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种乐器，可以“朝堂演兴

衰，乌巷奏喜丧”，这就是中国民族

器乐大家庭中极具特色的唢呐。在

民乐演奏中唢呐能起到“桥梁”作

用，也是中国民乐的标志性声音之

一。天津歌舞剧院唢呐演奏名家赵

存才是河北赵氏唢呐第七代传人，

他3岁学唢呐，9岁登台演奏，博采

众长，形成了独特的演奏风格。不

久前，他参加天津电视台文艺频道

《最美文化人》节目录制，现场讲述

了自己的音乐人生。

赵存才幼年时随父亲赵占元

学唢呐，1979年考入天津音乐

学院，毕业后进入天津歌舞剧

院民族乐团担任独奏演员。

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有三

位元老级艺术家——笛子演

奏家刘管乐、笙演奏家阎海

登、唢呐演奏家殷二文，当年在

中国音乐界大名鼎鼎。在老艺术

家的指导下，赵存才与笛子演奏家

徐佩武、笙演奏家高久林一起成长

为民族乐团的中生代名家。

丰富的民间音乐给了赵存才艺

术滋养，陕西、河南、云南……凡是

有唢呐艺术生存土壤的地方，他都

能轻松吹奏出当地小调。他的演奏

或深邃古朴，或柔美圆润，或韵味绵

长，或高亢悠扬，观众总能听得如醉

如痴。他也从不墨守成规，而是不

断创新，将唢呐演奏艺术推向新高

度，结出硕果。

《全家福》是以安阳地区民间戏

曲唱腔、板式、曲牌组合起来的吹奏

乐曲，旋律古朴、洒脱、强劲，是赵存

才的代表作之一，他对这首乐曲的

内涵也有着独到的艺术见解和较为

完美的诠释。2005年，他作为天津

市唯一入选的音乐家，和其他城市

几位音乐家一起登上维也纳金色大

厅的舞台。演奏这首乐曲时，他采

用循环换气的演奏技法，一口气长

时间不留痕迹且保持音色不变。惯

于欣赏西洋管乐的奥地利观众惊叹

不已，金色大厅里响起了阵阵掌声。

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赵存才仍

然曲不离口。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孙

子让他尽享天伦之乐，孩子对唢呐

的天赋和喜爱更让他感到赵氏唢呐

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人赓续传承民

族音乐，国风雅韵也将在下一代人

心中变得更加绚丽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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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讲解员龙成文为数万人讲解盘山抗日故事

挖掘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文 董秀娜

不久前，我因查找一位烈士的资

料来到盘山烈士陵园，见到了义务讲

解员龙成文。他也是官庄镇联合村红

色教育基地的负责人，曾为数万人讲

述联合村的抗日故事。他说：“基因是

有颜色的，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把红

色基因传承下去。”

生于红色堡垒村堡垒户

想帮叔爷龙德庆恢复烈士名分

1966年，龙成文出生在蓟州联合
村。祖孙三代八口人住在一个破旧的
小院里，只有东倒西歪的三间小房。
屋里黑乎乎的，窗户是用秫秸捆的，上
面贴着塑料布，破木头拼凑的门根本
不挡风。冬天大锅灶里烧劈柴，把木
炭扒出来放在铁盆子里，搬到炕上取
暖。小院门口钉着一块铁牌，写着“堡
垒户”三个字，爷爷总把它擦拭得干干
净净。村里很多人关心他家，村集体
还派人来给他家种地。

当年联合村是红色堡垒村，龙成
文的太奶奶是当地有名的“八路军龙
妈妈”，本姓何，遵化马兰峪人，为人仗
义，智勇双全。那时在盘山抗日根据
地，龙妈妈、杨妈妈、崔妈妈与朴妈妈
都被八路军称为“好妈妈”。她们冒着
生命危险保存抗日物资、掩护八路军
脱险、精心照顾伤员，其事迹在《天津

党史资料》《蓟县志》《蓟县革命史》上
都有记载。

龙成文的爷爷兄弟三人，大哥龙
荣庆被日军用刺刀挑了，弟弟龙德庆
当了八路军，后来调到蓟遵兴（蓟县、
遵化、兴隆）联合县当财粮干部，1944
年5月在爨岭庙战役中壮烈牺牲。太
奶奶得知儿子战死的噩耗悲痛万分，
找到联合县的领导请示，把儿子的遗
体带回家，安葬在六间房（今小米庄）
龙家祖坟。1960年龙妈妈去世，龙德
庆的“烈士证”不慎遗失。

龙成文上小学时，每年清明节学
校都组织学生去盘山烈士陵园扫墓。
这对龙成文是很大的触动，他想：“叔
爷在战争中牺牲，希望后人不要忘记
他。”让叔爷龙德庆得到烈士名分、安
葬在烈士陵园，成了龙成文的心愿。
上中学时，他在陵园烈士遗物展柜中
发现一个旧记事本，上面有龙德庆的
名字。他找到管理人员，但管理员不
可能把展品交给一个孩子。上世纪
90年代，爨岭庙附近建起一座烈士陵
园，埋葬着在爨岭庙战役中牺牲的英
烈。龙成文找遍陵园，墓碑上没有龙
德庆的名字。

那些年龙成文一直在做这件事，
他从没想过要任何烈属待遇，只想还
给叔爷一个烈士的名分。2003年，央
视“军事天地”栏目来盘山采访拍摄，
其中有关于“八路军龙妈妈”的故事，
龙成文也对记者提起了龙妈妈的儿

子、自己叔爷龙德庆。转年，央视举办
“寻找英雄”活动，龙成文写信请求恢
复叔爷的烈士名分，但得到的答复是
“证据不足”。

转机出现在2005年，《天津日报》
刊发了一篇题为《为战友守陵25载》
的文章，提到看守爨岭庙烈士陵园的
老人张士龙回忆战友龙德庆，说龙德
庆教过他学文化，后调到地方当干部，
在爨岭庙战场，他亲眼见到了龙德庆
的遗体。龙成文立即到下营镇团山子
村找张士龙。老人见到龙成文时泪流
满面，讲起了当年的那段往事。

他的执着让人感动

证据终于浮出水面

1943年，张士龙参加八路军，与
龙德庆在一个部队。1944年5月，蓟
遵兴三县助理以上干部在团山子村召
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专员杨大

章、八路军十三团副政委廖峰、蓟遵兴
联合县县委书记占中以及各县区干
部，由警卫连负责警卫。由于汉奸告
密，日军来袭，与会人员冒雨转移。日
军包围了爨岭庙周围的山头和路口，
警卫连战士们浴血奋战，掩护地方干
部和首长向南突围。一场激战，百余
名同志壮烈牺牲，龙德庆是其中之一。

张士龙那天到唐山接新兵回来，
半路上听见爨岭庙方向枪炮声震天，
周围百里的山谷都在回响。敌人撤离
后，他赶到战场仔细寻找、辨认，发现
了战友龙德庆的遗体，腹部起码有八
九个弹孔，身上全是血。村民们把家
里的躺柜、炕席、棉被捐献出来包裹烈
士的遗体，临时埋葬在附近的门槛子
沟，后来才搬入爨岭庙烈士陵园。
虽然张士龙能证明龙德庆在爨岭

庙战场牺牲，但有关人员还是告诉龙
成文：“我们需要档案材料。”龙成文找
到联合村老书记李振海，老书记说：
“龙老太太的儿子龙德庆确实是1944
年牺牲在爨岭庙，后来老太太把遗体
拉回老家，那时龙家享受烈属照顾，我
们村派人给他家锄地。”村里其他老人
也出了证明。但是，这些只是旁证，有
关部门仍需要更有力的文字材料。

龙成文的执着感动了很多人，当
地民政局的王科长为取证跑了很多
次。2005年7月的一天，龙成文遇到
一名新华社记者，说起自己一直在为
叔爷寻找烈士证据。那位热情的记者
很快帮他查到了《蓟县志》，在第961
页，官庄乡101名烈士名单中，赫然写
着“龙德庆”这三个字！

2005年8月10日，当地民政部门
接到上级文件，确定龙德庆烈士坟迁
至盘山烈士陵园。2006年3月，龙成
文来到龙家祖坟，这里早已改为葡萄
种植基地，他捧起一抔黄土，紧紧贴在
胸前。这一年的清明节，龙成文一家

人来到盘山烈士陵园，将从祖坟带过来
的黄土埋在一块崭新的墓碑下。墓碑正
面镌刻着“龙德庆烈士”五个金色大字，
背面碑文写道：“龙德庆，官庄镇联合村
人。1918 年 3 月出生，1936 年参加革
命。财粮干部。1944年5月在爨岭庙惨
案中牺牲。”

挖掘联合村革命历史

开发红色旅游项目

抗战时期，盘山是冀东抗日根据地，
联合村是当地第一个抗日堡垒村，是八
路军和地方武装的重要活动基地，我党
政军机关在此驻扎，因此成为日军烧杀
抢掠的重点地区。村民们坚持对敌武装
斗争，保护抗日物资，掩护八路军干部战
士及伤员，涌现出“盘山民兵班”等英雄
人物。日军和伪军多次偷袭联合村，先
后抓住八路军财粮委员崔良才、办秘密
兵工厂的共产党员孔继德等人，严刑拷
打，活活烧死……全村在抗战期间先后
有73人被日军杀害，但是，联合村有“烈
士证”的家庭并不多。龙成文感慨：“难
道让烈士、英雄们都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甚至子孙后代都不知道他们的事迹吗？
不能啊！”

龙成文下决心挖掘、记录联合村的
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这个想法得
到村领导班子的支持。他走遍全村，找
到先烈的后人核实细节，记在小本子
上。2008年，他开了一个农家院，给每
位游客讲村里的抗日故事和英雄人物，
感动了很多人。

联合村有三个队，一队紧邻盘山景
区，开发了不少农家院，二队地多，开发
了两百多亩特色果品采摘园，三队搞特
种养殖。村里规划了三纵一横的道路，
对村容村貌进行了彻底整治。村里有二
十多处红色遗迹，红色旅游优势突出。

2015 年，龙成文当选村党支部书

记，他的目标是力争红色旅游项目落地，
用红色带动绿色，让家乡脱贫致富。烈
士后代王文侠当选村主任，他与龙成文
一拍即合，计划利用废弃的村小学建一
座“莲花峰七勇士纪念馆”。但这个计划
遭到很多村民的反对，他们认为纪念馆
属于“阴宅”，建在村里不合适，再说，旁
边就是盘山烈士陵园，谁会来这里参
观？龙成文和大家商议，重新修改了计
划，改纪念馆为“联合村红色教育基地”。

2016 年，联合村红色教育基地开
工。摄影家刘光辉提供了大量历史图
片，雕塑家于庆成的弟子、联合村人史日
红创作了莲花峰七勇士雕塑。转年清明
节基地落成，当年就接待了上万名参观
者。村里12个红色遗址挂牌，串成了一
条红线。联合村与蓟州区委党校合作开
发了红色旅游线路，主题是“传承红色基
因，铭记抗战历史”，穿军装、急行军、投
手榴弹、唱革命歌曲，参观抗战指挥部、
冀东报社、惨案遗址、暴动预备会四大革
命遗址。
红色教育基地如今已接待参观者近

10万人，家乡红的更红了，绿的更绿了，
红色旅游带动了农家院、养殖、种植，村
民见到了效益，村集体有了收益，联合村
成功打造了“红色品牌”。龙成文自己则
常年担任旅游讲解员，有时一天要讲五
六场，从不觉得辛苦。

这两年，联合村规划了第二条红色
旅游线路，修建了盘山民兵班雕塑、八路
军站岗雕塑，修复了包森养伤遗址、莲花
峰七勇士跳崖遗址，并与蓟州区委党校、
党史办联合开发了两个革命主题公园。
目前，村里准备再打造出第三条红色旅
游路线，身为项目负责人，龙成文正在积
极引资。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把农家
院租给别人经营，一门心思传承红色基
因、培训讲解员。他希望每个村民都是
讲解员，每个农家院都能讲联合村的真
实故事。

讲述

印 象

丰富的民间音乐
给了他艺术滋养

赵存才 国风雅韵代代传承
文 陈茗 有两次演出，让我终生难忘。一次

是在我去维也纳演出前，有两场预演，定
在天津音乐厅。恰在此时，我收到母亲
病重的消息，回了一趟邢台老家。到家
一看，我母亲随时可能“倒头”。我们团
长给我打电话商量，问我还能不能回来
演出？我就想起自己小时候，父亲跟我
说过的一句话：“忠孝不能两全，你到了
外边，一定要以事业为重。”
我忍着伤悲回到天津。其实在演完

第一场的凌晨，我母亲就去世了，但我家
里人知道我要连演两场，就没告诉我消
息。然后我演第二场，家里人大概知道
我是几点演的，我刚下场，电话就打过来
了。我连夜坐车赶回老家，回去以后待
了四五天。那种伤悲真的是没办法用语
言来形容，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太难
过了……
之后回天津，还有一场演出，在塘沽

体育馆。我对那场演出唯一的记忆，就
是我吹不动了！因为平常我可以坚持两
三分钟的循环换气吹奏，嘹亮高亢的唢
呐声连绵不绝。这个技法的难度在于要
利用口腔的“小动作”偷偷换气，换气的
同时，旋律和气息并没有受影响，整个过
程天衣无缝、不留痕迹。要达到这样的
效果，就需要长期训练，一天也不能停。
回老家那几天，我根本没心思练，没摸唢
呐。到演出时觉得不对劲儿，状态很差，
心里思念亲人，再加上好几天没休息好，
都赶到一块儿了。我觉得特别对不起观
众，也悟出一个道理——这个唢呐真的
是不可一天不练！你要是活跃在舞台
上，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内行就
知道；三天不练，观众都能听出来！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每天仍然会吹
唢呐。平常给学生上课就得做示范，不
做示范学生没有这种听觉上的感受，他
就找不到这个音色，记不住这个音色。
这也是我父亲、老师教我的步骤、方法，
我现在一闭眼就能想起我父亲吹的那个
音色，他和梁老师、范老师吹的音色都不
一样。

还有一次演出，是在山东的胜利油
田，只有一名观众。这名观众在海上一
个油井工作，他在油井一待就是半个
月。油田的领导带着我跟一名吹笙的老
师一起去给他演出。完了之后，那名观
众都没顾上跟领导打招呼，直接握着我
们的手说：“谢谢，谢谢你们能给我带来
这种文化和精神上的支持！”他内心的那
种激动让我也特别感动。我感觉作为文
艺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送去更
好的作品，这是我们的使命。

唢呐世家第七代传人

少年时考入河北省艺校

记者：您出生在一个唢呐世家，从3岁就开始

学唢呐，您是第几代传人？

赵存才：到我这是第七代。我的老家在河北
省邢台县，现在当地的图书馆还保存着关于我们
赵家唢呐家史的记载。我爷爷过世比较早，我父
亲赵占元接班时才8岁，就已经挑大梁了，方圆百
里首屈一指。

记者：能一直传了七代人，说明过去唢呐手是

一个不可或缺的行当。

赵存才：邢台县以前是直隶省顺德府。听我
父亲讲过，当地有一种风俗，假如说两家同时办喜
事，轿子走到十字路口，一个往东去，一个往西去，
错不开，怎么办呢？按规矩就得两家的唢呐手对
着吹，人气差一点儿的就得给对方让路。那个场
面就是，大八仙桌子往那儿一摆，唢呐手上桌子，
吹起来看啊！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少。我
父亲一吹起来，人们一下子就围过来了，对方那边
就没什么人了！我父亲跟主家说，那边一个人都
没有也不合适。我父亲做人厚道，在同行里边口
碑特别好。有一回办白事，主家的儿子据说是个
白眼狼，特别不孝，连哭都不哭！我父亲吹了一曲
《哭破天》，愣是给这个不孝子吹哭了！观众说：
“这师傅太棒了！能把这个不孝子吹哭了，这是高
手！”无论什么场合、什么环境，都能用唢呐乐曲来
表现。所以说唢呐是非常有魅力的乐器，我特别
挚爱唢呐。

记者：您小时候学唢呐，是出于自觉自愿，还

是家长强迫您学？

赵存才：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当地成立了一个
文艺班。文化馆的人知道我们家是干这行的，就
把我招到了文艺班。一年以后我考入河北省艺
校，但是学校没有专门教唢呐的老师，请来河北省
歌舞团的唢呐演奏家梁培印老师代课。梁老师跟
我父亲是发小儿，他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管教得
特别严。

记者：严到什么程度呢？

赵存才：我那时也就是十三四岁吧，练习时精
力不集中，东张西望。梁老师拿一把大戒尺，“啪”
一下打到我后背上，瞬间起个大檩子。他说：“往
哪儿看呢？你干什么了！”接着拿一个摁钉往树干
上一按，说：“两眼不许离开这摁钉，不叫你不许给
我停！”那次我一吹就吹了两个小时，不许看别处，
不许想别的，只许想音准不准、气息对不对、嘴型
对不对。这种严苛的教育让我受益终身，我现在
教学生也是这样。有时候也拿着一根小棍儿，当
然现在不能真打，就是告诉他应该专注。

记者：您觉得天赋和后天的勤学苦练哪个更

重要？

赵存才：搞乐器的，不管是哪一种乐器，都需
要一定的天赋。所谓天赋，其实首先你要喜爱它，
这是必需的。就算练得再好，但你不喜爱这件乐
器，天赋再高也是白费。其次是感觉，包括节奏
感、音准以及对音乐的敏感性。比方说别人唱一
首歌，你听了以后马上能记住，并且能模仿得特别
到位，这很重要。

到天津音乐学院深造

不同曲风融会贯通

记者：您是怎么来天津的？

赵存才：我在河北省艺校毕业那年，我父亲过
世了。以前我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你有机会一
定要去天津音乐学院深造，那是个学东西的地
方。”我父亲以前在天津音乐学院代过课，他了解
这个学校。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从天津迁到北
京，原址改为河北音乐学院，就是现在的天津音乐
学院。当时师资短缺，聘请我父亲去代课。我还
留着那张聘书，上面写着“兹聘请赵占元先生为器
乐系兼任教师，每月致送兼课钟点费72.5元，聘期
自1958年12月1日至1959年1月31日”，下面有
缪天瑞老先生，就是我们天津音乐学院第一任院
长的印章。我父亲亲身感受到天津音乐学院的教
育氛围，所以嘱咐我有机会去那上学。我从河北
省艺校毕业时，天津音乐学院在华北招生，招生老
师正好是我父亲教过的学生王玉芳老师，她是拉
板胡的。我是带着父亲的热孝去考试的。考完之
后，王玉芳老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邢台的。她
又问邢台有个叫赵占元的你认识吗，我说赵占元
是我父亲。王老师就让我下午带一个伴奏的同伴
来，要给我录一段音。我是1979年到的天津，缘
分结下之后，就永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了。

记者：在传承赵氏唢呐的过程中，您是严格继

承父辈的演奏方法，还是博采众长，不断吸收其他

艺术养分？

赵存才：我从小跟父亲学他的演奏方法，学他
对唢呐的挚爱，另外也学民间的一些东西。我进
了河北省艺校以后，梁老师教了我一些比较现代

的东西。后来我考到天津音乐学院，我的恩师范国
忠教授教了我很多不同风格、不同地域、不同色彩的
东西。所有这些，都融合在我的演奏中。

记者：您说的不同，是在表现在技巧上还是在曲

目风格上？

赵存才：主要是曲目风格不一样，与各地一些戏
曲剧种和方言都有关系。

记者：听说您珍藏了一盘录音磁带，听到它总能

让您想到父亲？

赵存才：我父亲在我们老家的公社——现在叫
乡镇——举办的一些庆功大会上演奏，留下了录
音。怎么录的呢？是公社里一个管音响的人，他不
知道从哪借了一台录音机，给录了下来，后来送给我
做纪念。那是我父亲留下的唯一录音，太珍贵了，都
是我从小就一直听的。说心里话，现在我都不敢听，
一听到那个声音，父亲的音容笑貌，一些往事，都展
现在我眼前了，感情上受不了！

唢呐能让人欢欣鼓舞

也能吹得人耳热心酸

记者：小时候看电视剧《武松》，主题曲就是一首

唢呐乐曲，与剧中人物的情感、经历融为一体，听后

余音绕梁，唢呐的魅力就在于此吧。

赵存才：对，那是一首山东的民间乐曲，叫《一枝
花》。唢呐的发音高亢、嘹亮，过去多在民间的吹歌
会、秧歌会、鼓乐班和地方曲艺、戏曲的伴奏中应
用。唢呐没有音高，全凭吹奏者的耳音、感觉来控制
音调和音准的强弱。这个乐器的张力特别强，既能
吹出那种特别喜庆的乐曲，比如像《喜迎春》《百鸟朝
凤》，听了让人欢欣鼓舞，又能吹得人内心酸楚，听着
想要掉眼泪，有时即便只有一句曲调，也能把人吹得
耳热心酸。正所谓“欢乐时如火如荼，悲凉时如泣如
诉”。唢呐的表现力特别丰富，模仿力也强，可以模
仿很多动物的声音，模仿各种场景的声音，都能惟妙
惟肖。

记者：古人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意思是说

最能直接表达感情的终归是人的声音。在您看来，

唢呐演奏出的饱满深厚的情感是否能超越人声？

赵存才：无论乐器还是人声，无论演奏者还是演
唱者，都要把乐曲融入自己的内心，再通过技巧呈现
出来，才能传达出音乐的内涵。音乐很奇妙，它首先
要感染演奏者自己，然后才能感染听音乐的人。

记者：作为唢呐演奏家，在舞台上就好像在唱一

出独角戏。怎么用音乐引领台下的观众跟着您的旋

律走，这可能是最能体现演奏家自身魅力的时刻。

赵存才：器乐独奏需要有乐队伴奏，这是至关重
要的。独奏演员与乐队要长期排练、磨合，形成默
契，这样的话，他在演奏乐曲时稍微一个小动作，乐
队就能心领神会。我演奏的时候，比如我把唢呐稍
微落下一点儿，乐队也会马上跟着弱下来；然后我再
稍扬，乐队就跟着渐强；到气氛热烈的时候，乐队的
表演也可以非常隆重。有了这样的紧密配合，才能
把一个好作品表现出来。

记者：这说明咱们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的演

奏水平很高。

赵存才：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在全国应该是
名列前茅的，而且有我们天津的地方特色。比如我
们去台北演出，就展示了天津特色，整场节目就叫
“津津有味”，所有的曲目都是我们老院长精心挑选
的，演出效果非常棒。

赵存才自述

唢呐不可一天不练

赵存才
唢呐演奏家，河北赵氏

唢呐第七代传人，天津歌舞
剧院民族乐团独奏演员兼唢
呐声部首席。1983年毕业于
天津音乐学院。代表作《黄
土情》《全家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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