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琵琶界，素有“南汤（汤良兴）北刘（刘德海）”之说。

出生于上海的汤良兴年少成名，人近中年赴美国传播中国音乐，此后在台湾从教 20 年。古
稀之年，他回到故乡。

他的琴声中有一种浩然之气、淳朴之气，更有一颗赤子之心。

音乐的味道，即是人生的味道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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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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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下要比别人吃更多苦

汤良兴是在丝竹声中长大的。

1948年， 他出生于热闹的?海曹家渡。

起源于清朝初年的江南丝竹乐班———汤家
班，到汤良兴这一代，已绵延了整整七代。

在汤良兴的记忆中，一到夏日的夜晚，祖
父、叔叔、哥哥等十多人组成的汤家班，就会
在靠马路的客堂里奏起一首首江南丝竹音
乐———花哨多变的《三六》、热闹流畅的《行
街》、文静优雅的《中花六板》，吸引着过路的
行人，也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

汤良兴从 7 岁开始学习二胡。12 岁那
年， 父亲拿着一把琵琶对他说：“你只会一样
乐器是不够的。你姐姐去外地工作了，留下这
把琵琶。如果你不学，我就打算送给别人了。”

汤良兴连忙说：“我学学看。”

13岁那年， ?海民族乐团学员班招生，

汤良兴一考即中。团长觉得他是棵好苗子，年
纪虽是班里最小的，手却特别大，乐感也好。

开学第一天， 汤良兴随父亲坐?了一辆
三轮车。平时，只有同祖母出行才有机会坐三
轮车。到了乐团门口，父亲向他挥了挥手，独
自从淮海路走回了曹家渡。

同学们听说汤良兴来自汤家班， 便请他
弹几段听听，一曲《彝族舞曲》弹罢，他隐约听
到同学们议论：“不过如此嘛。”

不服输的少年汤良兴开始苦练， 别人练
3小时，他练 6小时，别人练 6小时，他练 10

小时。“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别人越说我不行，

我就越要练到班里第一名。 所以大家都叫我
‘小固执’。” 汤良兴说，“舞台艺术就是这样，

在台下必须要比别人吃更多苦。 比别人的技
术好很多，在舞台?才能好那么一点点。”

随后，汤良兴被派往北京进修一年，向琵
琶大家李廷松、夏仁根、俞良模先生学习。1964

年，16岁的他与萧白镛、俞逊发、潘妙兴等演奏
家同台，在?海音乐厅举行了人生第一场音乐
会。一曲《十面埋伏》技惊四座。

1970年，汤良兴被?海交响乐团选为琵
琶独奏演员。1974年， 又在中央交响乐团的
全国选拔中，被选为特邀琵琶演奏家，参加
访问日本的公演等重要演出。20 世纪 70 年
代至 80年代， 汤良兴随我国各大乐团出访

亚洲、大洋洲、欧洲、北美洲的近二十个国家，

被誉为“世界?最优秀、最动人的弹拨音乐家
之一”。

一个人奏出千军万马

1986年，汤良兴得到一个赴纽约进修的机

会，他决定放弃在?海的安稳生活，去纽约闯荡
一番。那一年，他 38岁。

刚到美国的时候，他只勉强识得 26个英文
字母。他一面在餐厅打工、送外卖，一面念书，没
人知道他在中国是一位成功的艺术家。

在困顿与孤独中，他登?了美国的舞台。汤
良兴记得很清楚，那是在纽约的林肯音乐中心，

《十面埋伏》《梅花三弄》 让他赢得了热烈的掌

声。台下的观众有华人，也有不少是第一次听中
国民乐的老外。

?影演员或许可以通过拍片生涯中的一
部成功?影，让无数观众认识，但音乐家必须
要演好第一场，才可能有第二场、第五场、第十
场……渐渐地，汤良兴在美国打开了一片天地，

他的演出机会越来越多， 不仅与当地的华人非
职业乐团合作演出， 还受邀与旧金山交响乐团
等专业乐团合作，演奏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
姐妹》 等作品。 在与美国交响乐团的多次合作
中，西方音乐家对中国音乐历史之悠久、旋律之
动听、音色之悦耳、技巧之高超都赞不绝口。

除了在林肯音乐中心、 卡内基音乐中心等
知名音乐厅演出， 汤良兴还与美国的华人乐团
一起走进图书馆、 博物馆演奏。 他们在许多小
学、中学举办中国音乐欣赏会，讲解中国乐曲。

汤良兴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
学、曼哈顿音乐学院举办琵琶独奏会。

1991年， 汤良兴在纽约为 90岁的张学良
演奏。张学良听后欣然写下：“此曲只应天?有，

人间能得几回闻”。

1993年， 经二十多个纽约文艺团体的举
荐，汤良兴获得了“美国传统音乐家大奖”。在美
国国会大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他应邀?台
演奏。又是那一曲《十面埋伏》，此时，距离他第
一次在?海音乐厅演奏这首曲子， 已过去了近
30年。30年的人生， 尽在大弦嘈嘈、 小弦切切
中。

一位美国记者对他说：“你的《十面埋伏》有
点像我们的摇滚乐，像重金属。”汤良兴笑着答：

“摇滚乐在美国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我们的《十
面埋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你们的重金属乐队
要五六个人，还要插?才有气势，我们用一把琵
琶就能奏出千军万马。”

在美国 10年后， 汤良兴移居中国台湾，在
那里讲学、演出 20年。3年多前，他回到故乡?
海，并受邀担任?海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培
养后起之秀。

不做“表演”艺术家，做真实的人
解放周末：您不仅精通琵琶，还擅长演奏

古琴，曾将《酒狂》《梅花三弄》等古曲改编为
琵琶曲。为何如此钟爱古琴？

汤良兴：我 14岁那年，随广陵派大师张
子谦学习古琴。 我记得第一次去张老师家，就
不小心把琴弦弄断了，但张老师并没有丝毫责
怪。他问我为什么要学琴，我说想提升文化修
养。其实我跟着张老不只是学琴，还学做人，他
是一个正直、单纯的“老顽童”，跟他学古琴的
经历，让我终身受益。我后来做了老师，也常常
鼓励学民乐的学生都要学一点古琴。

我们的民族音乐在古代非常辉煌， 遗憾
的是，许多乐器的乐谱都随着战乱而散失，其
中也包括琵琶乐谱。在诸多乐器中，仅有一些
古琴琴谱传到今天，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因此
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解放周末：您出生于江南丝竹世家“汤家

班”。江南丝竹音乐对您的艺术道路有着深远
的影响，能否谈谈您眼中的江南丝竹音乐？

汤良兴：我是在江南丝竹的琴韵中长大的，

年轻的时候觉得江南丝竹有一种即兴、灵活而
感性的美。后来我慢慢意识到，演奏江南丝竹
的要义在于把自己放低，在演奏时要听到别人
的声音。在与他人的配合中，既要知道自己的
分量，也要知道他人的分量。

我教学生演奏江南丝竹有一个特别的方
法，就是要求他们晚上关着灯在黑暗中练习。

他们彼此看不到对方， 就必须打开自己的耳
朵和心灵，倾听对方，在平衡中相映生辉。技
巧再好，不懂得与他人配合，心中只有自己，

是不行的。我的学生告诉我，这样的训练对他
们后来的音乐演奏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解放周末：音乐中的“你中有我”“你让我谦”，

其实也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为人之道。

汤良兴：是的，音乐中其实藏着许多做人
的道理。我认为，音乐是人的灵魂与品格的自
然流露。一个品格差的人，即使技术再好，也演
奏不出真正的好音乐。我们要做的是灵魂的艺
术家，做真实的人，而不是“表演”艺术家。

中国音乐讲究的是一个“韵”字，就像一
个人一说话就能体现他的气韵， 音乐家的文
化修养与品格都会自然流露在音韵之中。而
文化素养是要靠一辈子去积累的。

解放周末：您曾经说“做人要有味道，音乐
才会有味道”，如何理解这句话？

汤良兴：音乐的味道，即是人生的味道。年
轻的时候我埋头苦练基本功， 但后来我慢慢体
会到，音乐到了一定程度，真正打动自己与观众
的或许是音乐之外的东西， 是悲欢离合的百感
交集，是人生的况味。

解放周末：对于中国民族音乐未来的发展，

您有哪些建议？

汤良兴： 民族音乐在当下不必排斥娱乐元
素，但娱乐并不等同于讨巧与迎合。在吸引观众
的同时，我们的传统不能丢，主心骨不能变。中
国音乐历来都是有仪式感的， 这种仪式感还是
要有。

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有一代又一代
人不断地创新， 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岁月检验的
经典。

日前，汤良兴做客《梧桐·名家汇》，举办专场雅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陈逸飞与画家们的
“田子坊情结”

■ 徐茂平

在日前举行的“2020田子坊艺术
大展”上，展出了 40多位艺术家的佳
作，这 40多位艺术家是曾在田子坊工
作过的数百位艺术家的缩影。

早在七八十年前， 田子坊一带就
形成了一定的艺术氛围。 艺术家汪亚
尘先生曾在那里居住， 当时吸引了如
徐悲鸿、 黄宾虹等一批艺术家前来汪
家切磋。 据说那里还有过一家中国美
术纸厂。

说起如今泰康路上的田子坊艺术
街， 同陈逸飞的名字是分不开的。20

余年前，陈逸飞先生独具慧眼，看中了
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田子坊。 他率先在
那里改造了 800 平方米左右的老厂
房，创建了第一家工作室。

在他的倡导和引领下， 许多艺术
家陆续到田子坊建起了工作室， 使这
条普普通通的小弄堂渐渐成了闻名海
内外、 可同世界著名艺术园区相媲美
的艺术一条街。

据资料记载，在这 20年中，前后
共有 300多位艺术家在田子坊创建了
工作室， 其中时间最长的坚持了 18

年，至今还在那里从事艺术创作。

田子坊的 5号楼有 “画家楼”之
称，是田子坊艺术街中的“重镇”。2003

年， 我因经常听说陈逸飞先生在泰康
路上搞了个艺术区，一直想去看看。正
好借了画友张江在“尔冬强艺术中心”

举办展览之际，参观了田子坊 5号楼。

当时， 来自常州的画家刘伟光等已在
那里办起了工作室。 他是第一批进驻
田子坊的画家之一， 在那里一待就是
十多年。我感到那里的艺术氛围很浓，

于是就与另外三位上海画家在那里建
起了一个名为 “三加一” 的艺术工作
室。虽然后来有两位画家因故离开了，

但我和徐柯生在那里工作了两年。

如今的田子坊早已成为上海的著
名地标和旅游胜地， 形成了以艺术家
工作室、艺术画廊、时尚创意展示、建
筑设计及室内设计为主，辅之以餐饮、

娱乐、购物的产业特色。除数百位艺术
家进驻外， 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
余家创意企业入驻。

凡是进驻过田子坊的艺术家，无
论时间长与短， 内心或多或少都有一
种“田子坊情结”。回想起在田子坊的
岁月，心中总有几分怀念。总会时不时
地故地重游，去那里会会艺术家朋友，

回味一下那段已逝去但很难忘的岁
月。

最近， 听说田子坊艺术街重镇之
一的 5号楼即将另作他用， 心中难免
有些遗憾。 不过说起来也无须惋惜，5

号楼作为“画家楼”已存在了 20年，这
20年留下的艺术佳话始终值得人们
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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