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播出的由张黎执导，陈

坤、辛芷蕾主演的职场大剧《输赢》，

展现了当代都市人的情感困境与

美好图景。作曲家安巍为全

剧打造的配乐，从作品内核

出发，在推进剧情的同时

巧妙解码了剧中人物的

“输赢观”，为剧集增添

了看点。

虽说艺术是相通

的，但真正能将作曲、录

音、编剧、演唱……这些

行当串联起来，形成独特风

格、得到业内肯定的“狠角色”

并不多见。安巍恰恰是为数不多

的“狠角色”之一，并且他心里还深

藏着一个导演梦。

安巍近年来以多部优秀的影视

配乐作品树立了自己的风格，但真

正在艺术上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和

北京电影学院同学徐浩峰的精彩合

作，无论《箭士柳白猿》还是《师父》，

他创作的电影原声音乐集西方音乐

与东方特色于一身，是近年来难得

一见的中国电影原创配乐精品。片

中由下行音阶打底的配乐，改编自

皮亚佐拉的《五重协奏曲》第一部

分，看过王家卫电影《春光乍泄》的

朋友，对皮亚佐拉的手风琴演奏一

定过耳不忘，而电吉他、钢琴、班多

钮手风琴、小提琴、低音提琴则是皮

亚佐拉五重奏的标配。安巍精妙地

改变了原曲中部分音的升降，宣泄

出不同的感情色彩，更好地烘托了

电影的氛围，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片

中看似荒诞的“计中计”。

徐浩峰与安巍的组合可谓“北

方的刀，西方的剑”。徐浩峰解读安

巍的音乐思路为极简主义，用很简

单但前所未有的搭配，制造出复杂

的效果，而不是用复杂的方法去制

作，最后出来的效果反而是简单苍

白的。

安巍的作品奇诡另类，偏极简

主义的功夫片原声一反传统模式，

令人耳目一新。他营造出听起来很

像电子音乐的配乐，实际却是真正

中国乐器的音质。当然，喜欢江湖

武侠电影的观众不会习惯徐浩峰的

画面，习惯中国风配乐的观众也不

一定接受安巍的非主流尝试。但

是，安巍仍会坚持自我，因为在他平

静淡定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一颗有

着实验前卫气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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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茶馆里的“江湖儿女”

好好说相声，说好相声

口述 许健 撰文 陈茗

天津相声茶馆里有一对“江湖儿

女”，两人都是打小爱好曲艺，一起考

上北方曲校，一起闯出一番事业，他们

就是相声演员许健和他的妻子、单弦

演员周玥。前不久，这对夫妻做客天

津电视台文艺频道《最美文化人》节

目，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也分享了他

们对相声的感悟和心得。

有人说相声是散文体

但相声最重要的恰恰是节奏感

要说我和曲艺的渊源，或许和我
的胎教有关。我父亲是曲艺迷，爱听
相声、大鼓，也爱听京剧，我妈怀我的
时候，我可能在她肚子里就听过相
声。我小时候家里有一台双卡录音
机，我爸买了很多空白磁带，我就把广
播里放的相声都录下来，一遍一遍地
听。我爸给我买了一台雅马哈电子
琴，想让我学琴，结果没几天琴就让我
拆了。又陆续换了别的项目，我都学
不长，不太喜欢。在我10岁那年，我
爸在报纸上看到天津少儿曲艺学校招
生的广告，问我想不想去？我说这个
行。对曲艺我一点儿抵触情绪都没
有，打心眼儿里有一种亲近感。

正式学相声以后，我觉得自己最
大的幸运就是总能遇到好老师。刚考

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时，先是佟守本
老师教我传统相声。相声讲究口传心
授，佟老师确实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
地“过”给我，非常辛苦。后来我又跟
魏文华老师学相声，魏老师特别稀罕
我，她的学生里女生较多，我给好几个
女生捧哏。到期末考试时，我得带四
身儿衣服，考两天，衣服是为了视觉效
果，别让评委老师们看腻了。这段学
业为我奠定了捧哏的基础。到后来我
正式拜相声名家刘俊杰为师，这更是
可遇不可求的机会，终于实现了我小
时候的梦想。

说相声讲究“帅卖怪坏”。我觉
得，不管占上哪一样，只要把观众逗乐
了，就算尽到了相声演员的责任。好
多人通过网上传的“表情包”认识了
我，表情可能是我的一个特色，其实表
情管理可以训练出来，要练到能“啪”
一下到位的程度，每一丝面部肌肉都
可以单独活动，可以半张脸哭，半张脸
笑。虽然这样说有点儿夸张，但确实
要多练才能有效果。我常常对着镜子
练“喜怒哀思悲恐惊”，不照镜子不知
道自己练得到不到位，外人猛一看以
为我是在“发神经”“出怪相”。

相声里的学问很深，有人说相声
是散文体，但我觉得相声最重要的恰
恰是节奏感。你站在舞台上，需要拿
捏这个“裉节儿”，哪一句词儿在什么
地方说都有讲究，演员得往脑子里入，

得用心。比方说“翻包袱儿”，张嘴晚
了几秒，这个“包袱儿”效果就出不来，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可能要的就是这
一个小节骨眼儿，这就是相声的奥
秘。相声的“包袱儿”也来源于生活，
这就要求演员在生活中时时刻刻观察
和总结。艺术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
在舞台上表演不能像在生活里那样平
铺直叙，要有节奏的突变，打破了观众
的思维定式，观众才能乐。还有一些
“蔫翻”的包袱儿，不用特别使劲儿，比
如我“翻包袱儿”时调门儿总要低一点
儿，观众更能感觉到逗哏的可笑。
我是谦祥益文苑的相声演员，能

把爱好变成专业，是非常幸运的事。
在茶馆里说相声，既挑战演员的能力，
也考验演员的操守。踏踏实实做艺，

规规矩矩说相声，是我们共同坚守的
初心。我觉得这些年我跟师父学到的
最可贵的品质，就是愿意主动给自己
画红线，不能越线越界。别看我在舞
台上挺潇洒，但实打实地讲，面对大众
市场，这种坚守会给自己增加难度。

站在台上娓娓道来

照样能让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有人喜欢剑走偏锋，或者说以“邪
魔外道”取悦观众，我认为这是因为他
们的艺术水平不够高，那些大艺术家，
没有任何歪的邪的东西，就站在台上
娓娓道来，照样能让观众笑得前仰后
合。如果好好说相声，观众买票，掌声
不断，那我们为什么不好好说相声
呢？我希望我们的茶馆里演的是“不
脏不臭、绿色环保”的相声，我们的父
母、孩子也能来听我们的相声，这就是
相声的尺度，能说给他们听，就能说给
所有人听。

我们要学传统相声，也要学相声
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中华民族的美
德。不仅仅学前辈的技艺，还要学前
辈们的做人。过去年代老先生们生活
特别不容易，可是咱听他们留下来的
录音资料，还是能感受到他们的艺术
水平特别高。相声好比一座大山，一
辈辈的老先生们在山上种了很多果
树，后辈的相声演员随便摘果子，你摘
果子没关系，可是不能砍树，而且还得
去浇灌它。现在好多演员真是把树给
砍了，树没了，根没了，变成一座荒山，
相声这门艺术也就没了。所以我们必
须坚守在这儿，保护这门艺术，让相声
在我们这辈人身上延续下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男演员和女
搭档合作，当初魏文华老师专门教过
我：第一，不许挤眉弄眼，女搭档站在

旁边，你冲人家挤眉弄眼儿，不好看；第
二，我们有句行话叫“搡拖”，意思就是
“您那边活动活动吧”，跟女演员合作时
不允许这么演；第三，有好多词要改，像
我们常说的“这不废话吗”“哎哟，去你的
吧”，这都不许说，得尊重女演员；第四，
不能有肢体上的接触，除非万不得已，节
目需要，一般情况下要避免跟女演员肢
体接触。记得有一次在电视台录制综艺
节目，导演组安排我给女相声演员李圆
圆捧哏。说实话，她的演出经验不如我
多，我就在创作、排练、演出时下了更大
的功夫，要保证节目质量和效果，同时还
要烘托她的表演。节目播出后效果不
错，有人说我一战成名，说我丰富夸张的
表情一下子就“出圈儿”了，其实都是日
积月累的成果。

从好朋友发展成两口子

家庭和睦事业才会更好

我媳妇儿叫周玥，她从十来岁时开
始学曲艺，学过快板儿、河南坠子，也学
过单口相声，最后学了单弦儿，师从单弦
名家刘秀梅老师。我俩打小儿就认识，
算是青梅竹马，但那会儿她不理我。上
北方曲校时我们是同班同学，她是校花
儿，经过我三年的不懈努力，跟情敌们
“厮杀”，终于把她追到手了。

搞对象这事儿得有触动芳心的致命
一招，得有策略，不能硬来，上来就说：
“我想跟你搞对象！”那就完了！我先不
提搞对象，咱就是好朋友，我是你的“男
闺蜜”，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偶尔一
起去逛逛公园，遛遛商场，我也不介意身
边还有别的同学和朋友。
三年朝夕相处，虽说俩人没搞对象，

但肯定有点儿感情。有一次，一个同学
善意地提醒她：“你离许健远点儿，他那
天跟我说了，想跟你搞对象，他目的不

纯！”结果周玥找我来了，问我那同学说
的是真的吗？她一直没觉得我这么有心
机。可是作为男人，爱就要勇敢说出来，
我就说：“对，我喜欢你！怎么样吧？”也
不像是追求、表白的口吻。当时我觉得，
她要是不当真，哈哈一笑，我就当什么都
没发生，继续维持原状。没想到她却说：
“其实我也挺喜欢你的。”

我俩一起上学，一起参加工作，一路
走来，从好朋友成了两口子，干的是曲
艺，每天回家聊的还是曲艺，互相扶持，
互相欣赏。我和我媳妇儿天天待在茶馆
里，我是一门心思钻研相声，周玥除了做
主持人，还要管行政上的事，后台的大事
小情她都忙里忙外地操持。因为我要创
作，要演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有时可
以说生活不能自理，好多事情周玥都会
帮我解决。

现在我除了说相声，也教学生。这
些学生大多和我当年一样，都是来自普
通家庭、热爱相声的孩子。教学生需要
耐心，孩子们太小，得掰开揉碎了仔细
讲，他们才能听明白，我也愿意把我会的
都教给他们。我的学生们遇到专业上
的、生活上的问题，不乐意问自己父母
的，也都乐意问周玥。
我们的闺女叫许崇轩，小名儿笑笑，

她说，妈妈当主持人特别有气质，爸爸的
相声非常逗，她觉得爸爸妈妈的工作可
以给人们带来快乐。

周玥说我别看长得五大三粗，可是
心眼儿好、心软，在我身边她觉得踏实。
其实我媳妇儿才是我的偶像，她不但外
表美丽，心灵也美丽，对家庭、对事业都
非常负责，工作上一丝不苟，生活上量入
为出，我们家她管账，她从自己身上省，
对我却特别宽容。我们结婚十年，朋友
送了一幅字：“长剑短剑，不如身边的许
健；新月弯月，不如身边的周玥。”我觉得
挺好，我也觉得我们会越来越好。

讲述

印 象

以极简的音乐
营造复杂效果

安巍 音乐与电影相得益彰
文 阿加东

很多人找我做电影音乐，是因为我的旋律
感很强，做出来的东西好听，但我之所以喜欢电
影音乐，却是因为它可以在经过无数次调整和
修改后，达到与电影内容相得益彰的效果，既不
突兀也不缺席，收放自如，游刃有余。对我个人
来说，和张一白导演合作的《从你的全世界路
过》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直到现在，只要听到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音乐，我的眼前仍会浮
现出影片中的画面。
徐浩峰导演是我的大学同学，我是录音系，

他是导演系，我们恰好被分在同一间宿舍。但
我们真正开始合作，是在认识十几年之后，他执
导的《箭士柳白猿》建组，主创团队基本都是我
们这些大学同学，我们在一起有一种抱团往前
走的感觉，再度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们一直
在寻找音乐跟电影画面的某种契合度，但我们
从来不聊“到底该用钢琴还是小提琴”这类话
题，我很少跟导演聊音乐本身，因为重要的是电
影的情节段落，所有的决策都应该以是否能传
达导演想要传达的东西为先。在还没有看到完
整成片时，我先凭想象准备了很多练习曲，等徐
浩峰导演定剪完成后，再开始着手作曲，制定音
乐方案。我做的音乐里全部是噪音和合成器的
元素，还会特意去采集一些奇怪的声音，形成怪
异的氛围，他也特别喜欢这种极致的风格。
在某一个阶段喜欢的东西，书或者音乐，都

会影响我那个阶段的想法。创作《箭士柳白猿》
时，我听得最多的是巴赫和魏道尔，尤其是这两
位作曲家都擅长的管风琴，充满神秘色彩，与影
片的中式风格及柳白猿每每射箭裁决江湖不平
事的感觉完全不同画，却又奇怪地不谋而合。
把西方交响乐和电子乐配在一起，把摇滚乐和
中式器乐贴在一起，是传统电影音乐中从没有

过的尝试。如果说
《箭士柳白猿》的音乐
有新意，那可能就是
因为我们用了别人不
敢用的配器方法。
在和徐浩峰导演

合作《师父》时，我用
了探戈，这种音乐带
有很强的即兴性，手
风琴先自由发挥拉出
一个调子，然后低音
提琴拨弹的旋律就自
然跟着变了，立刻产
生了一个不同质感的
东西，只有两者都即
兴，才能出新。比如
说，电影的画面是探

戈音乐里的手风琴，那我做的音乐就是低音提
琴，我提供的是不同于手风琴的东西，不只是顺
着画面情绪走的加法，这就是所谓“乘法效果”。

我和徐静蕾导演也合作过很多次，她个人
更偏重于音乐的旋律是不是很打动人、很好听，
是否能传达出片中男女之间的情感的变化。徐
浩峰则完全不同，他可能不太需要你用音乐煽
情，他需要你的音乐给他力量，男人的那种力
量，不是说有多大劲儿，而是一种内在的东西，
让音乐对塑造人物起到作用，去烘托人物内心
的变化。电影音乐的主旨是能够精准地传达情
绪，和徐浩峰导演合作让我有了自由发挥的空
间，这才有可能达到最好的状态。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把素材和拟音结合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记者：您是怎么从录音师转型为作曲家的？

安巍：我在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前，对录音
没有概念，仅仅是因为喜欢音乐，才选择了录音
系。电影学院的录音系并没有特别高的区分
度，电影这个行业本身就是集体创作，做电影必
须沟通，录音也是如此，首先我们是学电影，其
次才是学电影声音录制，两者融合性非常高。
音乐也是我们必学的一部分，很难想象将录音
和创作电影音乐区分开来。

记者：能否通俗地解释一下录音在电影和

音乐体系中的重要性？

安巍：录音非常重要。在音乐没有形成声
音之前，我们无法称之为音乐，只有把它录出
来，才能听到成形的作品，这个时候录音的重要
意义就很明显了。录音包括对器乐和对音乐结
构的理解，当年学录音的经历，对我做音乐有非
常大的帮助。

记者：从专业角度来说，录音棚和现场两种

录音方式的差别是什么？

安巍：这两种录音我都做过。录音分为好
几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人声，比如对白、人
的动向、脚步，这些是电影声音组成的重要环
节。除音乐之外，录音师要做的就是将对白、环
境、动效融合在一起。音乐的制作是一个单独
环节，音乐本身不需要画面，但出现在电影中，
有人物和文字做背景，它就会变得十分具体。
现场录音和录音室录音看起来没有关系，但其
实关联性很强，看似不经意的一个动效也会成
为音乐的组成部分。

记者：科技的发展给影视行业带来巨变，有

一些当年很重要的工作，现在看起来不那么重

要了，比如拟音，这个工作是否会随着越来越多

音效素材的出现而消失？

安巍：当年，拟音对电影来说非常重要，好
的拟音可以做到惟妙惟肖，让观众如同身临其
境，现在单纯的拟音几乎找不到了。自从电脑
出现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在变，有些在往积极的
方向改变，但有些并不是。从艺术的逻辑思维
上来讲，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声音的制作本应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艺术的原则上来说，我们应

该力保演员拍摄时的状态，因为有些状态无法
复制，但不能忽略录音素材的重要性。
当然，如果把素材和拟音结合在一起，效果

会出乎意料的好。记得1998年，我在云南做一
个电影，有一幕场景是一男一女坐在雪山上对
话，近处是草地，远处是冰山，中间有一座水车
悠悠转动，看起来很像摩天轮。拟音师和我说，
可以做一下水车的声音。最后他把声音贴进电
影里，反而衬托出雪山的宁静，勾画出唯美的意
境。我认为这就是艺术，拟音无法完全被取代。

最高级的电影音乐

是要唤醒人的潜意识

记者：为电影创作音乐的难点在哪里？

安巍：电影的拍摄过程中，导演可以跟美术
师沟通，调整颜色、形状、空间关系，可以给演员
说戏，对于笨点儿的演员可以给他做示范，但音
乐却是看不见摸不着。导演跟我沟通，往往说
的都是跟音乐本身没关系的事，比如这是个什
么样的戏，主人公是个什么样的人，环境是什么
氛围，年代有什么特点……这些看上去跟音乐
无关，但其实是有关系的。

记者：大多数人对电影音乐的了解很模糊，

您能否概述一下自己对电影音乐的认知？

安巍：歌曲有具体的文字，和诗歌类似，需
要靠文字将诗意表达出来；而音乐是非常情绪
化的东西，同样一段音乐，每个人在潜意识上的
理解是不同的，这也是音乐的迷人之处。最高
级的电影音乐，其实是要唤醒人的潜意识，在某
个瞬间触碰到观众体内的“开关”。

记者：电影音乐是高不可攀的艺术吗？

安巍：现在很多人逐渐开始关注音乐，学习
各类乐器的孩子越来越多，这些基础教育是特
别好的事。电影音乐就在大家身边，戴上耳机
就能听到，只要你产生兴趣，你对这件事的敏感
度就会随之而来。

记者：以前大家觉得只有音乐学院毕业的

学院派音乐人才能创作电影音乐，后来有许多

非专业音乐人也开始在电影音乐领域探索，他

们的作品实验性更强，更具有冲击力，您如何看

待这种现象？

安巍：我认为这是“口吻”的问题。比如我
们听评书，那些故事我们早已烂熟于心，但还是

愿意一遍又一遍地去听不同的版本，就是因为那
些人讲述故事的口吻让我觉得有意思。谁都知道
《霸王别姬》，但人们永远不会厌倦这个故事，因为
创作者表述故事的口吻非常迷人。音乐也是一
样，它归根结底是对于事物的认识，而不是技术层
面的熟练程度。所以我认为学院派和非学院派并
没有高下之分。

记者：有人管电影音乐叫“配乐”，也有人说是

“背景音乐”，您觉得这样的定义恰当吗？

安巍：配乐像是默片时代的说法，那时候放电
影会请一个人来弹钢琴，每个人弹的曲子都不一
样，这个可以称为配乐。等电影有了声音以后，就
不能再叫配乐了。“背景音乐”那就离题更远了，这
种形容挺落后的，电影里存在的任何一个细节都
不是可有可无的。

传统意义上的动人旋律

已不太适应多元化的时代

记者：很多电影会使用现成的音乐素材，比如

流行歌曲，这对电影音乐创作有影响吗？

安巍：这不是什么坏事，比如《阿甘正传》对音
乐的运用非常精彩，它里面的音乐有一个明确的
思路和线索，配合故事里的年代、事件，并不是刻
意为之。这是导演的功劳，用得好比写得好重要
得多。有些时候我会非常喜欢某些电影中的音
乐，但对电影本身无感，甚至不想看这些电影。还
有一些音乐本身没那么优秀，但在电影中运用得
当，也能使这些音乐大放异彩。我们追求的不是
音乐的“不一样”，而是一种独特的表述口吻。很
多音乐都是雷同的，关键在于如何去运用。

记者：现在华语电影音乐有两条路，一是迎合

市场的流行作品，二是偏向于小众的另类音乐，您

觉得电影音乐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安巍：以前的导演一跟作曲聊音乐，就会提到
《教父》《美国往事》，觉得有一个主题、一段旋律，
然后做不同的变奏，就是电影配乐的终极形式。
以前包括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形式都是传统的，是
通过剪辑完成的，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提升，电影
的形式感有了非常大的改变，这时候仅有旋律和
变奏就不行了，还需要提供更多的节奏、音色。传
统意义上旋律是否动人的概念，已经不太适应这
个多元化的时代。过去讲“内容决定形式”，先确
定电影的中心主题，再通过不同的形式展开，表达
出主题；现在我们认为形式也非常重要，需要我们
在不断磨合中寻求真谛。更年轻的导演对音乐的
理解越来越丰富，这是一种进步。

记者：您也在尝试编剧工作，是否因为编剧可

以更直接地表达出一些音乐无法表达的东西？

安巍：做编剧是源自于我喜欢参与讨论，讨论
剧本、画面、剪辑等各方面的事。因为电影剧本每
个人看完之后的感受都不同，甚至看的时间也不
一样。我认为电影归根结底还是导演的艺术，而
不是编剧的艺术，剧本只是给各个部门提供了一
个发力点，很多导演是在拍摄过程中的那几个小
时里，突然激发出对这场戏的感觉。

记者：如果您是导演，第一部戏想拍什么？

安巍：情感类的片子。我不是个性张扬的人，
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咄咄逼人，我会因为跟别人合
作而尽量改变自己。因为你喜欢的东西别人不一
定喜欢，这没有对错之分。如果我要做电影，我不
喜欢这部片子有太强的导演色彩。

安巍自述

和徐浩峰导演合作
让我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

安巍
作曲家、录音指导。电

影音乐作品《从你的全世界
路过》《将爱情进行到底》《箭
士柳白猿》《陆垚知马俐》等。
编剧作品《后来的我们》。
《人间正道是沧桑》《芈

月传》录音师。

许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