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90年代末，于宝林、冯

宝华等老先生在南市燕乐茶园恢复

茶馆相声，经历二十几年风风雨雨，

茶馆相声已经锻造成为天津最闪亮

的城市文化名片之一。相声这门传

统艺术在天津的土壤上繁衍生息，

年轻的相声演员也走出了自己的

路。马志明之子马六甲的弟子郝梦

春，在潜心研究、学习马氏相声的同

时，不断推出原创相声及相声剧，吸

引了大批年轻相声迷的关注。

郝梦春的相声大多着眼于刻画

小人物，与马三立、马志明的艺术风

格一脉相承，他不讲荤段子，不一惊

一乍，既追求逻辑合理，又不按常理

出牌，出其不意，令观众哄堂大笑。

《礼尚往来》是郝梦春、赵明轩最受

欢迎的作品，得到许多网友的好评：

“这段应该是根据少马爷《拴娃娃》

的垫话扩充而来的，增加的细节包

袱儿和表演都太好了！”“听完这个

再听别的有点儿不入耳了，真有老

一辈那味儿，以为是老录音呢。”

郝梦春生在普通家庭，2010年

从部队复员后正式以说相声为业，

2011年加入西岸相声剧场，坚持10

年，演出将近6000场，一步一步走

向成熟。拜师马六甲之后，他参加

大型演出的机会增多。“我参加了

‘老骥新驹——马氏相声2012新作

品展演’，和张斌搭档表演《我们‘80

后’》，虽然当时已经有了多年的演

出经验，但前五句话还是有点儿哆

嗦，因为在我后面登场的将是马志

明先生、田立禾先生、尹笑声先生、

佟守本先生，我是真紧张啊。”另一

次是纪念马三立诞辰100周年系列

纪念活动，他和刘磊搭档，参加了中

国相声群英会“致敬篇”的演出。

郝梦春还参加了“中国曲艺牡

丹奖”新人奖的选拔，“我们由天津

曲协选送，带着原创作品去演出，得

不得奖不重要，至少在曲艺界的最

高舞台上展示过自己。”如今郝梦

春、赵明轩加盟了天华景、天实景零

二二相声社团，疫情结束后，他们希

望能在三五个月内推出9部相声

剧，每天用相声剧或者群口相声来

攒底，跟观众互动，让观众走上台

来。“我们最近有一个想法叫‘相声

大家说’，让观众成为演员，让观众

和我们共同合作说相声，给观众营

造一种参与感，现在都玩剧本杀，我

们给他来个‘相声杀’，让更多的天

津人爱上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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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把每首歌都唱得像邓丽君那样动人心弦

从唱歌中学会一种人生态度

口述 陈佳 撰文 陈茗

近年来，北京歌手陈佳以清新甜

美的形象、优雅自然的台风、酷似邓丽

君的声线和神韵引起关注，被誉为最

像邓丽君的声音。她在国内外举办过

近百场巡回演唱会，发行了《去年今

日》《又见邓丽君》《似是故人来》等专

辑。她又不仅仅是单纯的模仿者，也

有自己的思考和感悟，不久前，她参加

天津电视台《最美文化人》栏目录制，

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

3岁弹钢琴接触到舞台

跟着磁带里的邓丽君学唱歌

我出生在北京，妈妈是舞蹈演员，
全家人都喜欢艺术、喜欢音乐。在家
人的影响下，我从3岁开始弹钢琴，接
触到舞台。老师和家长都觉得我有很
高的音乐和语言天赋，对我寄予厚望，
我也顺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
想走职业钢琴演奏家的道路。不过，
作为一个学钢琴的小孩，我却有点儿
“不务正业”，痴迷于唱歌。

那时候邓丽君风靡华人世界，我
爸爸、姑姑、舅舅都非常喜欢她的歌，
所以在我不会说话的时候，邓丽君的
歌就陪伴着我。我听不懂歌中的情
感、意境，但就是没有理由地喜欢。我

小时候的嗓音一般，但我是那种一旦
喜欢什么就会全身心投入的人，每天
着了魔似的研究邓丽君的歌。学钢琴
是家人对我的期望，我有教钢琴的老
师；但唱歌是我自己的爱好，老师就是
录音磁带里的邓丽君。

我11岁的时候，有一次上钢琴
课，妈妈跟钢琴老师说：“这孩子就爱
唱歌，都耽误弹琴了。”没想到老师却
说：“喜欢唱歌好啊，那就去杨鸿年老
师的合唱团吧。”就这么随口一句，我
去考了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
合唱团，爱唱歌的我很轻松就被录取
了。我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从今
往后终于可以放开嗓子名正言顺地唱
歌了！

师从杨鸿年老师对我影响巨大，
通过杨老师潜移默化的教学，我的水
平不断提升。比如，一位非常厉害的
歌手，能在现场演唱时唱出录音间的
标准，而在我们合唱团，耳朵的灵敏性
超越了这个高度。钢琴演奏时，半个
音是最小的单位，但杨老师常说：“低
了四分之一个音啊！”因为我们合唱团
几乎每首歌都有六七个，甚至七八个
声部，近乎严苛的训练让我对音准产
生了一种本能的反应。我在合唱团
10年，随团参加过第十四届意大利圭
多·达莱佐国际复调合唱比赛，获得少
年组第二名，参加过俄罗斯纪念普希

金诞辰200周年艺术节活动，也曾多
次到世界各国演出，那段经历让我受
益匪浅，至今难忘。

留学时本想忘记邓丽君

却从她的歌里获取了新能量

无论弹琴还是合唱，都是在向音
乐靠近。但是，恰恰到了上大学的年
纪，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我和音乐渐
行渐远，选择了当时最热门的对外经
贸大学金融专业。上大学以后，我也
不再唱邓丽君的歌了，唱的都是红极
一时的日文歌、英文歌。究其原因，我
觉得可能和一个人的初恋一样，很少
有人能忘记初恋，但也不会把初恋时
时挂在嘴边，不会忘记，也不必说起。

大学毕业后我到德国留学，更坚
定了我的人生方向。当时我想，这一
生都不会再以音乐为职业了，再想起
邓丽君，我有些难过，她是和我整个的
童年梦想联系在一起的，我曾那么认
真、努力地去研究过、学习过她，所以
在出国留学时，我连一张邓丽君的
CD都没带，把有关邓丽君的一切回
忆全部尘封在记忆里。

人生很奇妙，那些记忆深处的东
西，可能总要在某个时刻浮现出来，或
许正因为人在异国他乡，离家的孤独
和心理上的焦灼让我找回了邓丽君，

重拾起追光之路。有一天晚上我突发
奇想，在网上下载了很多首邓丽君的
歌。那时我不唱邓丽君已经很多年
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记不记得歌词。
随机放那些歌时，吃惊地发现，自己对
于每一首歌、每一句词，甚至每一个应
该换气的地方，每一个细节的处理差
异，每一次演唱的不同，什么地方有一
个杂音，都在脑子里深深地刻印着，一
点一滴都没有忘记。只是，小时候听
邓丽君我会躁动，一听就要跟着唱，而
那一次再听邓丽君，我的心意外地宁
静，唯有沉默地聆听。

就这样，邓丽君成了我在国外生
活的背景音乐，她的歌让我的心再次
找到归属，给了我温暖和安全。我觉
得，人的成长轨迹就像一条八爪鱼，最
开始的时候不停地伸出触角，不断地
接触新东西，到了某个时期，又想把这
些触角收回来，抱住自己。那时的我
沉静下来，从邓丽君的歌声里获取了
新的能量。

追光者偶尔会偏离航线，但追光
前行的步伐不会停止。回国后，我正
式进入金融行业，成了一名标准的办
公室白领，唱歌是业余爱好。我在网
上唱的两个小时的邓丽君歌曲演唱会
被大量转发，传播开来，有一天我接到
一条短信：“我是邓丽君的三哥邓长
富，想跟你见一面，你方便吗？”我不敢
相信这是真的，从工位上跑到楼梯间，
反反复复地看那条短信，一直看到眼
都花了！我和邓长富先生见了面，得
到鼓励和认可，他邀请我一起做传播
邓丽君歌曲的工作。
如果说接到短信邀请时我是激动

甚至狂喜的，但见面后却让我感到了
一种纠结。因为我并不想模仿和复刻
一个邓丽君，正是因为喜欢、尊重，才

更希望她是独一无二的。美的东西没有
了就是没有了，虽然残酷，但这样才更能
被人铭记。我纠结了一年多，最后终于
想通了，我不要做模仿秀，我从小对于邓
丽君的学习就是想延续她的音乐表达方
式，要是能为她做点儿什么，我会非常高
兴。我又想，人生本来就是一次旅程，一
定要去体验不同的风景，反正学也上了，
职场也经历了，那就试试唱歌，成就从小
的梦想也未尝不可！

邓丽君的一大特点

就是把简单的歌给唱难了

我从邓丽君身上学到的东西，影响
到我人生的方方面面。小时候我听邓丽
君可以用好多种语言唱歌，我就想学好
多语言，所以我的语文、英语成绩很优
秀。那时合唱团去世界各国巡演，每到
一地就会用当地语言去唱歌，拉近和观
众的距离，这也给了我学习语言的机
会。我留学去德国，其实有一部分原因
也是想再学一门外语。另外，因为从小
就唱日语歌，自己也喜欢，上班后我又专
门去学了日语。所以我可以精准地用多
种语言演唱邓丽君的所有歌曲。

邓丽君的一大特点，就是把一些特
别简单的歌给唱难了。可能一般人会觉

得邓丽君的歌很容易跟着哼唱，但要想
学得像邓丽君，把每句歌词都唱得入木
三分，是非常难的。她的歌就没有随便
唱这么一说，每一首都不简单。她演唱
的声线，好多时候像是抛物线，声若细
丝，似断未断，柔软且有韧性，极难把
握。我只能力求做到最好，在舞台上唱
她的歌对我来说永远是内紧外松。

听邓丽君唱歌，不仅让我感受到生
活的阳光、人生的美好、情感的真挚，更
重要的是，从她真诚、质朴的演唱中，我
学到了一种人生态度。她歌里面的感情
可以嫁接到任何一个生活场景中，影响
到我对生活的认知，对生命的理解，对人
生道路的选择。
邓丽君给我定义了什么叫唱歌。有

的模仿者就是单纯地模仿偶像的声音，
穿上与偶像同款的衣服，说偶像的台词，
复制一个偶像。而对我来说，邓丽君的
影响不仅仅是唱歌，她性格中的积极向
上、执著纯粹也影响到我。有的人可能
会觉得“模仿者”这个标签不好听，会纠
结怎么撕掉它，而我则有不同的看法，撕
不撕标签不重要，艺术是纯粹的，艺术家
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不去和任何人比较，
因为艺术就是不断追求更好、超越自己
的一次单向旅程。
还有人对我说，你永远不如邓丽君，

永远超越不了邓丽君！其实，“像邓丽
君”并不是我唯一的追求，我想把握的邓
丽君不是一首歌、一个转音、一次换气，
而是能将任何歌曲都唱成像邓丽君那样
动听和打动人心，这也许才是我想追求
的特点吧。我希望当听众听到我唱邓丽
君的时候，不会破坏他们对于邓丽君的
美好记忆，不会偏离他们对于邓丽君歌
声的预期，不会打扰他们怀念偶像的情
绪。我想让听众在怀旧的同时，沉浸于
发现的惊喜。

讲述

印 象

相声剧攒底
相声大家说

郝梦春 小剧场里的马氏传人
文 赵群策

1999年我10岁，过年看央视春晚，冯巩
和郭冬临表演《旧曲新唱》，觉得挺有意思。
几天后我去古文化街玩儿，花7块钱买了一
副快板，又买了一张李润杰的光盘，回家用慢
放功能跟着光盘学打快板，背诵里面的段子。
开学后我把快板带到学校，在操场上打，

有个同学叫鲍立，比我大，现在在德云社，看
见我打快板，他也喜欢上了，跟着我一块儿
练，后来又有个叫刘日鑫的也加入进来。有
一位会打快板的老师送给我们一张光盘，里
边有一段何德利老师的快板书，是王派快板，
我感觉和之前学的不一样。
我们仨的愿望是拜师学艺，登上舞台，成

为职业演员。刘日鑫说，当演员不能怯场，得
去人多的地方打快板。我们趁着节假日人多
时，去古文化街那块的海河边亲水平台唱快
板。没想到一开口就围上人了，唱到高潮时
还有人鼓掌，我们越打越有劲儿，越打越兴
奋，上瘾了，还有报社记者来采访我们。
跟着光盘练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如果

能向何德利老师当面请教就太好了。赶上
“众友”在谦祥益演出，我们去门口等着，看见
何老师出来，上去跟他说：“我们喜欢唱快板，
想跟您学，能去您家里学快板吗？”没想到何
老师特别痛快就答应了，可把我们高兴坏了。

何老师不收费，有时还主动给我们打电
话约时间。他家是个里外间，每周一晚上我
们去他家外屋客厅“上活”，你上一个我上一
个，他家那种氛围特别好，除了我们仨还有别
人，大家以板会友。有一次因为一句台词，我
差点儿和一个叫刘少东的打起来，归根结底
是为了艺术。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直到现
在，我们跟何老师也没有成为师徒关系，但我
们像亲人一样经常走动。现在我们这些人聊
相声、聊快板，还是能聊一宿，我希望这样的
氛围多一些，相声艺术才会一直往上走。

我第一次上台表演是在2004年，我15
岁。天津有一个“曲艺大家唱”活动，花一块
钱买一张票，能上台唱一段。人家那里主要
是鼓曲，观众也是听鼓曲去的，我在中间休息
的时段上去唱了一段《绕口令》，正常情况下
《绕口令》应该是七八分钟，我唱了4分多钟
就下来了，不是忘词，而是紧张，越唱越快。
后来我在舞台上锻炼了一段时间，不紧张了，
开始参加各种走穴演出。

这时候小剧场相声火了，很多喜欢相声
的年轻人办起了小社团，什么同心社、世源
社，能卖票就卖，不能卖就算，能卖个五张八
张的也演。我住河西区，骑着我爸的电三轮
车，拉着刘少东去黄河道影剧院演出，演了半
个月，一共挣了四五十块钱，但我俩每次演出
之后吃羊肉串就得花个四五十块钱。年龄小
没有养家糊口的概念，觉得既做了自己喜欢
的事，又给大家送去了欢笑，特别好。

与马氏相声结缘

听老先生说话就长能耐

记者：您是怎么与马氏相声结缘的？

郝梦春：马六甲老师是王凤山先生的弟子，
也是西岸相声剧场的艺术顾问，我从小喜欢王
派快板，我对他说：“我想跟您学，还想去您家里
拜访，听听志明爷爷对快板的见解。”六甲老师
人特别好，邀请我和同事去他家，志明爷爷面对
面给我们唱了一段王派快板，我录下来，视为珍
宝。听老先生说话就长能耐，不用告诉我节目
该怎么演，只是单纯地聊天，对我来说就是难得
的授课，让我得到很多灵感，再加些渲染，搬到
舞台上就能成为常演不衰的节目。

记者：相声演员找到一个好搭档不容易，说

说您和赵明轩的故事。

郝梦春：最早我和乐呵兄弟的张斌合作过
一段时间，因为某些原因分开后，赵明轩介绍他
师弟跟我搭档。有一次我们俩对活，由于理解
不同吵了起来，我就想这人怎么这么拧呢？夜
里12点半给赵明轩打电话，让他马上来我家解
决问题。赵明轩来了，我说：“你跟我搭档吧，西
岸的收入还不错，你不是要结婚吗，多挣点儿
钱。”就这样我们俩开始搭档，到现在已经8年
了。要说这说相声的找搭档，比找对象还难，有
的相声演员两个人刚出了点儿头，就开始你看
不上我我看不上你，你的做事风格我不喜欢，我
的做事风格你不欣赏，但是，分开只能是两败俱
伤。我和赵明轩也有互相看不上的时候，这很
正常，但交情归交情，买卖是买卖，得学会妥协
和让步，这也是我俩这么长时间没闹矛盾的主
要原因。

记者：现在的年轻相声演员对继承传统有

什么新想法？

郝梦春：我和搭档赵明轩一样，都是打小儿
就演出，算是“娃娃腿儿”，好的一面是经验丰
富，对传统相声理解得比较深，不好的一面是被
传统相声禁锢住了，在创新上畏手畏脚。我觉
得什么年纪、什么时段就该说什么样的作品，我
今年33岁，人家观众为什么花钱听我说“风吹
水面层层浪”，上网听老先生的录音不好吗？我
们要靠新作品吸引观众，但这不代表我们就不
去研究传统相声，比如我们去找视频，看马国良
先生、王建英先生这些老戏法艺人是怎么“铺
纲”的，去拜访郭玉文老师，向他请教北派戏法，

就是为了研究《口吐莲花》这段相声。我希望能有
自己的传承方式，等到我们五六十岁的时候，在舞
台上说一段《八扇屏》，说一段《报菜名》，说一段
《地理图》，那就不一样了。

相声要靠语言逗乐观众

只有新鲜的内容才能吸引人

记者：您长期在剧场演出，也经常到电视台录

节目，您觉得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郝梦春：茶馆相声和电视相声的差别很大，茶
馆相声最主要的目的是把观众逗乐了，即使有些
不合理，有些擦边球，也无伤大雅，因为观众花钱
买票的目的是为了乐，听完哈哈一乐，过一会儿就
忘了，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他只有觉得可乐，下
次才能继续花钱买票。打个比方，我们去饭馆点
一道菜，味道可能比营养价值更吸引消费者。而
到电视台录节目就像是“神仙打架”，来的都是好
演员，谁也不想让别人比下去，就得不断提升自
己，与在剧场里演出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有人说
上电视没用，那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别看他这
么说，他要是上了电视，七大姑八大姨都得通知到
了。上电视永远是一个能让更多人知道你的机
会，虽说关注新媒体的人越来越多，但主流电视媒
体的作用依然无法替代。

记者：很多观众通过原创作品认识了您，能否

谈谈创作心得？

郝梦春：作品要源于生活，创作的前提是你得
爱听、爱观察。我有个段子叫《匆匆那年》，是我和
一个相声演员在家里聊天，他给我讲他小时候胡
闹，把别人的板凳藏起来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
搬到了舞台上，效果还挺好，让大家有一种追忆童
年的感觉。还有一个段子叫《礼尚往来》，是因为
志明爷爷的一个电话，我们将聊天的内容加入了
现代元素，年轻人更容易理解，起到了出人意料的
效果。我觉得创作新节目，首先不能脱离相声，要
符合相声的规律，在台上跳个舞什么的，我还真接
受不了，我认为那不是相声，是才艺展示。相声应
该是用语言去逗乐观众，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信
念。我们行话管相声叫“活”，可能写成文字并不
觉得可乐，但是“活起来”就可乐了，并且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风格，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出来，感
觉是不一样的。

记者：您认为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郝梦春：同样一段节目，能在小剧场、大舞台、
电视这三种不同的场合演出，都能把人逗乐了，我

觉得就算成功的作品。假如说我们去电视台录
节目，录完之后编导说得把不能用的剪掉，剪完再
一听，感觉这都不叫相声，把包袱儿都剪没了，那
么只能说这段节目不成功。

记者：茶馆相声复兴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的

观众也不是当年的观众了，他们的变化体现在哪

些地方？

郝梦春：现在进剧场听相声的观众群体
是“95后”到“05后”，很少有五六十岁的观众
买票听相声，有也是孩子给买的。现在没有
“生书熟戏听不腻的曲艺”这种说法了，随便
打开个视听软件，开着车就能听相声，不用非
到园子里买票。即便他好不容易买票来了，
连听半个月，肯定也会觉得没劲。传统相声已
经刺激不到现代观众的感官了，“80后”的故事，
更年轻的人们也不感兴趣，只有新鲜的、没听过
的，才能让人觉得好。所以我们推出了相声剧，一
群相声演员长得歪瓜裂枣不好看，观众好奇，这些
人能演出什么来？刺激他们买票，帮着园子挣钱，
这就是我们做相声剧的初衷。

短视频时代

相声也要加快节奏

记者：老观众说现在的相声越来越不叫相声

了，您介意这样评价您的相声吗？

郝梦春：我觉得这是有时代原因的。现在人
的生活节奏特别快，一段短视频不过几十秒，能看
完了不半截儿划走，都需要有耐心，所以相声不能
再用“三翻四抖”的节奏了。马三立先生的《家传
秘方》《八十一层楼》，前边是大段铺垫，整段叙述，
最后翻一个包袱儿，成了非常经典的佳作。但是，
对于现在的相声演员来说，包括我自己，一来写不
出那么优秀的作品，二来更达不到马老的表演功
力和舞台魅力，那你再这样演，还能有人看吗？观
众等不到你翻包袱儿就已经不想听了。

记者：您在西岸说了将近10年，现在到了新

团体，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吗？

郝梦春：我现在在零二二相声社团，这是咱们
天津的一个新型的相声团体，有几个“网红”，乐呵
兄弟（张斌、张强）、葛九四、铁胳膊赵六都在这个
团。“零二二”分成四个队，我和赵明轩带领“天实
景梦之队”，这个队的特点是没有“网红”。我们就
是想做一个纯粹以说相声为主的团队，短期目标
是每天能保证有五六十位观众买票。

记者：为什么你们不做“网红”？

郝梦春：我和赵明轩想以说相声为主，我就琢
磨，如果观众每天打开手机就能看见我，还会花
120块钱来买票听相声吗？也许会。但我觉得，
微博、抖音是消息网，无论人在什么地方，只要打
开手机就能看到自己想看的，外地人在抖音上认
识了我，他们是不会来天津买票听相声的。微信
是关系网，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些都是我身边的
人，他们才是我的主要消费群体。另外，我觉得不
会再有第二个乐呵兄弟了，他们最早是因为疫情，
大家出不了门，借这个机会火了。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方式，如果成功可以复制，那不就太简单
了？所以“零二二”的四个队希望打造成四种不同
风格，我们想做到听相声赠“网红”，而不是看“网
红”赠相声票。我们开的是相声剧场，观众是来听
相声的，赶上张斌、张强在，那是赠的，而不是单纯
地为了看他们俩而来，不能本末倒置。这是一个
艰难的过程，我们还是想让观众买票听相声。

郝梦春自述

小时候在海河边打快板
“曲艺大家唱”初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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