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觉醒年代 电视剧原声大碟》封面

《舌尖上的中国 原声带》封面

从阿鲲创作的一系列配
乐作品来看，他一直坚持的就
是：场景音乐。“我觉得其实不
能说音乐剧情化，而是我觉得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段音乐
旋律，都是在映衬他们当下的
一种场景。所以说我一直坚持
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我也希
望这种场景音乐一直能伴随
着大家，让大家感受到音乐的
情感。”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国产
剧的生产流程中，配乐还是相
对薄弱的一个环节，很多都习
惯在曲库中扒音乐。“我可能
也算是经历了一个，从好像大
家不太重视音乐，到重视音乐
的阶段，至少跟我合作的制片
方，大家都是很重视音乐、很
尊重音乐的，这也给我的创作
提高了很大积极性。”阿鲲坦
言道。

“弦乐听起来很独特，很
有中国韵味，这个旋律始终在
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担纲《舌

尖上的中国2》配乐乐团指挥
的悉尼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布
雷特·韦马克曾这样评价过阿
鲲的音乐作品，“他的独特之
处在于，在不同的片段里，你
能听到同样的旋律，但它们的
处理方法又完全不同，有的时
候非常有力，有的时候又非常
甜美，阿鲲用同样的音乐元
素，有的时候听起来非常西方
风格，有的时候又感觉走在北
京的大街上。”

对于阿鲲而言，他一直都
在尝试把东方和西方音乐结
合起来。“我做《舌尖上的中
国》时，几乎很少用民族乐器，
而是大量使用交响乐团，但最
终呈现的效果却很东方，出来
后观众也都很喜欢。”事实证
明大家很喜欢这样的结合，阿
鲲也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回到
成都，为建设“国际音乐之都”
做出更大的努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任宏伟 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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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公告
位于青羊区同诚路535号附11号
资产现公开招租，有意者请联系
成都市泰恒置业有限公司。 联
系人：李老师、余老师，电话：
028-83222280、87618791

声明·公告
●新都区大丰披萨大叔披萨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 （编号：JY251
01140101214）副本遗失作废。
●李宏身份证（510302196805
110087）于2021.7.11遗失作废。
●成都鑫诺物流有限公司车牌
号：川AR0860道路运输证（成
字0367553号）遗失作废。
●何洪兵， 身份证号51032219
7207213019， 本人的网络预约
出租车汽车驾驶证 （原证件编
号5101020248） 因证件丢失作
废，特此声明。
●成都帝朗名派家具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600
74440）、陈清晖法人章（编号：
5101060074442）遗失作废。

●成都宸洋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120138228
遗失作废。
●大邑县巴蜀舌郎火锅店公章
（印章编码：5101295030917）遗
失，声明作废。
●爱美高房地产 （成都） 有限
公司刘銮鸿法人章 （编号：51
01040006815）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李秋昱在2021年7月15
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51020
319820826001X，现声明作废。
●成都润博达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5101
295033623，声明作废。
●候正龙现年23岁， 自2020年
12月来我公司报到后至今未来，
请见报后即来公司办理解除合
同。国基一鑫矿业有限公司。
●成都安众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00164219遗
失作废。
●成都双流乐颐护理站有限公
司法人章 （姓名： 罗文尧，编
码：5101225160814）遗失作废。

●成都市龙泉黎明非标制造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510112
000887，声明作废。
●成都锦兴包装有限公司原公
章 （ 编 号 ：5101000093343）
销毁证明遗失，特此声明。
●亚朵（上海）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成都红星路分公司公章 （编
号：5101009350039）、 财务专
用章（编号：5101009350040）、
何晓娅法人章（编号51010093
50041）、 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045087272）、张迅法人章
（编号：5101040022424）、发票
专用章（编号：510104990464
0）、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499
04641）遗失作废。
●上海亚朵商业管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红星路分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4014
3201）损坏作废。
●四川云帛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5327507356G） 正副本、公
章5101009483305均遗失作废

●四川花水湾温泉第一村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张小刚法人章
（印章编码：5101295056031）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你的波奇特色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原法人孟泽力法人章
编号:5101060371450遗失作废
●成都梵品汇商贸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676985
遗失作废。
●四川倾梦长风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245160730
遗失作废。
●四川梁井春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 （编号：5101840063559）遗
失作废。
●郫县鹃凤豆瓣厂原法人马腾
云法人章编号5101245006563
遗失作废。
●四川会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 开户许可证
号:J671000309701,声明作废。
●成都睿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凭证,证号20191581,声明作废。

●直树影视文化成都有限责
任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 ：
5101040185656）、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40185655） 没有
遗失，2枚章继续使用， 误刻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4043
7901、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
40437900）声明作废，自始无
效，特此声明。
●合江县园丁农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 编号
5105229001414，声明作废。
●成都时代明森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120110516）、张
明法人章（编号：510112011051
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陈畅、 张永遗失绿地集团成
都置业公司开具的绿地GIC二
期契税收据， 收据号0064691，
收款时间2018年6月28日，金额
40142.43元，声明作废。
●锦江区东煌茶楼公章编号51
01040071935、法人章（马燕）编
号5101040071938遗失作废。

●雅安黄记煌甲子餐厅 （有限
合伙）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
号JY25118020017723遗失作废
●四川鑫蓉蜀居房地产咨询有
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
060558426遗失作废。
●弗莱斯特赛车文化传播 （成
都）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
40076940）遗失作废。
●四川鸿瑞翔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955
03309）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易莱特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4002
2361遗失作废。
●四川隆建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周勇法人章（编号：5101008156
35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兴源达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 （编号：5101225072302），遗
失作废。
●成都睿邦金融服务外包有限
公司原法人： 王富华法人章，
遗失作废。

●成都大融合园林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80
00338841,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510108394285298遗失作废
●成都如水如茶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04MA6DGPJ73T）
正副本、公章5101040054484、
财务章5101040054485、 王跃
娟法人章5101040054487均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新繁食品有限公司余
帅法人章（编号：5101008063
796）、张文孝法人章 （编号 ：
5101255015785） 印章销毁证
明遗失作废。

●兹有毛子且持有成都市华兴
住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蜀镇
悦雅湖5-1-301房款收据号
0000969金额50000元、房款收
据号0001040金额337200元、
房 款 收 据 号 0001067 金 额
35751元、 房款收据号0001106
金额6000元、维修基金收据号
5853 金额3406元以上收据不
慎遗失，特此声明原件作废。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多姿姿美
容院法定名称章编号 ：51011
20056572遗失作废。

●位于双流九江街道望金南路
88号毛子且购买的5幢1单元3
层301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及附件，备案号为825307
不慎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雁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陈默原法人章（编号：51010999
76839）遗失作废
●成都宏坤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0916158
9遗失作废。

从“舌尖”到“主旋律”，
阿鲲是如何打造《觉醒年代》配乐的？

电视剧《觉醒年代》自播出以来，不仅豆瓣评分高达9.3分，还多次因剧情、人物、台词等登上微博热搜，
堪称今年当之无愧的现象级爆款作品。这当中，荡气回肠的配乐也非常精彩，与剧情紧密贴合的同时，运用听
觉等通感艺术引发的情感共鸣，让很多观众忍不住跟着哼唱。

这些配乐，正是出自凭借《舌尖上的中国》系列配乐被大家所熟悉的音乐制作人阿鲲之手。80后的阿鲲，
出生在自贡，成长在成都，他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回到成都，为建设“国际音乐之都”做出更大的努力。

在《觉醒年代》前，阿鲲的代表作有
电影《流浪地球》、电视剧《红高粱》《芈
月传》的配乐；他还在BBC的高分纪录
片《地球：神奇的一天》中担任音乐制
作；也在梦工厂电影《功夫熊猫3》的配
乐中担任中国音乐顾问；在电子游戏

《魔法门之英雄无敌Online》《轩辕剑外
传：穹之扉》中也能看到他的名字……
当然，让阿鲲火出圈的，还是让人“听饿
了”也“听哭了”的《舌尖上的中国》系列
音乐。

电视剧《觉醒年代》以 1915 年《青
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
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通过李大
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
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众多历史人物
为中国寻找出路的种种探索和思想交
锋，以及思想文化界的一系列重大事
件，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宏
大背景、历史卷轴。

显然，整部电视剧的魅力不只故事
本身，还有其他艺术呈现，比如以歌言
志抒怀。在《觉醒年代》中，戏曲古乐不
少，从京剧《挑滑车》到绍兴戏《汉津口》
黄梅小调，从古琴《流水》到古诗吟唱

《定风波》……更重要的是，除了戏曲之
外，《觉醒年代》的配乐荡气回肠，更是
和剧情紧密贴合。

微博网友“SummeryHL”将这部剧
的方方面面都夸了一遍：“《觉醒年代》
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神剧呀！最好的编
剧最好的导演最好的演员最好的镜头
最好的台词最好的细节最好的配乐！”
网友“wly_sabrina”则表示：“这应该是我
看过哭得最多的一部剧，配乐一起，先
生学生们一说话，就想哭……”

豆瓣网友“99here”给《觉醒年代
电视剧原声大碟》打了五星好评，评价
说“不带电视剧滤镜也觉得优秀”；网友

“多读补多忘”则留言，“本剧配乐剪辑
为服务剧情呈现与主旨烘托增光添彩！
一些片段之所以带动观众与之共情，除
去剧情本身的能量，某种程度上更依赖
于音乐对剧情的另一种表达与影射。配
乐真是技术活。”

从“舌尖”跨越到“主旋律”，阿鲲是
如何把握音乐风格上的巨大跨度呢？

阿鲲说，“我很小的时候
学弹钢琴，非常喜欢踩着钢琴
的延音踏板不放，因此还常常
受到老师的批评。后来我才知
道，小时候这种不循规蹈矩的
弹奏，好像是一个作曲家的

‘初级作曲阶段’。我有时候会
弹一些那种特别印象风格的，
又或是非常动感的（曲子），喜
欢各种曲风，喜欢不同风格的
跨度。”

在他看来，不管是做电
影、电视剧还是游戏的音乐，
他都是用音乐去帮助镜头讲
述一个更好看的故事。“现在
我做不同的影视剧配乐，就像
是我小时候那种乱弹琴的一
种延续。只不过（现在）是有组
织的，有风格、有定位的去表
现我们想在这个项目里面表
达的东西。”

就拿《觉醒年代》来说，阿
鲲进入剧组的时间很早，在开
拍之前，就和导演、制片人一起
讨论。“在一个非常炎热的下
午，我们聚在一起，各自提出想
法，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沟通
之后，阿鲲就觉得一定要用那
种比较振奋、有力的节奏去刻
画，所以就有了我们在《觉醒年
代》里听到的那些音乐。

“我前一阵自己还弹了一

个钢琴版的，后来发现所有
的力度基本上是 95%以上的
触键强度，也就是说，我基本
上是用了顶格的力度在演奏
这个曲子。”电视剧开始拍摄
后，阿鲲也到现场看，“看了
一些激动人心的那些片段，
我后来就逐渐写了像‘觉醒
年代’主题这样的曲子，然后
我们把它用到了片中各个地
方去。”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觉
醒年代》的配乐与剧情非常贴
合，对剧中人物塑造和情感表
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记得
有一天，我跟导演还有导演助
理一起开会。我和导演在机器
前一点一点通过音乐剪辑，把
陈独秀送儿子去国外留学的
这场戏的音乐铺好。完成之后
转过身才发现，导演助理已经
哭成一个泪人。”阿鲲坦言当
时自己特别能感同身受，“一
来是这场戏特别感人；二来是
大家一起工作，把音乐铺到上
面去了之后，感受到了陈独秀
送走儿子的那种细腻又复杂
的心情。因为他仿佛预见到两
个儿子，以后会为国牺牲一
样。”无论是阿鲲还是导演，大
家都被打动，然后也很兴奋，
好像是在传递这种激情。

80 后的阿鲲，出生在自
贡，成长在成都，曾在成都七
中和电子科技大学读书，是个
从小对数学格外开窍、高中就
读于理科实验班、在大学学习
通信与信息系统工程的地道
理科男。“我小时候很喜欢电
影，同时也是受家人‘逼迫’去
学钢琴。后来我发现夜里有时
候起来上厕所，自己哼的是

《教父》的旋律，这种狂热的热
爱让我觉得可能以后要投身
这个行业。”

高考前夕，阿鲲也不是没
想过考音乐学院，但家人觉得
计算机专业好就业，于是他进
入了电子科大。在大学里，各
种计算机技术的学习和运用，
让阿鲲转而在实践电子音乐
的制作与合成上更有优势。

“小时候两只手各摸一个
键盘，一个是钢琴键盘，一个
是计算机键盘。”阿鲲说自己
从小就喜欢计算机，“这个专
业的一些现代化手段和技术，
很大程度帮助到了我对工作
室的建立，用计算机的手段来

呈现音乐，用编程做一些自动
化的控制，去控制工作室的各
台计算机什么的。不想写代码
的作曲家不是好程序员，哈
哈。”阿鲲笑着说。

德彪西是他非常喜欢的
音乐家，有一段时间，阿鲲甚
至把自己的 QQ 网名改成了

“德彪东”。“在学校里大家也
这么叫我。德彪西的这种印象
派和东西方混合的音乐风格
让我觉得非常陶醉。”大学期
间，阿鲲对作曲的兴趣越来越
浓，于是隔三差五跑到四川音
乐学院蹭作曲系的课，还跟川
音的老师学了小提琴等乐器。

“很多人说我作曲的灵感
来得比较快，其实是我会把作
曲当成是一片未知领域去探
索。抱着这种特别乐观的心
态，就会发现灵感源源不断地
来，所以说会来得比较快吧。”
阿鲲说，就像《红高粱》，他读
完剧本大纲之后就立刻写出
了《九儿》，“《流浪地球》是我
跟导演在聊天之后，在回程的
出租车上写下主题旋律的。”

工作中的阿鲲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凭“舌尖”系列音乐火出圈
《觉醒年代》配乐
再令观众赞叹

配乐与剧情非常贴合
用音乐帮助镜头讲述更好看的故事

一手摸钢琴键盘，一手摸计算机键盘
“不想写代码的作曲家不是好程序员”

一直坚持“场景音乐”
尝试把东西方音乐更好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