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听的第一首竹乐演奏曲目居

然是《星球大战》，这太魔幻了。但

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中国

民乐简直无所不能，清凉版“星战”

特别欢乐，让我心里都跳动起了小

音符。大概王巍老师怕我入魔太久

不能自拔，又让我看了中国民乐曲

《咏月》的视频。艺术家们身着汉

服，舞台上全是竹子做的乐器，那排

场简直就是竹林里的交响乐团。清

丽悠远的排箫，古韵悠长的低音竹

笛，加上高、低音竹板琴、竹梆子和

竹拍筒，把天涯共此时的思念表达

得淋漓尽致。刚刚还在跳动的小音

符瞬间安静下来，笛声穿入我的灵

魂，眼眶湿润。我使劲儿眨了眨眼，

让泪水退后。这一刻我们自己的民

乐跟人的心灵紧紧相连。

王巍的老家在天津，爽朗豁达

凸显天津人性格，他还有股子犟劲

儿，居然把竹子这么容易裂的东西

做成了几十件乐器，每次演出时搬

家公司一卡车都拉不完。他说：“这

些乐器全是我亲手做的，用了二十

来年都没坏过。”

在我眼里，王巍更像一位匠

人。为了找到好竹子，他跑到中越

边境，到过江西和浙江，几乎长竹子

的地方都钻进去过。闷热、潮湿、蚊

虫叮咬，在他这儿一切都是浮云。

他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找竹子

上，“得找硬邦邦，敲起来当当响

的。大的、粗的出低音，小的、细的

出高音。”

1990年，他从浙江买来竹子，

到单位锅炉房烧开水，给竹子退

青。竹子太长，煮完头再煮尾，中间

有时候还够不上。把竹子放在职工

浴室里阴干，最后竹子裂得乱七

八糟。能笑着讲曾经的糗事，能笑

着说起自己锯断的手指，如果心里

不是满满的热爱，不会做到现在。

很难说是王巍成就了竹乐，还

是竹乐成就了王巍，或许本就是一

体。他感谢那些参与演奏的艺术

家、作曲家。为了奏出竹乐那个味

儿，每个曲子都需要作曲家按照竹

乐团的乐器构成重新编曲、配器。

目前王巍的竹乐团已经演奏过百余

首竹乐曲，并曾应邀到世界各地演

出，喜欢竹乐的人越来越多。

王巍一谈起竹乐便神采奕奕，

整个人像正在拔节的竹子一样郁郁

葱葱。这个一生都活在自己热爱里

的音乐人，让我心生敬佩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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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末考取船长职务证书，半生在海上航行

老船长的故事

文 陈锡珍

退休后，告别了紧张孤寂的海上

生活，再也不能双手握住望远镜，站在

宽阔明亮的驾驶台上，沉着威严地给

操舵水手下达舵令，再也呼吸不到清

新潮湿的海上空气，再也不能享受承

担重要使命、克服一个个困难而产生

的成就感……此时，回忆成为化解心

中失落与怅惘的良药，当年那一次次

航行，时常浮现在眼前。

“大冶”轮在天津新港装货

抵达伦敦，感受绅士做派

在我的少年时代，中国航海家郑
和、欧洲航海家哥伦布、麦哲伦的故事
唤起我很多遐想。尤其是中学一篇语
文课文《惊涛骇浪万里行》，那是著名
海员作家陆俊超在中波海运公司轮船
上远航的自传体文章，深深感染了
我。作为一种动力，我于1961年以第
一志愿考入被誉为“远洋船长摇篮”的
大连海运学院（今大连海事大学）航海
系，离少时的梦想越来越近。

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了远洋船
舶职务证书考试制度，我以第一名的
成绩考取了最早一期考证班的船长职
务证书。当年在“玉泉山”轮实习三个
月后，正式被派往国产万吨船“大冶”

轮。记得我们的河南籍政委经常在大
沽口锚地用高频电话与公司联系：“公
司，公司，我是‘大爷’，我是‘大爷’，请
回话！”驾驶台里笑成一片。
那年，“大冶”轮在天津新港装货，

又驶往上海港加载，装满一万多吨杂
货。卸货港是伦敦、鹿特丹、汉堡和安
特卫普。船舶在大洋里孤零零地航
行，船上的人各自忙碌——值班驾驶
员和水手在驾驶台航行值班，当值轮
机员和机工在机舱值守，水手长带领
水手们做甲板和船体维修保养，机工
长带领机工在机舱里做机器保养……

有时洋面上一点儿浪花都没有，
真是海平如镜，但老船员都知道，这是
风暴天气的前兆。那时没有卫星导
航，要靠星星、太阳、月亮来定位。由
于海流、潮流、风力的影响，也要随时
掌握船舶的实际位置，保持既定航线。

抵达第一个港口伦敦之前，我做

足了功课，在英文版“进港指南”上找
到引航员登船的位置。伦敦的港外引
航站叫福克斯顿引航站，经过提前联
络，船舶准时抵达登船点，水手长和水
手们早已把引水软梯放置妥当，引航
员顺利登轮，来到驾驶台。

那是一位满头华发、身材修长的
英国人，看上去快60岁了。我告诉
他，我是第一次来伦敦，担心他听不懂
我的英语。他却说：“你的英语很标
准，比刚刚与引航站通话的日本船长
强多了。你也比我强，能用英语交谈，
而我却一句中国话也听不懂。现在中
国船越来越多，我要学些中国话。”或
许他对每个外国船长都这样说吧，但
他的绅士做派的确消除了我的紧张情
绪。我为他准备了晚餐，一份牛排，搭
配生洋葱片和西红柿，外加一小瓶冰
镇青岛啤酒。他表示味道很棒。
我们的三四千吨杂货在伦敦港竟

然卸了五天，只能说明英国的装卸效
率不高。英国工人技术熟练，可是他
们经常休息，“咖啡时间”必不可少，而
且一杯咖啡能喝很久。
我们安排船员分批下地活动。伦

敦是世界著名大都会，旅游景点颇
多。我和另外两名船员一起下船，参
观了大英博物馆，那里陈列着中国、埃
及、希腊、罗马等古国的文物，数量之
大令人瞠目。走马观花看个大概，又

去了格林尼治天文台。随后，在伦敦
北郊海格特公墓，我们找到了绿茵环
绕、近3米高的马克思墓铜像。

3万吨“金海”轮从秦皇岛始发

经香港驶进泰国湾装载木薯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的3万吨
散装货船“金海”轮从秦皇岛始发，旧
历腊月二十八抵香港，进行为期四天
的航休。晚上从锚地看香港和九龙，
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被各种灯光点缀
得五光十色。旧历腊月三十，我同负
责伙食的管事下地购置蔬菜食品，到
了九龙一个蔬菜副食市场，物资之丰
富令人称羡。买了食物，又往商店区
逛了逛，每个店前的大招牌上几乎都
有“春节大减价”“不惜血本”等条幅，
一打听，有的东西确实比平时便宜。

正月初一，汽笛一声长鸣，货轮缓
缓驶离香港锚地。在南中国海航行了
将近三天，驶进泰国湾。那里简直就
像一个大湖，异常平静。晚上的渔船
灯光闪烁，连成一片，犹如海上灯市。
但在当时，这里也潜伏着危险，因为海
盗船经常出没，袭扰劫掠商船。

好在有惊无险，我们顺利抵达曼
谷港外锚地。船舶代理及海关、移民
局、检疫部门登轮办理联检手续。那
时候这些人比较难缠，总会索要烟酒
礼品，好在我知道他们喜欢苹果，因为
苹果在当地卖得很贵，我准备了很多
苹果，省去不少麻烦。
办完手续，货轮移泊至西拉察锚

地，准备装载2.5万吨木薯粉散装货
物。驳船从岸边专用码头将货物拖到
轮船边，原以为要用大抓斗装卸，却见
工头带的装卸工具竟是铺着尼龙布的
网兜，随即装卸工人登船，这庞大的装

卸大军把我惊呆了！170多米长的甲板
上挤满了人，年纪大的有六十多岁，小的
不过十四五岁，其中女工竟占了三分之
一。这次装货可谓人海战术，一群人猫
着腰，手忙脚乱往网兜里装木薯粉，远远
望去，粉尘把他们的身体都淹没了。
天黑后收了工，甲板就是工人的“宿

舍”。年轻的小伙子、姑娘们在舱盖上唱
歌跳舞，尽情欢乐。装卸公司在船上设
置了食堂和小卖部，每次开饭时，他们的
炊事人员总会给我端来一大盘泰式红烧
鱼，上面洒满辣椒丝，味道相当不错。虽
然百般谢绝，但他们每天仍照送不误，我
当然不能独吞，转送给同事们一起品尝。

整整用了半个月，2.5万吨木薯粉总
算装完了。一些工人在装货过程中受了
伤，我们的船医为他们涂药包扎。有的
老弱人员头疼脑热，船医也及时送医送
药。装完货离船时，他们站在交通船上，
满怀惜别之情与我们招手告别。

在海上航行了六个月

满怀对祖国的怀念返程

我们的“金海”轮满载着泰国的货物
和装卸工人的祝福，穿过马六甲海峡，在
新加坡补足了燃油、淡水、食物。船员们
分两批下地，购置必要的用品。公司发
的外汇并不多，大家都会把钱花在新加
坡这个自由港，因为相对来说东西比较
便宜。当地有一家“泰昌行”，专营布料
和杂品，火了好多年。
货轮驶入浩渺无际的印度洋。正所

谓“无风三尺浪”，虽然风并不大，但这艘
3万吨的轮船还是被海浪涌了起来。初
次上船的年轻船员开始头晕、想吐，天生
不晕船的只有极少数人，每个人都要过
这道关口。船员一年有四分之三时间在
船上度过，大家一起生活，必须要创造和

谐气氛，否则很容易因小事吵架斗殴。
政委记下全船每个人的生日，在生日当
天准备一大碗面条，卧两个鸡蛋，大家一
起唱“祝你生日快乐”。闲暇时，几个船
员聚在我的房间，听我讲法国作家凡尔
纳的航海小说，又讲《水浒》《今古奇
观》。他们听得很投入，我想，这至少比
躺在房间床上看天花板强多了。

船快到夏威夷岛时，前甲板落下四
只大鸟。好家伙，每只鸟都有一米多高，
长着鸭蹼似的脚，看上去已经筋疲力
尽。船员弄来饭团和鱼肉，它们争着吃
起来。那时我们的伙食也快山穷水尽
了，每天吃自己生的豆芽菜，很少有新鲜
的鱼肉。一只大鸟几十斤重，用不着费
劲捕捉，但船员们却不约而同达成共识，
谁也没有伤害四只大鸟，把它们变成盘
中餐。四只大鸟在船上停留了四天，体
力恢复得差不多了，鸣叫着绕船飞了一
圈，朝远处飞走了。

我们在海上航行了六个月，经我国
渤海、台湾海峡、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
进入印度洋，过亚丁湾、红海，通过的苏
伊士运河，再过不平静的地中海，过直布
罗陀海峡，航过波涛汹涌的比斯开湾，渡
过英吉利海峡，斜穿大西洋，航行过令船
员谈虎色变的百慕大三角区，抵美国东
海岸后，南驶加勒比海并通过巴拿马运
河……先后挂靠曼谷、新加坡、比利时的
根特港、德国的布腊克，美国的费城六个
港口，最后满载3万吨谷物返程。

望见岛屿和陆地，船员们脸上露出
激动的神情。我们拉响了三声汽笛，终
于锚泊在湛江港的港外锚地。我长舒了
一口气。这是我第一次绕地球一周的航
行，虽然远不如凡尔纳在《格兰特船长的
儿女》《海底两万里》中所描写的那样生
动精彩，但我敢说，这是我最难忘、最真
实的一段航程。

往事

印 象

仿佛一根竹子
就是一首乐曲

王巍 竹乐古韵世界回响
文 王小柔

我从小学音乐，在东方歌舞团接触
了很多外国乐器，对乐器非常了解。
1991年，我发现日本有一种乐器非常好
听，叫尺八，是竹子做的，是世界上最贵
的竹乐器，好听的程度让我非常震撼。
我觉得应该把这么优秀的乐器介绍

到中国来，让中国观众欣赏。结果我们
团里一位年轻的团员说：“王老师，那个
乐器是中国的，唐代传到日本，现在福建
南音还在使用。”我听完一愣，自己居然
不知道这是中国乐器。
中国有排箫，有笛子，我想能不能制

作更多的竹乐器？说干就干，我立刻去
查各种资料。我们的祖先根据材料的不
同把乐器分成八类，叫做八音分类法，
《三字经》里说“丝与竹，乃八音”。中国
的竹乐器历史悠久、分布广泛，是我们中
华民族音乐当中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
财富。

1995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
《奏响中华民族竹乐之韵》，提出要组建
竹乐团。这篇文章在《人民音乐》上发
表，没想到引起了很大反响，被几家报刊
转载。做一件新的竹乐器还有可能，但
组建一个竹乐团，很多人认为是天方夜
谭，不可能实现。笙、管、笛、箫虽然好，
但组成不了乐团，因为乐团的乐器要极
其丰富，有低音、高音、中音，有旋律乐
器、伴奏乐器、打击乐器。各种乐器发出
的音色要特别丰富，吹拉弹打都不能
少。作品演奏出来也要与众不同，独具
特色，演奏者要熟悉掌握新乐器。这实
际上是一系列工程，我终于把它们逐一
攻克了。

2010年，我们的竹乐团在上海世博
会演出，当天晚上央视《新闻联播》做了
报道，很多媒体都来采访我们。忽然间
真是觉得，我们埋在土里十几年，此时终
于迎来了冒出头的日子，很难忘。
竹乐团的演出受到外国朋友和国内

很多朋友的欢迎。我们在美国演出时，
一位华侨艺术家说：“做乐器这个事儿不
简单，我是含着眼泪看完你们演出的。”
一位音乐教授说：“你们台上的每一件乐
器都是难得一见的艺术品，竹乐团是一
个非常专业的高水平团队。”

要想做一件别人没做过的事，就要
像竹笋一样在地底下铆足了劲儿，要吃
得了苦，才能有看见阳光的那一天。每
到春天，春雷阵阵，雨声哗哗，南方竹林
里的竹子奋力拔节，我也希望我们的竹
乐团能像这竹子一样努力地向上生长。

从南方找竹子

运到北京研制乐器

记者：做乐器从零开始找原材料很困难吧？

王巍：那年代北京也没竹子，只好去南方找。
第一次去浙江湖州采竹子是1990年。我们东方
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演出结束我去找竹子，住在
一处很简陋的宾馆，好像就叫竹乡饭店。那时
候客运长途汽车顶上还可以放行李。我把竹
子砍下来，放在酒店前台，砍成大概两米不
到，绑在车顶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到北京。

记者：用竹子做乐器是不是也有弱点？

王巍：中国是世界上竹子产量最多的国
家，但是用竹子做乐器很难。竹子有很多天然
缺陷，比如说它就这么粗，可利用的空间有限，壁
薄、中空有节、底下粗、上面细，最致命的是竹子容
易裂。虽然没经验，没经费，没工具，那也要干。

记者：势如破竹，一劈它，啪！就裂了，这材质

制作起来风险太大，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王巍：竹子的横向组织非常弱，纵向组织却非
常发达，而且是里外三层：竹青、竹肉、竹黄，受各
种外界影响的伸缩比例可以相差四倍。我到处找
竹子，然后就拿回两居室的家里研究加工。家里
的厨房就是小作坊，菜刀、锯、刨子、斧子就是我的
工具。竹子节特别硬，把刀刃都砍卷了。因为到
现在为止也没有加工竹子的专用工具，木工那套
在竹子这儿是行不通的。做这个东西，楼上楼下
都觉得太吵。竹子要烤弯，那时候单位有锅炉房，
和锅炉房师傅搞好关系，用人家的台钳夹东西，让
我把竹子伸到锅炉里烤一烤，变形或者是变弯。

记者：中国民族乐器音调都很高亢，也不太合

群，基本都是一个乐器就能挑大梁，您要把竹乐器

做出不同音色，是不是挺难的？

王巍：中国民间音乐最大的一个缺点是少有
伴奏乐器，只有笙能够吹伴奏和声什么的，其他的
都是旋律乐器为主。这是让人头疼的事。这是我
们中国民族音乐的短板，没有低音。比如说这个
竹子它就这么粗，这么薄，出中音还行，但要想让
它出高音，它出不来，出低音更难。到现在为止，
一般民族乐团用的低音乐器还是大提琴、贝司。
我们乐团的优势是材质都是竹子，容易融合。

做竹乐器过程充满艰辛

成立世界唯一竹乐团

记者：一个从来不会干活的人，做起乐器来却

天赋异禀，您这无师自通的手艺是从哪儿来的呢？

王巍：流血流出来的。我记得2000年4月15
日，是个星期天。我干了一天活，天快黑了有点
累，但是一想，再做10分钟吧。锯竹子时，一只手
套破了，一根线垂下来，被电锯挂住，猛地一下把
我的中指给锯断了。当时我就蒙了，一想到我拉
不了琴，又着急又紧张都不觉得疼了。

记者：听着我都觉得疼。这属于违反安全生

产的重大事故，那您乐手的生涯还能继续吗？

王巍：我16岁开始拉琴，到那一刻，我的拉琴
生涯就算终止了。但也可以说因祸得福，我终于
做出了一批乐器，组成了中国第一个竹乐团，乐器
的最低音比钢琴还低，最高音超过钢琴大三度。

记者：您做出来的第一件竹乐器是什么呢？

王巍：竹板琴，不是快板儿哦。要把竹板变
成：下到很低，上到很高，音区宽广，而且声音要更

加圆润，音准一分不能差，这个研究制作过程经过
了漫长的时间。竹子不能钉钉子，木材的榫卯工
艺也用不上，组装的时候能忘了睡觉，一看表，40
多个小时过去了。最后终于把竹板琴鼓捣出来
了，结果楼上的邻居，我们东方歌舞团的乐队首
席、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演奏家季节，听见声音就
下来了，一直说真好听。竹乐团第一件乐器终于
做成了，创造了中国第一个板状敲击乐器。

记者：我看您乐队里还有拿黑色竹乐器的，那

是特殊的竹子吗？

王巍：那是经过一千多摄氏度高温烧制成的
竹炭，我用竹炭做成了竹炭琴，也是世界唯一！后
来我又做了很多乐器，获得了六项国家专利，这些
乐器应该说各具特点。除了韵味独特的竹板琴、
能发出金属般声音的竹炭琴，我还做出了失传千
年的古代低音乐器“相”，用世界上最粗的竹子制
成了巨龙鼓等乐器。

记者：做乐器的竹子跟做凉席的竹子肯定不

一样，特别之处在哪里？

王巍：选材很苛刻。在产地、品种、外观、年
份、砍伐季节、生长环境等方面都有讲究。做乐器
的过程虽不易却有趣，是一个探索与发现的旅程。

记者：用竹乐器演奏的音乐一定非常清凉，也

是一个奇观。

王巍：乐器的种类吹拉弹打都有，这样的竹乐
团是纯竹乐演奏，不用其他的架子鼓、电子琴来伴
奏。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这样的竹乐团在全
世界也是唯一的。

最美的声音被称为天籁

“籁”字就是竹子头的

记者：我在网上看过您的乐队演奏的曲目，这

些曲子需要专门来创作，还是用竹乐器演绎其他

音乐作品？

王巍：需要请人作曲。作曲家莫凡到我家来，
仔细记下每样乐器的音程、音域、音色、演奏方
法。之后很快给我寄来一个谱子叫《潇湘竹影》。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品，我们在央视录播，在国内
外演出。还有很多作曲家，比如吴华、杨春林、杨
一丹等人，包括我们竹乐团的陈崴都在无偿为竹
乐团作曲。我们的团员都是优秀的音乐家，绝大
部分有高级职称或硕士以上学历，有很多年轻人。

记者：竹子储量巨大，能制作成乐器，正是天

赐良材。我觉得您离古人越来越近了。

王巍：人们把最美的声音叫做天籁，“籁”字就是
竹子头的。我觉得竹子是产生最美声音的一种天然
材料。以竹代木，对做乐器来说特别有意义，打破了
用珍贵木材制作的固有观念，既保护了森林，提高了
竹子的利用率，又借由音乐赋予了竹子新的生命。
我们竹乐团成立之初就被赋予“绿色乐团”的雅称。
每一场国内外演出，无论从听觉还是视觉上，都能给
人一种清雅脱俗的美妙体验。

记者：除了制作，您也收藏了各种竹制乐器。

王巍：从收藏角度，可以把目光放得宽阔一点，
会发现更多有收藏价值的乐器。除了中国竹乐器
外，我近些年还在部分借用国外竹乐器，不断丰富竹
乐团的乐器种类，增添新的音色。我曾四次专程前
往印尼了解和发掘竹乐器，每一次去都有新的发现
和收获。这些竹乐器不仅仅是藏品，更是一个个活
的生命，只有在被演奏时才能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记者：你们的状态也像竹子一样，不断拔节不断

提高，平时都在剧场排练吗？

王巍：竹笋埋在土里的时候，感受不到阳光。但
泥土里也能传递温暖，体会春风，所以要使劲儿往上
拱。当时排练就是这个过程，排练在我们家，两居室
的老宿舍楼，因为地方小，这边的人看不见那边房间
的指挥。排练完了没有什么待遇，就是大家简单吃
一顿便餐。我真是觉得我们的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品
质就体现了竹子的精神——君子高洁清瘦，而且骨
子里有一股韧劲儿。

记者：这么多年的演出经历，有哪些让您感触比

较深的记忆？

王巍：我就举一个例子。前些年我们去美国演
出，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副总裁特地来信，表达对北
京竹乐团的敬意和赞赏，说这场绝妙非凡的表演介
绍了中国传统手工制作的竹乐器的精妙和其独特的
音色，美国观众对北京竹乐团的独创性和精彩表演
感到非常惊讶和陶醉。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们竹乐团最大的特点是唯一性，全世界唯一。

记者：问您一个比较赤裸的问题，您这乐团靠演

出能挣钱吗？

王巍：我们获得过国家艺术基金的小型项目资
助，钱给作曲家一些，我们留一些。没有艺术基金之
前，北京市文化局给过我们一些赞助。基本上知足
了，有了这些资助，我们才能活到今天。我每个月有
退休金，我老婆对我也是特别无私地支持，所以现在
能够勉强维持。

王巍自述

让中国丝竹之音
成为世界音乐

王巍
1947年出生，曾为东方

歌舞团低音大提琴演奏家。
为了心中的天籁30年寻竹，创
办中国首支竹乐团并担任团
长。他制作的竹乐器演奏

音域超过钢琴。

王巍和竹乐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