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天早上，柳爽收到私信，是视

频博主“普及现场”发来的。这位博

主在10月22日发布了《漠河舞厅》

的演出片段，获赞数超过150万，这

首歌热度迅速发酵升温。博主说，

很高兴通过这个视频让大家认识柳

爽，但也抱歉引来了诸多的争议和

质疑。柳爽回复，不需要道歉，网络

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

谁也没法否认，就在最近，《漠

河舞厅》这首发行于2020年上半年

的歌曲突然成为网络顶流，改编、演

绎众多，过度的诠释和解读也纷至

沓来。以至于柳爽不得不在网络发

文，呼吁“别推了，可以了，再刷就变

味儿了”。

很多人误把柳爽当作一夜爆火

的“网红”，他也无心辩解。他英俊

的长相、潇洒的台风都引起了网友

的兴趣，这些成了《漠河舞厅》传奇

的外延部分，延续了歌曲和他本人

的热度。

迄今为止，柳爽的创作生涯中

有两次流量高峰，一次是亲人生病

的共情，一次是爱情故事带来的激

励，他说：“实际上都与共情有关，好

像痛苦总能引起共鸣。”

柳爽上大学时，姥爷患上老年

痴呆症，他回忆和姥爷相处的片段，

写下自己人生中第一首歌《姥爷》。

这首歌2011年在人人网获得17.8

亿次播放，无数网友留言，分享自己

和亲人的生活记忆。2018年9月13

日，柳爽接到妈妈的电话，姥爷过世

了。巡演到济南，他忍不住跟歌迷

说，自己以后不想再唱这首歌了。

甚至于此后再公开提到这件事，都

担心“好像拿家人的丧事给自己贴

上感情的标签”。直到前不久《漠河

舞厅》蹿红，类似的被“消费情怀”的

感觉重来，柳爽的反应依然是抗拒。

做了十年音乐，出了三张专辑，

柳爽希望自己的脚步能慢一点，用

演出和作品让前进的路更踏实。10

月30日，新作《玫瑰窃贼》上线QQ

音乐，半小时内评论突破999+，与

《漠河舞厅》一起登上热搜榜。这是

他第四张专辑《花》的第二首单曲，

也是他自创的“归纳性音乐”系统中

的一部分。也许是时候穿过泛滥的

碎片信息，重新认识一下《漠河舞

厅》背后的音乐人柳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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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觞》历时十年，以女性视角侧面描摹解放战争

写故乡舟山那段离散的历史

口述 杨怡芬 撰文 何玉新

近日，“大时代洪流中，女性的独

立和哀愁——杨怡芬《离觞》新书分享

会”在杭州纯真年代书吧举办。评论

家洪治纲、作家萧耳与小说作者杨怡

芬一起讨论了文学中的历史、日常、女

性等话题。杨怡芬是浙江舟山人，

2002年开始写作，在《人民文学》《十

月》《花城》等期刊发表小说一百余万

字，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披肩》《追

鱼》。新作《离觞》由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出版，将1949年的舟山作为时空

背景，书写动荡时局下人们的生存与

爱恋，塑造了多名追求美好生活的女

性群像。谈到长达十年的写作过程，

杨怡芬说：“我在过日子，我的人物也

在过日子；人物走一步，我也跟着往前

走一步。”

1949年的故乡舟山

那段历史我感同身受

我的故乡舟山背靠杭州湾，面向
太平洋，对陆地来说它是末端，从海洋
眺望陆地，它就是门户。这里离宁波
最近，去杭州、上海也方便，因此虽然
隔着海，但上海、杭州有的好东西，这
里也样样不缺。
二十年前，我刚刚开始写小说时，

偶然整理了一批老干部档案。他们从
旧时代来，经历种种风波，发黄的纸
张，繁体字和简体字并存，一个个红手

印，带着有温度的历史感。翔实的自
传，针对某一个或几个问题的调查材
料，旁人的佐证，细节纷呈，每一本档
案都是一部“小说”。比如，1949年
末，李丽云和同学们“五人互保”，五个
同学签名保证他们中间没有共产党
员，如果有，五人连坐。我由此再去搜
寻史料，才知道不独在学校，在军队和
机关部门也盛行如此互保连坐。我走
在街头，看到那些足够老的老人，就会
想到那批档案。

我开始关注1949年前后的历史，
百万雄师过长江之后，从江浙沪败退
的十万余国民党海陆空军都到了舟
山，还有一些平民也到了舟山，想以此
为跳板去台湾。因此，舟山迎来一段
畸形的繁荣期，也遭受了非常大的创
伤——国民党撤走时，抓走了本地一
万多名壮丁，多少家庭一夜破碎。我
奶奶的弟弟也在其中，那种痛苦我感
同身受。

1987年11月2日，台湾省红十字
会受理回大陆探亲人员登记，那一万
多名舟山人中还幸运活着的，陆续回
到故乡探亲，有些人叶落归根，定居下
来。我奶奶只要听闻有老兵回来，就
跑去打听她的弟弟，他叫柴连忠，十多
岁时被抓壮丁，但是没有人知道他。
我亲眼看到奶奶的失落和心疼，成为
我的一个心结。不久，奶奶去世了。
舟山人对那段抓壮丁的历史念念不
忘，但此类文学作品不多。那段历史
太短了，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次强台

风，它不能对舟山人的地域性格起到
塑造作用，只是改变了一万多个家庭
的人生走向。

我决定写这个小说，开始跟着舟
山民俗协会一起做田野调查，对于那
段历史，从市政、民生到学校所在、军
队驻地，甚至学校里学什么功课，都做
过考证。我需要知道当时的战局，从
全世界到全中国到江浙沪，我得心里
有数，需要知道当时定海城里、城外人
们的日常生活，需要知道四时节气，当
时某个战争节点的天气，知道城中都
有些什么生意，学校里教什么功课，唱
什么歌。我列了三张表，一张是世界
大局，一张是国内战况，一张是舟山解
放日期，天天看地图，看海岸线。这个
过程耗费了五六年，我阅读过的各类
图书有上百本，看了无数老照片，包括
各种小人物的回忆，都被我搜来细读，
我觉得可以动笔了。

岛上四季分明缓缓交替

我燕子衔泥般构筑巢穴

大仲马曾说：“历史是墙上的一枚
钉子，用来悬挂我的小说。”小说慢慢
生长，故事也好不容易有了轮廓，我放
弃了很多宏阔的想法，选择了女人的
婚姻和爱情这个切入点，想写一个美
丽又智慧的女学生的故事，写一本通
俗小说，大俗大雅、中国式的审美、中
国式的阅读趣味，是我想追求的目标。
我过去写过短篇、中篇，这是我写

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我全无经验，只有
体验。因为实在太投入，晚上做梦都
会自动整合史料，让它们像尘埃一样，
落进人物的日常生活里。睡前我在床
旁放个笔记本，第二天醒来，迷迷糊糊
当中，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在跟我说话，
提示我该做哪些修改，我赶紧记下来。

讲一个好故事太难了，我特意买
了一本叫《故事》的书，仔细读了两遍，
想找出什么秘诀来。其实哪有什么秘
诀？对写作者来说，没有实战就没有
秘诀。可以想得天马行空，可以说得
天花乱坠，但最后还得一个字接着一
个字敲出来。小说，就是一句接一句，
还妄图一句顶一万句。强烈的叙述欲
望也很要紧，同时还得有人愿意听。

那些让我仰慕的小说，是保持我
叙述欲望的燃料。《红楼梦》我读了二
十遍，但还要读，不拘翻到哪里，前后
读上几页。曹雪芹看似日常却可以被
千般解读的文字，我百读不厌。我把
《红楼梦》当充电宝用，其对语言的处
理，是我的小说非常想接近的。
我生活的岛上四季分明，春是春，

夏是夏，季节交替不像陆地上那么仓
促，总是得缠绵一阵才悠悠换季。写
作的节奏也是如此缓缓而行，春夏秋
冬又一春，我燕子衔泥一般构筑巢穴。

2018年，我有一段顺畅的写作时

光，自己跟着文字走，很享受，在自我感
觉良好的共振中，完成了一个个本以为
完成不了的任务。代价是，在这样的激
情时刻，我看不到小说的结构在断裂，看
不到读者的哈欠已经形成。如果我自己
都疲倦了，读者凭什么会读下去？所以
后来被修改掉最多的也是那些文字。

小说最初的名字是《潮音》，我很幸
运遇到了策划编辑张引墨，遇到了《十
月》杂志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他们的
认真让我这个作者清醒过来。为这个小
说，编辑们开了好几次会讨论，指出毛
病。引墨跟我通退稿电话时，我求她把
他们讨论的不足全部告诉我，我需要这
些退稿意见，按其修改，几乎是重写。改
好后，觉得不能死乞白赖再去给人家，于
是改投别的出版社，也同时给了引墨一
份。结果不久后引墨给我打电话，说他
们要这个小说了，说我的修改能力真好。
我有点蒙，终于可以和这个小说“分

手”了！负责终审的韩敬群老师非常喜
欢，但觉得书名不好，他给取名为“离
觞”，出自苏东坡的《南山子·和杨元素》，
词中有一句，“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
有肠。”小说题目常用反意，比如我写一
个孤寡老人的小说，用了《儿孙满堂》为
题，《离觞》之意也正是“不用诉离觞”。

几乎每一页都写到战争

呈现出的却是纷乱日常

1949 年到 1950 年的舟山地区，处
在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庞大动荡
中。《离觞》开篇即将几位女主角和盘托
出，这些女性年龄、身份、性格不同，但
无一例外地在艰难处境中小心经营着
自己的人生——或操持一份事业、或执
著于一段感情、或顾全一个家庭，每一位
女性都自有其一份独特的坚定。
我重点想说的是女人如何在时代局

限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宋安华是富家
女，她骄傲到俯视社会规则，只认自己内

心的感觉，在小说中并没有接受姨太太
的身份。宋以文的妻子秦怡莲是温州女
人，她起初依附于家庭，直到自己去开米
店，她所拥有的都是自己争取来的。正
如小说中所说，“乱世里，人总得为自己
抓点什么东西”，而这些女性选择紧攥手
中的，不是爱情，是人格的尊严。

多位女性人物中，我对潘绮珍尤其
珍爱，她的生活理念和我的生活理念是
暗合的。有一天晚上我做梦还梦到了
她，我梦见一个女孩子在大力捶打一道
门，我和她之间隔着一道磨砂玻璃门，我
看不清她的面貌，只听她喊，你该放我出
来了！我问，你是谁啊？她说，我啊，潘
绮珍啊。在书中，她相貌普通，家庭出身
也并非大富大贵，但她发出的声音“来迎
接我吧，真实的生活”却打动人心。有个
细节，妈妈送来杨梅，每一颗都饱满可
口，但潘绮珍却期待吃到几颗烂的，几颗
酸的，她说只有这样才能在吃到完美的
那几颗时有为之一振的感受。
《离觞》里几乎每一页都有战争，在

闲聊当中，在收音机里，在街上的士兵身
上，在东岳宫的伤兵那里。抬头看天上
有战斗机，码头上停着战舰，战争如尘埃
一样，实实在在落进日常生活，米价贵得
惊人，普通人仍想挣扎着在不安定中求
一份安定。人总要吃饭穿衣，严肃的小
说就是努力展示“生活本来如此”。我没
有正面描写战争，如果把战争比作一幢
高大建筑的话，这个小说就是建筑的阴
影部分。我觉得可以填补一个空白——
渡江之后的解放战争，过去文学作品里
反映得比较少。
我在税务局工作，该上班上班，该做

家务做家务，有时忙到忘记自己还是个
作家，手头还有正在写的小说。我一直
在生活当中，也就不需要刻意去深入生
活，写作的魔力又让我与生活保持相对
安全的距离。《离觞》从构思算起，到完成
后反复修改，竟过去了十年，看似不与外
人道，日常脑子里挣扎缠绵的总还是它。

讲述

印 象

做了十年音乐
出了三张专辑

柳爽 音乐小说家
文 大卓

对话柳爽

以歌曲找到共鸣的人

记者：您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当

了警察，怎么走上音乐这条路的？

柳爽：我小时候在军营长大，第一次接
触吉他是在上初二的时候，跟军营里炊事
班的叔叔学，又跟着视频和书籍自学，没受
过专业训练。大学时民谣热，我写了第一
首歌《姥爷》，又写了《高米店南》和《莫妮
卡》，想表达就写，纯粹是爱好，一直对演出
有强烈的兴趣。毕业后在上海做了两年警
察，工作和演出还是有冲突的，就辞职去做
音乐。本来考到上海也不容易，辞职时没
告诉家人，因为知道他们肯定不同意，我妈
还好，比较支持我，我爸有将近一年没怎么
理我。

记者：您的乐队是怎样组建起来的？

柳爽：在做第一张专辑第一首歌时，陈
鸿宇帮我介绍了吉他手。磨合了一段时
间，觉得不错，认识了他的乐队，反复地排
练，一起成长，到现在演了上百场。确实应
该感谢陈鸿宇，他最早拉我一起做，在这个
行业里带我走了一段路。

记者：这几年心态上有哪些变化？

柳爽：之前我们是一个小众的乐队，专
辑出到第四张，演出票房一点一点增长，我
觉得这个过程对我和乐队来说挺舒适的，
能看到大家的变化和进步，自己的作品被
更多人听到，能够因为歌曲找到有共鸣的
人，还是很欣慰的。

记者：您的歌里总藏着故事，您本身也

爱写作，能否谈谈创作心得？

柳爽：我希望能根据音乐的情绪和脑
海中的画面，展现出场景，可能这就更接近
于小说、电影。我的参考标准其实是演出
效果，看我自己的感觉是否热烈，看观众的
共情程度，慢慢摸索，创作出有现场表现力
的歌，加大器乐演奏的成分。

记者：《漠河舞厅》之后，您自己想要有

哪些新的突破？

柳爽：《漠河舞厅》火爆之前，我们的演
出甚至没有灯光师，没有舞美策划，都是我
们自己做，希望接下来可以把舞美和灯光
做好，提高一个档次。因为我喜欢仪式感，
演出质量做好了，接受的人才会越来越
多。这阵风刮过之后留下什么，也是我需
要思考的。

记者：您希望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柳爽：我感觉应该是短头发，有点儿胡
子，但十年后还做不做音乐也不好说。我
不敢有太大的目标，因为那样会让我压力
增大。希望即便我这个人消失了，这首歌
还在，这是我的一点私心，想在这个世界上
留下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东西。

《漠河舞厅》合唱的段落

成为这首歌最动人的部分

2019年12月，柳爽在漠河一家舞厅偶遇一位
六十多岁的老人独舞。他和老人聊了几句，得知
老人的妻子在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中遇难，此后
数十年，老人孑然一身，常到事发地附近的舞厅跳
舞，怀念爱跳舞的亡妻。柳爽没有刨根问底，甚至
没留下老人的联系方式，只是口头征得老人同意，
为他写一首歌。
回到北京后，柳爽创作了《漠河舞厅》，又使用

第一人称写下书信体小说《再见了晚星》。他用文
学想象虚构了大量细节，给老人化名为“张德
全”。这首歌收录在柳爽的第三张专辑《星球》中，
本来就是上一轮巡演的保留曲目，他在歌曲第二
段设计了和歌迷合唱的段落，这也成为这首歌最
为动人的部分。
《漠河舞厅》发表一年后意外“破圈”，远远出

乎柳爽的预料，这首歌甚至带红了漠河这座城市，
漠河市文旅局和舞厅老板都公开作出回应。在这
场网友的集体共情中，柳爽却几乎成了局外人。
在他看来，歌曲传播到一定程度，本意开始有一些
被扭曲了，网上充斥着改编版、翻唱版、酒吧版等
娱乐化的传播，也有网友对歌曲提出种种意见，甚
至给他发来自己修改的歌词。这一切让他从歌曲
最初的愉悦转变为疑惑，甚至不适。
“我平时很少上抖音，之前看到一些对《漠河

舞厅》编曲、旋律，包括作词的争议，这种争议引发
我关于音乐审美的思考，想知道《漠河舞厅》处在
音乐审美食物链的哪一层。到后来看到了与歌曲
不太匹配的画面，比如疯疯癫癫的舞蹈，甚至有各
种夜店的广告，配上歌词，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
又放火，已经变味儿了。”柳爽说。

甚至有一条点赞量非常高的视频，是一位老
人在天桥下跳舞，博主直接说那就是张德全老人，
但实际上是在天桥下随便拍的。因为这首歌本质
上是一首悲歌，柳爽觉得，如果原型的那位老人也
玩手机，看到一些本来是自己表白和诉说思念的
句子被玩成这样，一定很不舒服。

他的很多歌曲都有故事

专辑也以小说方式分章

就像《漠河舞厅》一样，柳爽的歌曲总是能带
给听众某种共情。他的很多歌曲都有故事背景，
甚至每张专辑里，至少有两三首歌是他个人的经
历。有网友称他是“音乐小说家”，他回应说：“其
实我觉得在音乐上面我没什么天赋，也没受过专
业的音乐训练，但是我喜欢写词、写作，歌词方面
可能会跟其他的音乐人有一些区别，可能是有些
自己的特点吧。”

当初歌手陈鸿宇在人人网听到柳爽的歌，邀
他加入自己的厂牌“众乐纪”。柳爽回忆，自己当
时对音乐制作完全是空白，陈鸿宇实际上担任了
他第一张专辑《生长》的监制，把自己的经验传递
给他，让他对音乐人这个职业有了基本的认识。
直到第二张专辑《如影》，柳爽开始尝试参与制
作。哪怕是后来离开“众乐纪”，两人依然保持着
良好的关系。陈鸿宇会为柳爽的成功欢欣，高兴

地说自己没有看错人。
柳爽记得很清楚，自己2018年第一次现场演

出，60块钱一张门票，来了423个人，其中19个是
亲友团。他在台上紧张得琴都弹不稳。也是在那
一年，专辑《生长》上线众筹，最终以300%的额度
交出答卷。接下来完成了首次“生长”全国巡演，
“开始整个人很紧绷，能唱，但不够自然，几场下来
越演越放得开，他们总说我在放飞自我。”他陆续
登上南京森林音乐狂欢节等音乐节的舞台，并在
2019年夏天初次参加草莓音乐节，荣获第二届
LPA音乐盛典民谣类最佳潜力奖，入围LPA民谣
类最佳现场奖项。

2021年，第三轮巡演《重返星球》正式启动，
柳爽用22首歌唱满两个小时，现场甚至有听众因
为某首无词的音乐作品落泪。网上热传的《漠河
舞厅》现场视频，正是来自于这轮巡演现场。同
年，他获得了LPA音乐盛典民谣类最佳现场奖。

如果说首张专辑《生长》还是朴素的生活记
录，那么在第二张专辑《如影》中，柳爽已开始有
意识地营造气氛。专辑分为上下两部，黑与
白、光与影的情绪差别分明。到了第三张
专辑《星球》，他进一步发现这种创作形式
的魅力，并总结为“归纳性音乐”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音乐有快乐的音乐，悲伤的
音乐，或者是各种应用于不同场景的音
乐，我根据情绪将音乐分为第一章节、第
二章节、第三章节。”
《星球》专辑分为蓝、黄、红、灰四个章节，

代表不同的情绪，但又相互关联，最终归纳为一
张专辑。《漠河舞厅》就是表达哀伤、忧郁以及迷茫
的第一章节“蓝色星球”的开篇之作。

音乐上的路还很长

希望呈现不一样的面貌

正在筹备中的第四张专辑《花》，是柳爽眼中
“归纳性音乐”的2.0版本，他希望在情绪之外融入
不同场景的音乐体验。《花》分为三章——“Daisy
雏菊”“Rose玫瑰”“Somuns罂粟”，三朵花以不同的
章节主题，将故事融入音乐。这也是他在今年6月
成为“腾讯音乐人”后与腾讯合作的首张专辑。
“Daisy雏菊”中的《朋霍费尔》和“Rose玫瑰”

中的《玫瑰窃贼》已相继上线，柳爽也乐于在QQ
音乐的单曲评论区普及歌曲的创作背景。“玫瑰代
表的是每个人年轻时那种对生活的憧憬和想象，
理想和抱负，或者是年轻时的锋芒。随着生活、随
着年龄、随着遭遇，这些会被慢慢剥离，或者磨平，
就好像窃贼偷走了当年那一束玫瑰。”柳爽解释。
这首歌已经历过多次现场演出，他根据观众的反
应一再修改。现场播放的视频中，集合了数十位
摄影师拍摄的人物素材，有清洁工、深夜出摊的小
贩、垂暮老人，也显示出柳爽的创作方向——他试
图把视野从单纯的爱情拓展到全部生活。
下一首歌，柳爽想写一写路边的洒水车，因为

童年时，每当夏天看到它喷出的水雾都会感觉心
情愉快。“长大以后，在北京、上海已经很少看到那
种很古老的洒水车了。”他想用这首歌写出让大家
现场蹦起来、跳起来的作品。

成为“腾讯音乐人”后，在平台的全渠道宣发
助力下，《朋霍费尔》《玫瑰窃贼》等作品被越来越

多的乐迷听到。柳爽也表示，在宣发、演出等方面
获得了不少支持，也希望能借此推出好的作品，让
更多人认识一个更加立体的柳爽。
“在音乐上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人指责我

说，你的编曲、你的演唱这样那样，我觉得没法反
驳，确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把新的专辑做好，
把现场做好，让刚关注你的人发现你有新东西，而
不是只有那一首歌。”现在，柳爽还在继续准备新
专辑剩下的歌曲，还有年底的几场演出，他希望能
在以后的演出中呈现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虽然自称《漠河舞厅》的爆红给他个人带来的

关注连这首歌本身的十分之一都没有，但经历了
几年的职业音乐人生涯，积累了上百场演出的经
验，柳爽至少在民谣音乐领域早已不是无名之
辈。“破圈”之前，他已有不错的巡演票房，有一众
稳定的歌迷。“我跟乐队都挺满足的，一年上一个
小台阶，慢慢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过程，路走慢点
儿挺好的。”
最近柳爽又重新录制了一版《漠河舞厅》，他

说，2019年乐队哥儿几个在一个小区居民楼里搭
了简易的棚，设备隔音简陋粗糙，原版的《漠河舞
厅》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完成。因条件有限，很多配
器是拿电脑软音源做的。这次他们和更专业的制
作人团队以及国际爱乐乐团合作，新编并实录了
所有的弦乐及配器，终于弥补了心里的遗憾。“漠
河又下了雪，如果有时间，希望再回去看一看。”

我们不必留恋柳爽在“漠河”营造的盛大浪
漫，因为这位音乐小说家正在用故事与音乐栽植
另一片花海；我们只需怀着热忱的爱，到最后便能
知道，谁是玫瑰，谁是晚星。

柳爽
民谣歌手，1992年出

生于新疆阿克苏库车市，毕
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个人专辑《生长》《如影》《星
球》，多次举办全国巡演。
近期因单曲《漠河舞厅》

走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