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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计划，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和谷建芬是
我首先要采访的两位艺术家。可与负责协调
采访的工作人员联系后得知，考虑年纪和身
体状况，不安排媒体对两位老艺术家的采
访。我对此有些失落，却又心存侥幸，见机行
事、见缝插针吧。

可一旦有机会，采访他们什么呢？想了
想，就谈我对他们心存疑惑的问题！前不久，
我就《红星歌》背后的故事采访词作者邬大为
时，他讲到当年电影《闪闪的红星》编剧已为
主题歌创作歌词，但被曲作者傅庚辰给否了，
他非要找人重写，这才有了《红星歌》。傅庚
辰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谷建芬创作的歌曲脍
炙人口，旋律优美欢快，即使晚年为古诗词谱
曲的新学堂歌也是那么动听，为孩子们所爱，
她的形象总是展现出一种奋发向上的激情和
力量，那么她的人生和事业一定是顺畅的吧？

在录制现场的采访就是四处捕捉采访对
象的奔波。9 月 21 日正午时分，餐厅应该是
艺术家们最集中的地方，我在往那疾奔时，一
对老夫妻从餐厅缓缓走出，那个白净的老者
不就是我在邬大为家里的照片上见过的傅庚
辰吗？我跑上前一边搀着老人家，一边自报
家门，一边抛出疑惑。傅庚辰的回答很直接：

“我否了原有的歌词，是因为那个词写得太复
杂，不适合谱成少儿进行曲，若从影片中拿出
来，就更不能唱了……”在从餐厅走到客房几
分钟的路上，傅庚辰把我的疑惑解答了。

晚10时许，录制结束了，演员、观众都在
离场。我走到剧院门口时眼前一亮，沙发上
坐着的红衣长者不就是谷建芬吗？挤上前，
蹲下来，我便抛出了问题。谷建芬说，她在等
候回宾馆的车，恐怕车马上就来了，但她还是
立即回答问题：“不是呀！哪有顺风顺水的人
生和事业？我当初在声乐界最早开办培训
班，没有场地，就在面积不大的家里；没有学
生，我就一个一个地去找，最先找的是毛阿
敏，之后又找的李杰，再之后谢晓东、那英、孙
楠……”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谷建芬车已经
到了，我只能与她握手道别。

我真的幸运，两次美丽的邂逅，尽管时间
都不长，但我完成了采访任务，而且对他们的
不解、疑惑都找到了直接答案。傅庚辰当初
力排众议找人重写歌词，就是想精益求精，打
造精品，不管是谁，达不到要求就换人重来。
谷建芬的人生、事业并非一帆风顺，甚至起步
时自己上门去一个个找学生，但她却培养出
一大批中国流行音乐的中流砥柱。她的秘籍
很简单，就是告诉学生要做四个“好好”：好好
学，好好唱，好好做事，好好做人。

向傅庚辰、谷建芬提的两个问题看似无
关，但细品品却觉得讲的是一个道理：“好好
做事，好好做人”。再细品这又与艺术家的素
质和修养相关联。如果说艺术是人类文明皇
冠上的那颗明珠，那么，艺术家自然是那颗璀
璨明珠的制造者。由此说来，艺术家在人类文
明进步的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艺术家的素
质和修养决定着那颗明珠的光芒。艺术家的
使命，决定了他们必须加强修养，当然这一定
要经过培养和磨炼。从傅庚辰、谷建芬的直
接回答，继而进一步思考，我真切地感受到两
位老艺术家做事、做人的高素质与高修养。

这次节目录制，请回的众多参演人员都
是辽宁籍或在辽宁工作过的文艺名家，他们
与一直扎根辽宁本土的优秀艺术家共同为家
乡父老奉献一台礼赞新中国的精彩节目，与
以往一样，观众看到的总是舞台上艺术家夺
目的光彩形象，而这一次我作为记者近距离
采访他们，却从一个个细节、一个个瞬间感悟
到他们身上素质、修养、秉性等最真实的底
色。在将近一天的采访中，我不时被他们内
在的真善美所感动。宋国锋是辽宁省戏剧家
协会主席、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此前我们的
交集是我曾打电话采访他，这次见面我报过
姓名，他起身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连表谢意。
刘兰芳是享誉全国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这次
参演意外造成左小手指骨折，她手缠绷带排
练，为不影响录制效果，正式演出时竟解下绷
带。紧张的采访中，遇见著名歌唱家关牧村
要去化妆，我便提出采访事宜，她告知，会有
一个对她的统一采访。傍晚，媒体即将一起
采访她时，她问，白天有个辽报记者要采访自
己，请问来没来，我在后面应声后，她放心地
笑了。采访结束后，她主动约我合影。采访
歌唱家魏松是在化妆室，即将上场的前一刻，
化妆师不让我采访，但魏松说，记者也是工
作，咱们支持一下。采访著名歌唱家佟铁鑫
时已是晚上 10 时多，只谈几句，接他去宾馆
的工作人员就一再催促，无奈他提出互留电
话再谈，次日早上他便打来电话继续接受我
的采访，他说自己承诺的话一定要兑现。

辽宁是文艺大省，是培养文艺名家和文艺工
作者的摇篮，一批优秀的文艺人才从这里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他们塑造的舞台形象留在了亿万
观众的心里。而我要说，他们的艺术造诣来自于
生活、来自于实践，也来自于美好的心灵。

说实话，因忙于采访，那天我没有完整地
看上一个节目，但我真切地看到了舞台下一
个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来到沈阳参加“我和我的祖国——辽宁
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特别节
目”录制，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感
觉就是“回家真好”。

刘兰芳今年75岁，辽阳生人。她的母亲
曾在沈阳唱大鼓、说评书，受母亲的熏陶和
影响，刘兰芳15岁就考入鞍山曲艺团，先唱
大鼓，后说评书，35 岁因为广播评书《岳飞
传》闻名全国，即使后来连任第五届、第六届
中国曲协主席，她也从未离开过舞台。“我们
这辈说书人从小入行学习，这技术学来太不
容易，信手拈来，脱口而出，扔了可惜，常上
舞台嘴巴才溜，如果不演了，不到半年就不
敢上台了，那还了得！”她的解释简单、直白。

评书艺术对于今天的90后、00后，甚至
很大一批80后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在上
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电台听评书几乎是
国人茶余饭后最常见的消遣，刘兰芳也是从
那时起广为人知，渐渐成了家喻户晓的评书
大家。“不谦虚地说，这么多年我说书走遍全
国也没打过‘败仗’，关键是观众还喜欢我，
即使现在，每到一处还都人山人海，否则呀，
你一上去观众不乐意，那打击得多大，老太
太赶紧回家养老吧。”这样说时，她的表情现
出几分惬意。

几十年来，刘兰芳编播的《杨家将》等30
多部评书已成为国人的时代记忆，近年又有

《彭大将军》《大汉刘邦》等新作问世。如今她
已退休多年，但始终退而不休，不但笔耕不

辍，致力于评书新作的编写，而且还要到全国
各地为基层群众说书，身体力行传承艺术。

定义自己是辽宁人，刘兰芳给出记者一
组数字：她这一生在辽宁生活52年、工作37
年，1996 年到北京生活工作，至今从艺 60
年。“我生在辽宁，长在辽宁，生活在辽宁，工
作在辽宁，口音是辽宁，我以自己是辽宁人
为荣。”刘兰芳如是说。

刘兰芳认为，辽宁曲艺的发展折射出新
中国成立70年来的巨大变迁。她自信地说：

“社会发展了，文化艺术才能进步，我每次回
来所见所闻，发展变化总是让我欣喜不已。
无论是辽宁还是全国，对于曲艺工作者来
说，现在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国家支持，人
才辈出，我相信文艺舞台一定会更繁荣！”

刘兰芳是从辽宁走向全国的评书表演

艺术家，她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也让家乡引以
为荣。她的朋友可谓遍布全国各地，与朋友
们聊天会怎么介绍家乡辽宁呢？刘兰芳自豪
地说：“聊到我的家乡，我就是一个字——夸！
夸咱辽宁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记者追问：“这
么夸的效果是什么？”刘兰芳笑答：“效果就是，
没来过辽宁的，都想来走走。以前来过辽宁
的，都要来看看新变化和新气象！”

其实，刘兰芳演出也有个习惯，如果有
机会她一定要推介辽宁，她给出这样做的理
由：“我爱家乡，每次回来看到辽宁日新月异
的变化，就觉得夸都夸不完，夸咱辽宁发展
快，夸咱辽宁人才多，夸咱辽宁品牌强，夸咱
辽宁文化底蕴厚。现在咱辽宁把优化营商
环境作为加快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
关键之举，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一大批重大
项目纷纷落户辽宁，一大批重量级企业家都
把资金投向辽宁，咱辽宁再次成为投资热
土，这些不更值得夸吗？”

这次演出，刘兰芳用刚刚创作的评书贯
口《我爱家乡爱辽宁》，继续为辽宁点赞，为家
乡助力。“说书表演到处跑，走过地方真不
少。从国内，到国外，从陆地，到海岛，闲暇坐
下来细思考，嘿，哪儿也没有咱家乡辽宁好！
要问辽宁怎么好？说上三天完不了……”在
这个节目里，刘兰芳一一细数沈阳、大连、鞍
山、抚顺、本溪等辽宁各市诸多亮点，最后用
下面这句充满家乡情、爱国情的一句话收
尾：我爱家乡爱辽宁，祝愿祖国更繁荣！

刘兰芳的评书夸“家”好

我爱家乡爱辽宁
本报记者 赵乃林

特别报道·辽宁籍、在辽工作过的文艺名家“回家”

记者在一间会议室准备采访著名青年
小提琴家陈曦时，走进一位身着蓝白格衬衫
的小伙子，他面带微笑地自我介绍他就是陈
曦。这使记者有些吃惊：一位拥有个性鲜明、
极其光彩的演奏家，舞台上展现的沉着与大
气风范都胜过眼前这位年轻人。

但陈曦接下来的讲述，让记者确认这个
表面看似有些稚嫩的年轻人其阅历、思想都
超过他的实际年龄。

1984年出生的陈曦是沈阳人，3岁半随父习
琴，5岁半正式师从沈阳音乐学院教授王冠，11
岁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15岁
成为著名小提琴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林耀基的学生，17岁一举斩获柴可夫斯基国
际音乐大赛小提琴比赛首奖，成为42年来该
项赛事年纪最小的获首奖选手，也是中国选手
在小提琴国际比赛史上所获得的最高奖项。

陈曦和著名钢琴家郎朗是发小，“当时不
是在我家，就是在郎朗家，我们几个小孩拉
琴、弹钢琴，当然包括玩，氛围特别好。郎朗
是一个纪律性极强的人，也非常刻苦，他对我
的艺术道路有很深的影响。”陈曦当初考美国
柯蒂斯音乐学院，也是郎朗推荐的，两人因此
成了“师兄弟”。

学成归国后，陈曦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他认为，音乐家的责任不光在舞台上，培养出更
多的艺术家、提高社会的审美同样重要，“学习
音乐让人受益终身。虽然大多数人不会走上职
业之路，但音乐会给人带来美以及美的认识。”

此次回来演出，陈曦兴奋不已：“每一次
回沈阳，都会感到家乡的巨大变化，不变的是
观众的热情和对艺术的喜爱。”

当晚演出，站在舞台上，陈曦在向祖国祝
福时表达了这样一个心愿：“我是辽宁人，我
一直有个目标，那就是从我的家乡出发，一路
向前，用我的演奏，让世界感受中国魅力。”

他拉起小提琴，为配乐诗朗诵《花开新时
代》伴奏。琴声悠扬，他忘情地沉醉在新时代
幸福花开的声音里……

陈曦：
用我的演奏
让世界感受中国魅力
本报记者 赵乃林

刚刚结束英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
欧洲四国的演出，郑咏就转机来到沈阳，参加

“我和我的祖国——辽宁省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特别节目”录制。虽然已经
24 个小时没睡觉，但接受记者采访时，她的
笑脸上看不到一丝疲惫。“这是回家呀，只顾
高兴了！”她解释道。

郑咏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的女高音
歌唱家，她的根在辽宁。她的父亲是沈阳生
人，后到大连读中学、大学，再之后到北京工
作。老人现年 85 岁，乡音难改，说话大连口
音，有海蛎子味儿。

根在辽宁，郑咏说，她的形象从小到大就
是从北方女孩到东北女人，她的性格就是北方
人的豪爽、热情、直率，她喜欢的美食就是沈阳
的猪肉炖粉条和大连的海鲜，她还有很多亲戚
朋友在沈阳、大连，她的微信朋友圈里最多的是
辽宁人。“我是从骨子里喜欢辽宁，一听到这里
浓浓的乡音就觉得特别亲切，这地方叫这旮旯，
真逗儿叫特哏儿，这些话说起来就像听小品。”

郑咏边讲边学，笑声爽朗。
郑咏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

乐学院，获硕士学位。她那华美的嗓音和端
庄、亮丽的形象深受观众喜爱，她演唱的中国
艺术歌曲《祖国，我为你干杯》《在水一方》《我
住长江头》《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和经典
歌剧《蝴蝶夫人》《茶花女》等咏叹调，以宽阔
的音域、富有丰富表现力的声音、把握准确的
音准和语感，充分渲染了中外名曲的高雅气
氛，获得行家们的高度评价。尽管她的演出档
期排得很满，但辽宁只要有召唤，她都随叫随
到。她连续多年参加辽宁广播电视台春晚
演出，参加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辽宁好
人·最美人物”评选盛典演出，演唱的都是歌唱
新时代、歌唱祖国、歌唱家乡的主旋律歌曲。

这次，郑咏和魏松倾情演唱歌曲《和祖
国在一起》，两位歌唱家饱含深情的演唱，
颇具张力，将“小我”的努力和感受融入对
祖国的美好祝福中，唱出了中华儿女的初心
与憧憬。

我的根在辽宁

郑咏：昼夜兼程也要“回家”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我也记得杂货铺前的大青石/传说以前
有个石狮子/我只看见坐着老奶奶和老爷爷/
石头被磨的又光又滑又暖和/我躺在上面幻
想着未来/这里的高楼会不会越来越多……
当艾敬再次唱起《艳粉街的故事》时，艳粉
街，这条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老街，除了名
字没变外，所有的景物都今非昔比。

9月21日，艾敬参加“我和我的祖国——
辽宁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特
别节目”录制，她先是演唱了《艳粉街的故
事》，还与另一位辽宁老乡李春波共同演唱
了《沈阳，我的故乡》。

艾敬是沈阳人，上世纪 90年代，曾演唱
了《艳粉街的故事》《我的 1997》等歌曲。她
背着吉他，随性的演唱风格受到很多人喜
爱，被称为“中国最具才华的民谣女诗人”。
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艾敬的精力主要
集中在当代视觉艺术上。收到特别节目组
的邀请，她有些意外。“这么多年了，感谢家
乡想着我们这些走出去的孩子。”艾敬说。

节目录制间隙，在辽宁大剧院的化妆
间，记者采访了艾敬。她透露，自己已有十
多年没有登台表演了，因此对舞台有些陌

生。艾敬说，原来认为，唱自己几十年前写
的歌有点怪异。真的没想到，当她站在舞台
上再唱时，当时的情景、画面随着歌词、旋律

流淌了出来，自己也仿佛回到了童年。
采访中，自然聊到了《艳粉街的故事》。

艾敬告诉记者，这首歌大约是 1993 年推出

的，那时她已经离开家乡，因为在外地思念
家乡，就写了这首歌曲怀念自己的童年，回
溯儿时的记忆。后来，他偶然接到父亲打来
的电话：“咱们艳粉街动迁了，原来的街道都
找不到了，全是高楼大厦，你赶紧回来看看
吧！”艾敬模仿父亲的腔调说。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再次回望街
道上的高楼大厦和洋溢着幸福微笑的人们，
她高兴之余，内心有些许失落，因为那童年
的记忆已难觅踪迹。

在演出现场，面对观众，艾敬深情地说，
家乡给了她对生命的热爱与激情，还有无尽
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
沈阳铁西区这片土地上，几代产业工人勤劳
善良的品质、向上的精神，都是她要讴歌的
对象。

艾敬告诉记者，10月底，她的新书《我的
母亲和我的家乡》将出版发行，是继她在中
国工业博物馆举办“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
展览后，又一部献给家乡的礼物。“年轻的时
候，我要走出走，到外边闯一闯。今天，我发
自内心地想回来，回归家乡，报答家乡。”艾
敬说。

艾敬：家乡给了我无尽的创作力
本报记者 郭 星

“回到家乡，感到特别有幸福感。今天中
午我点了心心念念的酸菜，有空还要吃抚顺麻
辣拌。”9 月 21 日，来沈阳参加“我和我的祖
国——辽宁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特别节目”录制的于和伟，愉快地对记者说。

从电视剧到大银幕，近年来，于和伟塑
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角色，也得到广大观众
的普遍认可和喜爱。这次回家，他备受关注。

于和伟是抚顺人，出生、成长、学习、中考、
高考，直到二十来岁去上大学，才离开家乡。于
和伟坦言，凡是向人自我介绍，他都会说自己是
辽宁人，是抚顺人。家乡塑造了他乐观、不认输

的性格，奠定了他的人生基调。在他的心中，辽
宁人实在、朴实，能担当，有幽默感。

“沈阳变化太大了，越来越规范、有序，
有大城市范儿。特别想说的是沈抚新区，跟
我上大学时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新区所在
地方是一片荒地，如今，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绿地连片，花团锦簇，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说起家乡的变化，于和伟感慨万千。

尽管多年在外地打拼，但于和伟始终关
心家乡的发展。他曾主演一部工业题材的
电视剧《漂亮的事》，是以沈阳为背景，展示
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故事。剧中，他说一口

流利的沈阳话。拥有超千万微博粉丝的他，
经常在微博上原创推送或转载与家乡有关
的事。去年9月，他发了这样一条微博：“大
家好，我是于和伟。我的家乡在辽宁，希望
大家多多关注法库山楂、抚顺单片黑木耳。
请和我一起助力脱贫攻坚。”一个月前，他推
送“我美丽的家乡”短视频，画面是抚顺市区
浑河两岸的美景。

“今后，我会深入生活，感受新时代、赞美新
时代，塑造更多喜闻乐见的人物形象，也希望
为家乡做些有意义的事，为文艺事业作出
贡献。”于和伟通过媒体，表达了自己心愿。

于和伟：希望为家乡做些有意义的事
本报记者 郭 星

记者手记 SHOUJI

我看到了
舞台下真实的艺术家
本报记者 赵乃林

艾敬与李春波共同演唱《沈阳，我的故乡》。

演唱中的郑咏。

演唱中的佟铁鑫。

刘兰芳表演评书《我爱家乡爱辽宁》。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杨靖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