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季平

1945

年， 出生

于甘肃平凉， 国画

大师赵望云之子 。

他 从 小 就 酷 爱 音

乐。 自

1984

年为电

影《黄土地》作曲以

来， 先后为四十多

部影片作曲， 其中

为 《大阅兵》《红高

粱》《菊豆》《五个女

子和一根绳子》《大

红灯笼高高挂》《烈

火金钢（上下）》《心

香》《秋菊打官司 》

《霸王别姬》《活着》

《秦颂》《孔繁森》等

影片所作音乐多次

在国内和国际电影

节上获奖。

此外， 他几乎

涉及了音乐创作的

各个领域：小合唱、

表演唱、 民族管弦

乐 、 交响音乐 、歌

剧、舞剧、戏曲音乐

等， 是中国音乐的

掌门人， 一个活跃

在世界乐坛为数不

多的中国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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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成都商报讯（记者 任宏伟）

正如巴金所说：“在

那个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透不过气来了”，“我要

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 挣扎

而终于不免灭亡……” 这也是成都市京剧研究院改

编《落梅吟》的创作主旨。昨日下午，京剧研究院院

长、《落梅吟》主角“梅表姐”刘露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即便是在那个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腐朽衰亡

的封建家庭里， 我们要让剧中人的青春美丽起来。”

她坦言这个角色让她演得非常过瘾， 甚至超过去年

获得“梅花奖”的角色薛涛。据了解，《落梅吟》将于

7月18、19日在娇子剧场举行首轮演出。 该剧还将参

加今年11月首届四川艺术节和在苏州举办的中国戏

剧节。

巴金的名著《家》，一直被改编成各种题材的作

品。而这次改编的京剧《落梅吟》，则是第一次以“梅

表姐”为第一主角改编，表现了那个时期成都的市井

生活。这个戏以梅表姐为核心，从梅芬丧夫寡居后，

因躲避频繁战乱重返高家， 与有了妻儿的觉新重逢

到梅芬病亡， 紧紧围绕着梅芬与觉新感情纠葛的悲

剧历程，勾画出一部令人唏嘘不已的京剧现代戏。

“之前关于《家》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讲鸣凤。这

次我们选的‘梅表姐’，是发现这个角色可以更多创

作、更多挖掘。”刘露告诉记者，这个剧本是由复旦大

学文学博士、青年著名编剧罗周执笔，前后历时近一

年， 七易其稿。“这次表达的主题是 ‘青春是美丽’

的，剧本更多是塑造角色挣脱链锁的青春、阳光，和

原著不同。比如说在第六场戏中，梅表姐有冲动想和

觉醒一起私奔，这是原著中没有的。”整出戏两个小

时，分为序幕、四场

（梅思、梅遇、梅恸、梅落）

、尾声几

大部分。

在谈到这次“梅表姐”的表现，刘露坦言让她非

常畅快、过瘾。“很喜欢这个角色，我自己觉得比去年

拿梅花奖表演的‘薛涛’还要好。”刘露的演技自然

无可挑剔， 可出演这个角色， 她刚开始还是有些纠

结。“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个性很外向， 可是梅

表姐的个性是含蓄。所以除了外形上的变化之外，更

重要的是内心气质。我和导演胡筱坪多次沟通，如何

将梅表姐个性中的‘含蓄’拿捏到位。”

《落梅吟》作为成都本土题材，从头到尾也贯穿

了一种浓郁的“川味儿”。

赵季平对我们掏心窝

源自他对晚辈的信任

其实这篇稿子的信息

量很大，但是为了尊重赵季

平老师和他的老伴张宁佳

老师，还有很多故事，我永

远都不会说。

讲学一个半小时，专访

一个半小时， 三个小时，一

个有血有肉的音乐界泰斗

印在我的脑海中。

和张艺谋、 陈忠实、贾

平凹一样，赵季平老师也是

条西北汉子，眉宇间的英气

并没有被岁月所遮掩，早已

不是印象中满头的黑发，白

发背后更映射出经历过的

沧桑。

张艺谋给人的印象是

不善言谈， 作为他的老友，

赵季平却很健谈。可以将他

和老伴之间的甜蜜小事与

我分享， 可以模仿陈忠实、

贾平凹的陕西话，可以当着

我的面“批评”张艺谋的电

影，可以拿自己的白发进行

调侃……我更愿意用 “可

爱”来形容这位老头。

素未谋面的我们，赵季

平老师可以掏心窝讲那么

多故事，源自对晚辈的信任

之外，更是一位大家的率真

乐观。

他在中国音乐界的位

置， 众多的好作品足以证

明。 可他并不是在神坛之

上，他可以和我探讨一切当

下的新鲜、热闹的事物。《小

苹果 》 《忐忑 》 《法海不懂

爱》， 被很多专业人士嗤之

以鼻的“神曲”，他没有一棍

子打死， 反而会去钻研它，

分析它，看到被人痛批之外

的优点。这是一位

70

岁的老

音乐人难能可贵的地方，更

何况他还是大腕中的大腕。

颠覆了我对不少老音乐人

“老顽固”的认识。

这次能采访到赵季平，

要感谢两个人，一位是青年

女歌唱家罗蓉，一位是张宁

佳老师。罗蓉是张宁佳的徒

弟，而我和罗蓉是多年未见

的朋友。如果没有罗蓉的力

荐，张宁佳老师不会答应这

个专访，赵季平老师也应该

不会畅所欲言。

一切都是机缘巧合，也

希望赵季平、张宁佳老师健

康快乐，一生幸福。

隐居成都 还是成都女婿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头……”这是赵季平当年为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写的歌，即便放在当下，这首歌曲也脍炙

人口。还有《颠轿曲》《酒神曲》，加上早些年为陈凯歌电影《黄土地》写的《女儿歌》，奠定了赵季平在中国音乐江湖上的地位。

张艺谋曾说过：“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国电影音乐的历史，不能不谈赵季平。他代表了这一阶段的电影音乐，他是这一时期

的里程碑和巨匠。”赵季平的辉煌，正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歌坛的辉煌纪录———“西北风”，那是原创歌曲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

“西北风”的记忆并不是赵季平带给我们的全部，被我们所热爱的《大话西游》的音乐，也是出自赵季平之手。到后来，赵季平甚

至忘记这个曲子是自己谱写的。还是他儿子告诉他《大话西游》现在不得了，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他才想起来是自己谱的曲。

6

月

26

日，赵季平接受四川省音乐家协会的邀请，来到成都为基层音乐骨干讲学。一向低调的他与夫人张宁佳在讲学后接受

了成都商报记者面对面独家专访。一直很低调的他，其实已经隐居成都许久了，因为夫人是成都人，所以他还是成都女婿。

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现在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的赵季平，今年

70

岁还在坚持创作。就像张宁佳所言：“赵老师

的音乐没有功利性。”正是这种平和的心态，才能让他写出如此众多、类型各异的好音乐。

中 国 音 乐 掌 门 人

近日在蓉低调讲学并接受成都商报面对面专访

透露一定要给四川写首音乐作品

现在甚少接影视音乐

剧本不行，看不下去

张艺谋曾说过：“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电

影音乐的历史，不能不谈赵季平。他代表了这一阶段的

电影音乐，他是这一时期的里程碑和巨匠。”可创作了

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影视音乐作品， 如今却很少发觉赵

季平在这个领域有新作品。 不能打动赵季平的真正原

因，是剧本太差。“现在剧本就不行，看不下去。一般不

接，除非是关系很好的，可以考虑。我更多的精力还是

要写一些能留得下的纯音乐作品。” 就连张艺谋陈凯

歌冯小刚请赵季平，他也要看剧本。“你看艺谋弄的那

个破电影 《三枪拍案惊奇》， 音乐是我儿子赵麟写

的。”最近张艺谋在拍摄新电影《长城》，赵季平也表

示不合适。

在和赵季平的聊天中， 会发现他的学习包容能力

特别强。就拿很多业内人士噗之以鼻的神曲《小苹果》

来说，赵季平也有自己的认识。“特别历史时期出现的

特别状态，你只能正面引导。你还不能说人家不好，我

很注意，听了后，很上口，中间还有调的转变，节奏的转

变，它就迎合了老百姓心态上的变化。这东西，能够让

老百姓跟着去跳舞唱歌，也好啊。引导、倡导，都有一个

过程，我不同意把一个东西彻底的否掉。”

最近几年，赵季平有意识写一些古曲，展示中国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唐诗、宋词、诗经都是非常棒的。

我创作了一组唐诗，写法上尽量朴实，简单，内涵很深

刻。”不仅如此，赵季平对演唱者的要求也非常高，就连

自己的夫人张宁佳他也是非常严格。“我告诉宁佳，你

要融进去最宝贵的川剧、戏曲的韵味，这个东西是别人

没有的。就像她演唱的这首《关雎》，是所有版本里面

最合我胃口的。但她也有自己不足之处，相较她优秀的

中低音区， 高音区没有其他人方便。” 在赵季平看来，

《关雎》这个作品，夫人张宁佳的演绎最符合他对这首

诗的文化审美。“‘艺无止境’，宁佳依然在民族声乐的

道路上求索着，她在不断地完善着自己的不足。”

上世纪40年代初

父亲在张大千的邀请下到青城山住了半年

坐在成都商报记者对面的赵季平， 真的是满头银发

了。“我头发以前全是染的，伪装的。我是少年白，现在不准

染，也自然。”赵季平很自然地道出原因，还用眼角瞅了瞅

一旁镜子中自己的花白头发。不准染发，是因为赵老师在两

年前生病了。可即便在医疗过程中，赵季平也没忘记创作。

赵季平手术后一个月就来到青城山。 此后经常在这

里疗养身体，每天爬山吸氧，感受大自然给予他的艺术养

分。 为什么不选择在老家西安修养？ 除了夫人的缘故之

外，赵季平承认这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因为我父亲（长

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先生），跟关山月、张大千关系很好。

张大千在青城山，他就叫我父亲到这来住一住，是上世纪

40年代初，我父亲便在青城山上住了半年，互相切磋中国

画的发展。”

赵季平与张宁佳认识后，张宁佳第一时间带他去青城

山。“那是12月份，坐在缆车上，就闻到一股很奇异的香味。

看着雨雾山中，我第一次感受到张大千画笔下泼墨山水的

感觉。”在青城山调养的那段时间，赵季平过上了山民的生

活，喝一喝清茶，尝一尝新鲜的野菜，让整个人的心情非常

愉悦。甚至，他还与当地山民结为好友，清清的山泉让赵

季平的乐思大开， 更让他体味了当地纯朴的民风。“他们

都不认识我，所以我在那里就像普通人一样聊天，喝茶，

抽烟。他们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偶然一次，山民朋友

在电视上看到赵季平， 才知道他是个大人物。“他们不仅

不收我们的钱， 连之前付给他们的钱都要退给我们。”到

现在，如果有时间，赵季平夫妇依然会到青城山小住。

对四川、成都如此有感情，又是成都女婿，怎么不见

赵季平写一首关于四川、关于成都的音乐作品？说到这

个问题，赵季平也有些遗憾。“今年上半年，帮广东搞的

‘海上丝路’，也是我领头。我在青城山开了三次会，作

曲家都来了。以后有机会，四川有什么大题材，一定要

写。”张宁佳告诉记者，其实赵季平非常愿意写川剧的东

西，而且非常热爱。

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

音乐感觉最好的是冯小刚

为电影《红高粱》谱曲，这源自他和张艺谋的一个约

定。“1984年和陈凯歌张艺谋拍电影《黄土地》，我和艺

谋住在一个窑洞。他告诉我，他的愿望并不是当摄影，而

是当导演。他说他的第一部电影想请我来作曲，我们那个

时候就约好了。”

在1986年底，张艺谋就带着《红高粱》的剧本来找赵季

平，“电影里姜文给巩俐唱情歌，第一稿用了山东地方戏曲

柳腔和茂腔，姜文学了一个月，死活没学会，戏曲行腔不像

歌。” 陕西榆林地区农民打夯歌声启发赵季平写出新版，

“人民公社力量大，牛车马车呼啦啦……”旋律演变成“妹

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与你喝一壶呀，红红的高粱酒呀”，

迅速传唱开来。“因为姜文演的余占鳌是土匪嘛，所以他口

中的情歌不能太抒情，但是还要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所以我

就写得粗犷一些。符合人物性格。没想到，后来大人小孩都

会唱了，可见民间音乐用好了，是持久不衰的。”

当时写好这首作品后，先让张艺谋唱，他两三遍就会唱

了，当即就要求第二天开录。“艺谋说姜文在北京，没时间

就他来唱。结果剧组里面有姜文的‘奸细’，通风报信后，姜

文立即给艺谋打电话，‘你别唱，我今天晚上就赶到，明天

就录音，谁要唱我跟谁急。’姜文的性格就那样，第二天就

来了， 很快就学会， 就是电影里面你们听到他吼的那几

声。”就因为这事，赵季平还欠张艺谋一个人情。“后来是为

了还情，录磁带的时候，就让姜文不要唱了，张艺谋唱。艺谋

自己进棚唱了，过瘾啊。”

赵季平与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三位第五代导演都有

很多合作，他眼中音乐感觉最好的，是冯小刚。“给《一九四二》

写歌，词是刘震云记的。就在电影里面的教堂，那首词就叫《生

命的河》。让我特别感动，直白，没有豪言壮语，非常圣洁的感

觉。”最后选择演唱歌手时，是冯小刚决定请姚贝娜来唱。话到

此，赵季平有些唏嘘，“她可真是认真，录音室里唱着就哭，没

想到这成为她的影视绝唱。”赵季平直言，“现在回头再听，很

感人。这孩子太大意了，太忙，没注意到调养这个节奏。”

记者手记

京剧《落梅吟》 “梅表姐”是第一主角

根据《家》改编的这部京剧7月18日蓉城首演，梅花奖得主刘露扮演“梅表姐”，她称要让剧中人青春美丽起来

摄影记者 鲍泰良

赵季平与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