的
心灵创伤，而轻轻荡漾的河水仿佛在诉
说痛彻的哀伤。《我爱北京天安门》《绽
放》等电影里，也都有我所追寻的南方电
影味道。

现在我手头进行着几个电影的筹
划，一个是和我北电导演班吉新明等同
学成立的“电影创作互助组”，我们探讨
艺术电影与商业元素相结合，三年来一
起打磨了一部商业电影剧本，想讲好一
个全新的喜剧故事，我感觉大有文章可
做。另外，我被一个烈属之家矢志不渝
的坚守所感染，闭门不出写好了电影剧
本，誓言打造一部讴歌英烈的精品电
影。我还与资江河文化的代表作家廖静
仁和老搭档欧阳吉元有约，创作一部以
资水河为背景的新电影。
一晃几十年的电影和电视剧创作可

以说历尽艰苦，幸运的是一路走来有女
儿与妻子的陪伴。自小喜爱电影的女儿
吴瑕，三岁半跟随我拍《漂女》当小演员，
凭着自己的努力考进北京电影学院文学
系，在校期间获得过学院剧本金字奖、视
觉短片金字奖。毕业后她自编自导电影
《巴士进行曲》，获北京青年影展新晋编
剧奖、新晋导演提名奖；江苏卫视前不久
播出的电视剧《越过山丘》，编剧也是以
她为主。看到女儿也在这个行业一路前
行，我感到特别欣慰。

杨德昌导演的电影中有一句台词：
“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至少比以前
延长了三倍。”我们热爱电影，把我们的
激情都奉献给了电影创作，我们掌握了
延长生命的密码。

讲述

印 象

立足大地吸取养分
民族音乐熠熠生辉

章绍同 将乡土文化融入音乐中
文 阿加东

章绍同自述

曾与多位导演合作
他们让我受益匪浅

我与很多导演有过合作，他们都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郑洞天导演最大的特点
是对电影本身的理解，对国内、国际上电影
发展潮流的拿捏。作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
人物，他的作品印证了群体特征。他将自
己的深切关怀投入到角色每一个细微动作
上，就连每一个细小的道具都融入了严密
的理性思考和深切的感性表达。
因为郑洞天导演在电影学院从事教学

工作，所以对电影理论领会得非常透彻，有
非常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每一次和郑导合
作，我都能学到很多知识，受益匪浅。他的
影片在主题表达上总是带着知识分子的思
考，流露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底
蕴。他对音乐也有着非常好的鉴赏能力。
他的工作特点是在剧本创作时就找来主创
团队一起商讨，很多灵感和火花都是在这
个时候碰撞出来的。做电影音乐，最重要
的就是和导演沟通，我们之间是相互信任、
彼此默契的。

合作过《凤凰琴》的何群导演是我非
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导
演，最大的“缺点”是太爱工作，恨不得
一年365天天天工作。他在世的时
候，我总和他说，放下工作，好好休息
一下。我邀请他来武夷山度假，但
他总是以工作为先。
何群导演非常敬业，圈里有个绰

号叫“何八条”，足见他对镜头把握、演
员表演的苛刻。他个性幽默，是一个豪
爽的人，眼中揉不得沙子，喜欢见义勇为。
我记得有一次去俄罗斯看外景，刚进酒店
就遇到一个人高马大的劫匪持刀抢劫。剧
组一位工作人员被洗劫一空，现场那么多
人，只有何群不顾一切冲了上去，尽管他也
被劫匪一拳打倒在地，但这种路见不平拔
刀相助的事，只有何群能够干得出来。只
是非常遗憾，他走得太早了……

和我合作较多的导演还有吴子牛，他
是非常优秀的导演，对大场面的调度、把握
非常有办法。我也和新锐导演联手过，我
们福建电影制片厂是一家小厂，但我们当
年扶植了很多优秀的电影人才。当时这些
导演刚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娄烨、王小帅、
高希希是其中代表。

最早是通过朋友介绍，说有一位电影
学院的毕业生，写了个不错的本子《周末情
人》，也有投资，于是我们开始合作。娄烨
导演给我印象很深刻，他的画面感觉和对
镜头的要求与众不同，使用镜头时完全不
考虑构图，只为营造某种情绪气氛而随意
跳跃，用镜头的零碎化代替其完整性和流
畅性，强调一种随意的动态美与宣泄式的
速度感。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拍摄现场——黄浦

江边的一场戏，娄烨的镜头起幅是在一堆
垃圾上，然后慢慢摇上来，摇到楼梯，出现
人物。对于这样的画面构图我其实还是难
以接受的，我和他说，你把镜头稍微抬高一
点，直接从楼梯开始，效果不是更好吗？但
他有自己的风格，也有自己的坚持。后来
这部电影得了很多奖。

电影音乐应该“电影化”

让情绪和节奏跟着画面走

记者：您是怎么开始电影音乐创作的？

章绍同：我最早走上艺术道路是因为创作电
影音乐。那是1976年，大学毕业后我到福建三明
工作，央视来闽北拍摄纪录片《金溪女将》，我接下
任务创作音乐，去金溪十八险滩采风，差点落水丧
命。这个片子让我和福建电影制片厂结缘，1981
年我为《小城春秋》创作音乐，后来我去上海音乐
学院进修，最后回到福建电影制片厂，一直从事电
影音乐创作。

记者：您曾三度荣获金鸡奖最佳音乐奖，这样

的殊荣让人难以企及，请您谈谈这三次获奖。

章绍同：1998年我写了《相爱在西双版纳》，
这是我第一次获得金鸡奖最佳音乐奖，2003年我
写《台湾往事》，2013年写《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
配乐，也都摘下了金鸡奖最佳音乐奖。能够获奖
我当然高兴，但有的时候，有作品入围，最终未必
能获奖，有一年我有三部作品入围，结果都失之交
臂。有时候要以平常心看待荣誉。

记者：这三部电影音乐作品您更喜欢哪一部？

章绍同：《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故事发生在武
安，所以我采用了武安落子这种地方曲艺的元
素。《相爱在西双版纳》是在云南拍摄的，是一部很
有特色的影片，我们当初也想拍成《五朵金花》这
样的经典片子，但我们对歌舞片都缺乏经验，拍摄
后期又受困于资金不足，没能达到理想的目标，是
一个小小的遗憾。这三部作品都得到了金鸡奖的
认可，都是我心爱的作品，也是我艺术创作人生中
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品。

记者：您怎么评价好的电影音乐特质？

章绍同：电影音乐不能，也不应该单独评判，
它要依靠整体的电影效果，电影音乐要“电影化”，
情绪和节奏要跟着画面走，跟着剧情走，不是炫耀
技巧写出一些曲式结构严谨的音乐就是好的电影
音乐了，只有恰到好处地表达才是正确的。电影
是综合整体艺术，包括导演的构思、摄影的构图、
演员的表演……所有都围绕电影主体，电影音乐
也要服务于电影主体。不要以为写了一段漂亮、
动听的旋律，就是好的电影配乐，经典的电影音乐
是恰到好处的存在，而不是突兀地展现出来。电
影画面是流动的，音乐也应该一样，我称之为“音
乐流”，就像流水，配合画面、融合对白，为整部电
影服务。电影音乐要量身定做，但不是附庸品，真
正好的电影音乐同样可以成为经典。音乐是电影
这门综合艺术的一部分，不是从属，也不是附加，
但音乐打动人也要依靠电影的整体带动。如果说
电影是肌体，电影音乐就是肌体中流动的血液。

能用一件器乐表达出情感

就千万不要再加任何器乐

记者：您也有很多作品在世界上获奖，您觉得

国外对电影音乐的评判和中国对电影音乐的理解

有什么不同？

章绍同：国外电影节中，对电影音乐的评审和
我们有不同，也有相同。不同之处就是国外电影
音乐节的电影音乐审核，更看重民族音乐的地域

色彩，他们更喜欢中国风情的音乐元素。
记者：您创作过《凤凰琴》的电影音乐，里面的

主题曲格外感人，这首歌曲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章绍同：《凤凰琴》也是一部好片子，获得了很
多奖项，是天津电影制片厂投拍的。当时整部电
影的音乐都做完了，我提出在最后送别女老师的
时候，如果加上一首歌曲，可能效果会更好。何群
导演非常认同我的观点，但创作时间紧张，他打电
话给自己的父亲柯言，老人家正好买了些“山里
红”，即兴写出了歌词，“东山坡，西山沟，两边都能
见日头。坡上种的山里红，沟里长着大石榴。山
里红，大石榴，牵着你和我的手，连着山坡和山沟，
迎着天上红日头……”然后我为这首歌谱了曲。
因为和何群导演合作比较多，我后来还和他的父
亲合作过一首歌曲，老人家的才情让人钦佩。

记者：您曾担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您觉得

以自己对电影领域诸多环节的了解，对您的电影

音乐创作有没有帮助？

章绍同：担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确实让我
对电影生产的流程、环节都有所了解。我和很多
导演关系非常好，从他们那里也学习了关于画面、
剪辑、摄影、表演、镜头的专业技巧。很多朋友建
议我当导演，我坚决拒绝，毕竟术业有专攻，我还
是希望把精力放在电影音乐创作上。

记者：您现在听年轻人的电影电视音乐作品

吗？您觉得和您那个年代有什么差别？

章绍同：首先从录音技术、制作理念上，我们
那一代人和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是有差距。很多东
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总结，没有必要着急下结论，
比如年轻人喜欢的无厘头风格，它存在的意义，时
间会作出说明。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喜欢了
解他们的审美习惯，有一些新锐音乐人的作品让
我惊讶，比如说电视剧《隐秘的角落》，里面的音乐
非常棒，很多气氛音乐其实非常简单，你不会觉得
这是作品、制作人在“偷懒”，但简单的东西呈现出
的氛围和剧情非常吻合。能用一件器乐表达出的
情感，千万不要再加任何器乐，越简单越好，但前
提是你的基本功要扎实，不能主观上偷懒。

地方特色是文化旗帜

不是狭隘的乡土概念

记者：您在创作音乐时有什么独到的方法吗？

章绍同：我有个体会，每写出一个作品，交给
乐队演奏后，就会发现一些不足，修改完，等影片
放出来，又会发现新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创作就
像一场与遗憾抗争的没有终点的长跑，而我又是
个在艺术上心气很高的人，喜欢跟自己较真，常常
一个曲子写了一半，忽然觉得不满意，推倒重来，
再写数日，新灵感迸发，又返工，反反复复，算得上
“苦吟派”吧。

记者：您一直扎根福建，生活环境对您的创作

有哪些影响？

章绍同：因为我生活在这方水土，对福建的民
间音乐了解得比较透彻，我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乡
土作曲家，吸收着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营养，我的音
乐中有很多福建元素。而且我还经常到福建各地
去采风，我觉得福建还有许多宝贵的音乐元素等
着我去发现。艺术家要走入基层，抒写自己熟悉
的东西，还要有胸怀社会、家国的大情怀。其实我

也想走出去，但这里是我的根。
记者：您的作品中有浓重的民族元素、地方音

乐特色，您怎么看这些朴实的根源音乐？

章绍同：民族化是老百姓的需求，好作品在国
际上也会被喜欢。很多世界名著、名曲，不仅是一
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众喜欢，别的国家的民众也一
样喜闻乐见。像何占豪的《梁祝》，用西方的小提
琴、交响乐，曲调却是中国的戏曲，一样受到各国
人民的喜爱。文艺家是为大众服务的，虽然艺术
门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不一样，导向和理念是相
通的。我反对孤僻、生涩、怪异的音乐创作风格，
而一切衡量的准则，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听懂，爱不
爱听。民族元素必须来自民间，也要求作曲家走
向基层、认真采风。我一直在自己的创作中向南
音、芗剧、龙岩山歌、福州评话、莆仙十音、畲族盘
歌等民间艺术学习，将乡土文化的精髓用到自己
的音乐中。

记者：您觉得一个地方的音乐、文化，如何推

广到全国？

章绍同：我觉得一个地域的文化一定要有一
个自己的口号，有相应的一批优秀作品。闽派音
乐创作还是可以的，但要在全国形成鲜明的特点
风格，形成影响力，还需要我们继续奋斗。拿我们
福建来说，其实一直不缺少音乐人才，我们有很多
很好的音乐苗子都在等待被发现。每个地方都要
爱护自己的音乐人，给他们更好的环境，让他们的
作品先在自己的土壤上壮大，比如《十五的月亮》
和《春天的故事》这两首歌，都是先在原创者的故
乡被传唱了一两年，红透了当地才被全国熟知
的。地方特色是弘扬地方文化的旗帜，不是狭隘
的乡土概念。

章绍同
作曲家，1945年生于

福建省霞浦县，曾任福建电
影制片厂厂长。电影音乐代
表作有《凤凰琴》《相爱在西双
版纳》《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等，曾获华表奖、金鸡奖

最佳音乐奖。

吴祖云（中）在片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