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誉为“德云总教习”的高峰，

总被人当作老艺人，询问他从艺多

少年了？这让生性严谨的他每次都

要耐心地征询对方：应从哪一个节

点，算作从艺起始年呢？

在天津德云社后台，高峰接受

记者专访，谈到最初与相声结缘的

故事：“从首次登台的时间计为正式

从业的起点，那我就真不算早，我是

在初中二年级时登台表演相声的。”

他又笑着反问：“比如有的人一提就

是将半辈子献给了相声事业，结果

中间好几十年都没碰过相声，很可

能半辈子加起来也没正式说过几年

相声，这也算从艺半生吗？”

少时自学的高峰，曲艺路因其

赤诚的热爱而通达，博得老先生们

的一致认可。他正式拜的师父有两

位，相声门师从相声名家范振钰先

生，西河门师从曲艺老艺人金文声

先生。这两位老先生都对他青睐有

加，也都跟郭德纲说过：“我有个徒

弟，现在还上着学，有机会让他去北

京说说。”

高峰日日与相声为伴，感悟日

深。他慨叹老辈艺人对相声艺术永

远存有恭敬心，他们将艺术触角伸

进生活的各个角落，犀利地剖析着

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并于演出之际

时有发挥，“一个相声作品能够成为

经典，就是因为它经受住了时间的

考验，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相声肌体

刻烙的是时代印记。”

当问及今日的相声创作为何难

出经典？高峰反问：“怎么证明一个

相声作品火了呢？它在社会上能产

生轰动效应，能创造流行语言。马

志明先生和谢天顺先生的相声作品

《纠纷》中有一句‘你轧我脚了’，因

场景设计逻辑准确，故事饱满，很简

单的一句话，成为多少年的流行

语。朋友间有了纠纷，有人来一句

‘你轧我脚了’，就能缓解气氛，可见

相声艺术对生活的影响力。”反观今

日的相声创作，高峰直抒己见：“现

在是把流行词汇搁在相声里，相声

由过去的创造流行元素，改为借用

已有影响力的流行语，这个区别直

接导致相声的影响力变弱了。观

众现场反映可能很热烈，但忘得也

快。我师父范振钰先生与高英培先

生的代表作《钓鱼》是上世纪50年

代的作品，历经几十年，至今经久不

衰，令人津津乐道，这其中的缘由值

得我们从业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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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永兴国剧社，促成杨小楼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

津门名票叶庸方的传奇人生

文 周知航

他是宁波富商叶星海的独子，在

天津继承父业成为永兴洋行经理，创

办长城唱片公司，接办天津回力球场，

投资《天津商报》《天津商报画刊》《风

月画报》《大报》等；他酷爱京剧，创设

天津三大票房之一的永兴国剧社，捧

红众多名伶，促成杨小楼、梅兰芳合演

《霸王别姬》，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共演

《四五花洞》，对中国京剧发展颇具贡

献；他做人做事正气凛然，1932年淞

沪会战时倡导爱国人士捐资40万元；

他仗义疏财，广交朋友，京津两地报人

多是他家的座上客，天津文化人多受

其恩惠，当红名伶来津多到“朝歌斋”

拜会他。他就是有“天津黄伯惠”之誉

的叶庸方。

出身富商交游广泛

古道热肠令人钦佩

叶庸方（1903—1941），字畏夏，号
朝歌斋主，1903年生于天津。他的父
亲叶星海1887年来津，与曹汝霖、陆
宗舆等合办天津最早的华商对外贸易
商行——利济贸易公司，任董事长；先
后担任兴隆洋行、永兴洋行经理。
1929年叶星海病故后，叶庸方承先人
余荫继续兴办实业。

叶庸方久居北方，擅操纯正的京
津方言，又天资聪颖，多才多艺，性豪
爽，喜交游，有古孟尝之风。京津两地
文化人均为其座上客，如宁波旅沪同
乡会理事长李征五、《新天津报》创办
人刘髯公、《实报》创办人管翼贤、小说
家郝东哲、报人王镂冰、《新天津报》主
笔薛月楼，以及冯武越、王小隐、刘云
若、张聊公、何怪石、董笑侠、吴秋尘、
吴云心、张雷公、沙大风等。

他善饮酒，斗酒不醉，乃谦谦君
子，风度翩翩，谈吐儒雅，待人真诚，惟
微伛偻其腰。因《北洋画报》创办人冯
武越也有类似情状，故叶常对冯说：
“我二人在一起可称‘对虾’！”

1921年前后，天津文化人何怪石
在法租界21号路上的《庸报》担任撰
稿，发表一篇评论有关尖团字的文章，
其中两字颠倒而出现错误。何发现后
正拟更正，不料翌日即有人撰文攻击，
致无更正余地，何不得已起而应战。
两人笔战数月，何始知笔战健将乃叶
庸方。后经友人刘髯公、薛月楼、刘叔
度等从中调解，何亦久仰叶之大名，遂
化干戈为玉帛。“不打不相识”，二人相
见恨晚，视为知己。
嗣后，何曾有琐事，须与明星电影

公司股东陈诒孙交涉，头绪繁杂，十分
棘手。幸赖叶居间斡旋，终归圆满解
决。叶当时正与吴季玉发生纠纷，几

有自顾不暇之虞，但他居然为友人之
事奔走数日，身心肝胆，古道热肠，令
人钦佩。

叶庸方为天津卫著名捧角儿家，
一经赏鉴，无不尽力揄扬。拟稿后交
京津两地各报代发，但人心不古，竟有
几家报纸借机要挟敲诈，叶遂耗资巨
万，投资《天津商报》《天津商报画报》
《风月画报》，与著名小说家刘云若创
办《大报》，获“天津黄伯惠”之誉。

1931年7月，叶庸方与宁波乡人
李征五合作，集资30万元，创办长城
唱片公司，叶任董事长。该公司出品
唱片与其他公司有所不同，皆为软片，
故高薪聘请德国工程师监制。此后，
因业务关系，叶常往来于京津沪之间，
每至上海必住在跑马厅一品香7号，
宴饮上海各界名流，酬酢纷忙。1932
年10月，因《天津商报》事务极繁，无
暇兼顾唱片公司而辞职。

酷爱京剧粉墨登场

创办长城唱片公司

叶庸方酷爱皮黄，名伶陈德霖、杨
小楼、余叔岩和梅尚程荀四大名旦，以
及天津票界三杰刘叔度、王庾生、朱作
舟等，皆与友好。当年京剧名角每次
来津，不论商演、义演或堂会，必是先
到“朝歌斋”拜会。叶更是热情接待，

家中备有客房数间，专配中西名厨掌
勺，美酒佳果盛宴招待。同乡周信芳
到津更是亲切，必聚两三日始离去。
叶庸方也常粉墨登场过戏瘾。他

专攻生行，常与研究谭派唱腔的名家
陈十二爷（陈彦衡）盘桓，故对谭腔颇
有心得。友人雅集之时，兴致所致，他
便引吭一曲，调门虽不高，却韵味十
足，饶有谭派风范。1930年梅兰芳赴
美、1932年程砚秋赴法，叶庸方皆设
宴为之践行，延请闻人名士，食燕菜
席，堪称豪举，为程赴法之行拍摄的纪
录片流传至今。1930年10月，梅兰芳
与孟小冬的关系几近破裂，叶精心安
排、多次劝解，使二人暂时达成和解。
1931年，叶在西湖别墅设宴款待孟小
冬，天津报刊界全体皆在受邀之列。
但他的努力并未能挽回这段时人眼中
的“美好姻缘”。

1931年，叶庸方出资将永兴洋行
国剧票房扩大，在法租界嘉乐里租妥
三楼三底楼房一所，每星期六晚彩排，
取名永兴国剧社，与开滦国剧社、群贤
留韵成鼎足之势，并称天津三大票
房。叶特约名老生孟小茹、武二花韩
富信、昆曲名宿益友、丑角王华甫等任
教。该社昆曲、皮黄剧目甚多，每次义
演总以武戏做大轴，为了练私功，叶亲
自到北京请来老伶工靠把老生张荣
奎，常年供养在家，为他说戏、拉身段、
打把子，先后学会了《南阳关》《武昭
关》《战太平》《下河东》等唱、做繁重的
几出靠把老生戏。
同年10月，明星电影公司筹拍电

影《胭脂井》，讲述清宫珍妃的悲凄故
事。珍妃一角拟定胡蝶饰演，光绪帝
一角一时没找到合适人选。有人提议
请叶庸方承担，因其相貌酷似光绪，且
具有雍容华贵的气度和一口流利干脆

的京白。叶庸方听说后异常兴奋，跃跃
欲试，曾对人说：“没想到，我也品尝一下
做皇帝的滋味！”但不知何故，他的“皇帝
梦”终未成真。
叶庸方与李征五创办长城唱片公司

后，促成杨小楼、梅兰芳同演《霸王别
姬》，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共演《四五花
洞》，杨小楼、郝寿臣合作《连环套》。
1933年5月《四五花洞》在上海公演时，
叶赴沪为贺，亲自上台报幕，向观众介绍
该片拍摄过程。长城唱片公司灌制的多
张唱片，为后人留下一批稀世珍品，也成
就了中国戏曲史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温文尔雅正气凛然

命运多舛抑郁而终

叶庸方外表温文尔雅，内心嫉恶如
仇，一身凛然正气。1932年淞沪抗战爆
发后，他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怒不可遏，在
《天津商报》上公开致函“中国银行天津
分行”经理卞白眉、“天津总商会”王文
典，共同捐助40万元善款汇至上海。

马艳云本为二路坤伶，来津演出

时，深得叶庸方赏识。初时，逢马演出，
叶必捧场。嗣后，叶为马延师说戏。数
月后，马进步甚锐，不啻脱胎换骨，一跃
而为名旦。二人日久生情，马曾一度赴
大连演出，与叶信使往还无虚日。1930
年，叶再娶马为侧室。自此之后，叶脱
胎换骨，致力事业和专心家事，公事之
外，少有外出。

1930年12月，叶庸方来上海商议创
办长城唱片公司事宜，回津后不久得了
一场大病，卧床数月。其间，杨小楼来沪
过津时，曾至叶宅访谒，但叶竟未能出
见，其病势之重可想而知。1931年春，
叶大病初愈，但身体已大不如前。更令
他悲恸的是，唯一的儿子也在同年因病
夭折，悲恸万分，衷怀抑郁，莫可言喻。
幸于1935年8月，马艳云为其再生一子，
兴奋之余，叶致友人书中称：“叶门有后，
谢天谢地！”

七七事变后，叶庸方办的各报相继
停刊，回力球场也因经营不善而接连亏
累。叶消沉至极，终日酗酒。1939年11
月 27日《晶报》中妙人的《叶庸方三跌
记》一文记录了“醉隐君”叶庸方的痛苦
际遇。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叶外出
回家，偶一不慎，由楼梯跌下，伤及左腿，
病势颇重，治疗了三个月。岂料伤愈未
久，二度从扶梯跌落，伤及右腿。同年冬
天他第三次坠跌，此次最为严重，不仅四
肢骨折，而且伤及腰部，虽幸免一死，但
已成残废，卧床不起。该文感慨道：“叶
君为人之任侠好义，竟祸不单行，遭遇如
是，可谓天不容人，闻者无不惋惜。”

自此，报端再未见叶庸方的任何消
息。直至1941年8月16日第三卷第2期
《游艺画刊》中刊登何怪石《悼名票朝歌
斋主》一文，世人始知，当时闻名全国的
叶庸方已于同年8月1日在家中悄然病
逝，时年只有38岁。

往事

印 象

德云社总教习
从未离开相声

高峰 想学相声就要下苦功
文 张一然

高峰自述

上初中时登台说相声
感谢老先生无私传授

相声老艺术家冯宝华和我奶奶家是邻
居，按街坊邻里辈分论，我称呼他二爷爷。
那个大院里住的人家，几乎都是干曲艺行
的，我特别爱去二爷爷那儿听他聊天。老
先生能耐很大，也特别和蔼。我记得一到
晚上六七点钟，他提个包就出门了。现在
回想，估计他是到哪儿演出去了。可惜我
那时候才五六岁，没有机会和二爷爷学习
相声。

自初中起上台说相声，我登上了不少
学校的舞台。渐渐地，校园的大小活动中，
我的相声成为必备节目，被老师推荐到社
会活动中参加演出。在一次慰问老红军的
活动中，我演了《大保镖》，老红军们静静地
听着。我们那时根本不懂看场合选活，用
行话说就是“把点开活”，可能说得也不利
索，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是特别感谢那些
老红军对我们学生的爱护和尊重。

没有师父交代帮衬，我走过一些崎岖
的道路。守着一台收录机，挨个儿台轮着
听，只要是听到播出相声，就赶紧录音保
存。同学们知道我的爱好，以实际行动支
持我，把不听的英语磁带全部赠送给我。
我是一边录，一边听，一边学。如今我仍然
保留着这些已经被时代淘汰的磁带，大概

有近700盘。甭管电脑里存着的相
声段子播放效果有多好，我也
没舍弃这些磁带，它们是我
青春的记忆，也是我当初
努力的见证。

别看我从初中开始
登台说相声，但真不知
道社会上还有相声剧场
演出。高考结束后，我
在家翻报纸，看到中华曲
苑成立两周年，才知道有相

声专场演出。2001年暑假，我
带着和我一起说相声的同学一起

到剧场听相声。中华曲苑门票是10块钱，
包厢是15块钱，燕乐剧场是6块钱，名流茶
馆是10块钱。后来我才知道，1998年，于
宝林、冯宝华、尹笑声等老先生们恢复了相
声茶馆，当时叫“老艺人相声队”。此后我
就常去茶馆听相声，去的次数多了，和老先
生们慢慢都认识了。

第一次去老先生家，是李鸣宇带我拜
访王派快板演员何德利先生。我内心想既
是看望老先生，也想跟先生学王派快板。
没具体说怎么个学法，我一个穷学生也没
啥钱买礼物。老先生非常无私，不要学费，
让我周末到家里学快板。后来就约定俗成
为周末上午进家学习。何德利先生是出了
名的诚恳、朴实、热情。何先生给我说活，
手把手地示范拿板的拿法。我特别感谢何
先生，无私传授不计名利。
相声门户中，我的恩师是范振钰先生，

师爷是班德贵先生，师祖是马三立先生。
我 2004 年 6月 6日拜师范振钰，赐“应”
字。西河门户，我的恩师是曲艺老艺人金
文声先生（原名金刚，艺名金连瑞），师爷是
张起荣先生，师祖是张士权先生。2006年
12月20日拜师金连瑞，赐艺名高增禧。快
板门户亦是金文声先生的弟子，快板艺名
高启明，师爷是王派快板创始人王凤山先
生，师祖是数来宝老艺人海凤先生。

金文声先生推荐他去德云社

头一场表演了《开粥厂》

记者：您在德云社的演出一般都是倒二，这个

位置很重要，感受如何？

高峰：观众总调侃我们是“郭德纲于谦喝水上
厕所的时间”，其实这个调侃是我用了比较长时间
的一开门包袱，最早是我在说书时的一个现挂。
正常演出需要控制时间，前面的节目，一个短上三
五分钟，四五个节目加一起就是二十几分钟，这些
时间都得我来补。那些年我给郭老师助演，经常
一演就是四五十分钟，还演过68分钟。比如郭老
师最后一个节目是夜里10点上台，甭管我几点登
台，也得撑到点。后来我上台得戴块手表，因为表
演时间越来越长，不好估计了。不少朋友反映，你
站台上说半天也不入活呢？我不敢入活啊！一入
活，我们就下台了。剩下几十分钟咋办？我还得
翻个节目，小段就不能说时间长了，那得多少个小
段才能把时间填满啊！这就尴尬了。我在“倒
二”，是郭老师对我的信任，他认为我有这个能力
把握好节奏。又有观众给我提过，你怎么说半天
都不下台呢？这我得声明一下，可真不是我故意
占着舞台不下去，影响大家看郭德纲。我是带着
任务上台的，要求我几点完活，我必须得说到点。

记者：您最早认识郭德纲是什么时候？

高峰：2005年，郭老师和经纪人王海到天津
看望金文声先生，金先生说：“你先别走，我叫来一
个孩子，给你看一看。”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正在
实验室做实验，电话没有信号，金先生一遍又一遍
地拨号。等到晚上10点多，我出了实验室，立马
接到电话：“郭先生在家里等你了，我给你打了半
天的电话也联系不上，可急坏我了！”我急忙忙打
车赶去了金先生家。见到郭老师，随意聊聊天，问
我在哪儿演出、和谁搭档、演啥节目等。最后郭先
生说：“行！既然金先生强烈推荐，周末你到北京，
周六看一场，周日演一场。咱们互相考察考察，演
一场给你50块钱买冰棍。”人家说考察我那是客
气，那时候一场50块钱不少了。

记者：到德云社第一次演出效果怎么样？

高峰：2005年7月10日，第一次到德云社，我
报的是《开粥厂》。按说头回演出没有演这个的，
难度太大。郭老师一听说“行”，安排了李文山先

生给我做搭档。演出时，他还安排我返场演了快
板《小寡妇》，目的是增强观众对我的熟悉度。也
是得到了观众和郭老师的认可吧。自第一次演出
后，郭老师每周都亲自通知我周末演哪场。那年
德云社还没火，一场演出大概有六七个节目，算上
主持人约有十几个人，票价20块钱，刨去人员吃
喝穿戴、劳务费、房租水电费等，根本剩不下多少
钱，不少时候都是赔钱演出，贵在郭老师对艺术认
真，不计得失地坚持。

记者：当时您是天津北京来回跑吗？

高峰：经常坐火车去北京。郭老师不仅给我
劳务费，还报销我京津往返的火车票钱。有人说，
你上学说相声就为了挣零花钱，实话实说还真不
是，路上来回太折腾了，基本上是赔钱圆梦。有家
里给的生活费，也不指望着靠说相声生活，纯粹就
是对相声艺术的一腔热忱。若不是真爱，也不可
能从小时候就始终亲近相声。总的来说，当时为
相声支出的钱，远远多于挣到的钱。

难忘中国大戏院专场

亲历德云社成长发展

记者：当年郭德纲第一次在中国大戏院办专

场，应该是您最难忘的一次演出吧？

高峰：那是2005年11月5日，在天津中国大
戏院。原定是当年10月5日演出，后因故改到了
11月5日。那是郭老师第一次离开北京办专场，
也是第一次在家乡办专场，很是重视，但确实没啥
经验。网上总有人说我是救场去的，郭老师因为
感动，特别招我进德云社，其实不是。那时我已在
德云社演出四个多月了，当天我正好在天津演出，
所以人在天津。下午4点多，郭老师的经纪人王
海给我打电话，让我速速赶到后台。我到了中国
大戏院才知道，因为大雾高速公路封了，其他演员
还在北京，只能临时买火车票，到天津站的时间是
晚上7点35分，赶到中国大戏院最快也得晚上8
点，但专场演出的开场时间是晚上7点15分。我
们跟戏院的人商量，可否晚点儿开场？人家不同
意，票上印着几点开始，就必须准点开灯开幕。这
可要了命，整个后台只有郭老师和我两个演员！

记者：这种紧张的氛围还真挺有戏剧性的，说

起来像传奇故事，但其实是真事。

高峰：郭老师问我知道《西征梦》吗？我还真

没仔细听过。他说，“直接上吧。”我俩换上大褂就
上台了。我们俩都是天津人，在家乡演出很亲近，
观众对郭老师的包袱很认可，我再砸几个现挂，效
果还挺不错。结尾的时候，郭老师直接就结束了，
我还按照老规律说着呢，他一鞠躬告诉我“到底
了”，我说我也鞠躬。这活是愣上，现在叫“盲捧”，
按流行语说Bug挺多。很多观众对这场演出挺难
忘的，毕竟难得有一场演出是没对过词的。
这段说完后，郭老师返了《口吐莲花》，也是大

段。说到快一半的时候，我往台口一看，大伙儿都
到了，于谦老师穿好大褂在后台口等着了。其实
不用都穿上，估摸于老师也急坏了，所以穿戴齐
全，等招呼。郭老师一回头看到于老师，心里踏实
了，节目也算开开了。演员们都挺不容易的，大伙
儿着急忙慌地赶到剧场，气都没喘匀就得上台，这
就得业务非常扎实，不然容易忙里出乱。

记者：您是德云社的老队员了，是怎么做到一

直坚守这个阵地的？

高峰：我是一个随心随性随缘的人，家里人不
反对我在德云社说相声，我在德云社待着也挺自
由的，虽然收入不稳定，但一群热爱曲艺的人聚在
一起挺舒服。郭老师火了以后，我们剧场多了，演
出场次多了，收入也提高了，这是很好的事情，就
一直很安心地待下去了。

说相声要有师父指导

更需要自身钻研和苦练

记者：您怎么评价郭德纲的相声？

高峰：郭老师的相声既不是传统相
声的照搬，也不是崭新段子博眼球，而是
传统翻新的相声。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对
传统相声全部创新，观众听着没有距离感，
既亲近又新鲜还很有意思。我敢说像郭老师
这样具有轰动效应的曲艺表演艺术家，很难再
有了。除了社会影响，他对相声行业的贡献是能
够与前辈领军人物并谈的。这个访谈发出去后，
我想肯定有评论会讲，“你在郭德纲那儿干，当然
得说他好话。”绝不是这个概念，我是因为郭老师
的好，才会跟着他干。

记者：您被称为“德云社总教习”，谈谈这个名

号是怎么来的。

高峰：大概是在2007年，第一批鹤字科招进
来后，我和几个老师一起教学。好几个老师教，总
得有个责任老师，我就是责任老师。“德云社总教
习”的名头是郭老师给起的。前些年，我有个专
场，演出得有个名目啊，郭老师就给我想了这么一
个名头。其实，我是愧不敢当，为啥呢？因为我只
是把没进门的学员领进门来，仅此而已。这不是
谦虚，我们这行从来都是老先生们今儿他教你几
句，明儿他教你几句，甚至有时候是老先生教别
人，我在旁边听着也等于教我了。这行自古就这
样，只要老先生不支你出去，你就可以旁听受教。
有时候，我假装擦桌子扫地叠大褂，就为了听几句
好受教。过去没有录像，学员是带着饭到演出现
场，一边听一边记。马志明先生当年也是带饭去
听活，除了活本身，还得听不同人的不同演法。相
声这行，总的来说，有师父的指导，更需要自身的
努力钻研和苦练。有无数段相声，我一听就能对
口型，这就是听得太多了。熟能生巧，首先得熟！
师父领进门后，一个演员的艺术水准和业务能力
的高低，在于个人的自我要求与积累，所谓“修行
在个人”。

高峰
相声演员，1983年生于

天津，相声门师从范振钰，西
河门师从金文声。2005年加
入德云社，与栾云平搭档，常
演作品《黄鹤楼》《夸住宅》
《对对子》等，现为“德云

社总教习”。

梅兰芳（左）与叶庸方

高峰（左）与郭德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