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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凌晨，著名作曲家刘振球先生乘着音乐的翅膀去了天堂。
出生于湘潭的刘振球先生，扎根于湖湘音乐的沃土，汲取民族音乐的营养，又有着开阔的音乐胸怀、创新的音乐精神，他

积极探索民族歌剧的发展、民族音乐的交响化，创作了歌剧《深宫欲海》《从前有座山》《安重根》、音乐剧《秧歌浪漫曲》《四毛英
雄传》、大型管弦乐作品《长岛人歌》、电影音乐《刘少奇44天》《毛泽东1925》等佳作。他热心提携后进，为湖湘音乐人才的培养
付出了大量心血。尤其令人感佩的是，2013年罹患重病后，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音乐创作，被誉为“湖南的贝多芬”。

满头银发的“球哥”，将永远活在他用生命书写的旋律里。

人物档案

刘振球，1940年出生于湖南
湘潭。作曲家、指挥家，国家一级
作曲。8岁随父母迁居长沙，1960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后转入中
国音乐学院学习，1966年毕业于
该院作曲系。历任湖南省歌舞剧
院一级作曲、湖南省音乐家协会
名誉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创
作委员会委员等，是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
家。曾获“第一届湖南省文学艺
术奖”、电影“华表奖”等，4 次获
文化部“文华作曲奖”。

口述 刘振球 记录、整理 孙文辉

我看戏、看本子都是这样的：我
是顺着人物往下走，你拐弯了，我就
不舒服了。作者完全按照自我来写，
那是强迫观众来接受你。在这方面
我比较顺其自然。我以故事本身给
我的一种感觉来理顺它们，它如果
给我感觉不对，我马上就意识到：可
能我在作曲上比较麻烦。

第一次看陈健秋的话剧剧本
《水下村庄》，我觉得不得了，真好！
想把它改成歌剧。我很尊重我的第
一感觉。我在看本子前有一个习惯，
要把周围捡拾得抻抻妥妥，然后安
安静静地坐在台灯下，把灯开得亮
一点，看。我可以看得痛哭流涕，感
动得不得了。像《水下村庄》，还有一
些本子。感动人的地方，我绝对不会
去掩饰，很投入。

我这个人是爱音乐的。音乐，也
就是这个事业本身，也给了我好多
难题。我是一个生活的弱者，生活乱
七八糟，是一团乱麻。由于是一团乱
麻，对于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我都能
承受。比如，我最艰难的事，是我大
儿子之死。那是 1984 年暑假，儿子
刚刚参加完高考，好高兴，跟同学一
起到湘江去游泳，淹死了。他还只有
18 岁。当时我在北京，在北京武警
总队文工团搞一台建团几周年的晚
会……（沉默）我回来后又去湘西帮
助改一台苗歌剧，叫《带血的百鸟
图》，我真是全心全意帮他们，出主
意、改旋律、配器，给乐队排练。在这
一年，我还完成了电视剧《失望人的
希望》《乡里妹子》，还有一部电视剧

《望断云天》，没能上演。这一年，是
我八十年代产量最多的一年。事业
真是帮了我的忙，否则我真没法活。
我只有投入到艺术创作中间，就什
么都可以遗忘，就进入了自由的天
地。因此，现在我对我的孩子说：一
个人，特别是一个男孩子，要有自己
的事业，很难说人生会遭遇到什么
样的挫折，世上最能帮助你的，就是
你的事业。这是我非常切身的体会。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只要坐到桌子
旁边，什么烦恼就会烟消云散。

以我亲身的体会，我有这样一
个观点：就是要在自己所最熟悉的
泥土里去挖掘东西，再化为自己的
东西，去发现未来。这一点也就是我
的创作个性。

戏剧本身是从人民的生活里头
挖出来的，形成了人民的想法和理
念；这些东西反过来影响了我们，让
我们获得人生的感悟。好的本子、好
的戏能感染我，为什么？因为它说了
老百姓的话。

我对民歌，不是靠死背的，但一
写作，笔底下流出来的都是这些东
西。我也搞不清哪是湘西的、湘南
的、湘东的、湘北的。文化部前副部
长陈昌本曾经在一次音乐座谈会上
专门讲民族化问题。他说什么叫民
族化？刘振球的作品就是民族音乐
真正化到他的血管里，成为他生命
的一部分。这才是民族化。

（摘自2002年10月14日湖南
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孙文辉为刘振
球所做的口述实录整理。）

生
命
的
音
符

—
—

我
所
认
识
的
刘
振
球

刘世平

惊悉著名作曲家刘振球老师逝世，十分沉痛。
刘老师与湘西有缘，与湘西舞台艺术有缘。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由于他的参与和指导，湘西州民族歌
舞、歌剧艺术在整体品质上获得很大提升。先生的
敬业精神，艺术素养，音乐作品影响了不少与他相
识相知的音乐人。

第一次见识刘老师的指挥艺术“魔法”

第一次见到刘老师是 1981 年的春天。那年 4
月，湘西州歌舞团途经湘潭市演出，团里专门从长
沙请来刘老师给我们乐队排练。那天，刘老师给我
们排练的是一首苗族舞蹈音乐。我们先演奏一遍给
刘老师听，尔后由他指挥排练。“刚才大家的演奏，
还不错。”刘老师的鼓励让我们紧张的心舒缓下来。

“不过，还可以演奏得更好。”刘老师看看大家，再将
目光移向谱架上的总谱，慢慢抬起双手：“好！准备，
走。”他的指挥手势，是那样的潇洒、漂亮，两臂随着
柔软的双手牵引，上下舞动，如山鹰展翅，翱翔于音
乐的长空，我们在其美丽的飞舞中，获得自己声部
进出、演绎的准确信息。

“竹笛气息再好点，要饱满。”听到指令，我发动
腹胸腔体全力“冲刺”。“好多了，好多了，保持住。”
听到刘老师肯定，我越发来神。在刘老师指挥艺术
的“魔法”中，大家尽情享受排练的过程，醉心于难
得一遇的默契。

1991年春天，为迎接湖南省新剧（节）目会演，
湘西州歌舞团创作了一台民族歌舞《太阳下的风
景》，我们又想到了刘振球老师。那时，刘老师创作
的多部大型歌剧名扬海内外，不断有文艺院团邀请
他加盟创作新剧目，他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可是，
接到我们的诚挚邀请，他二话没说，放下手中的活，
立马到了湘西。

有天早晨，他一阵风似地走进湘西州民族歌舞
团办公楼二楼小会议室，睡眼初醒，头发略乱。“对
不起，昨夜搞得太晚。”他一边啃着手里的馒头，一
边向大家致歉。那年月，他不是通宵赶写总谱，就是
在录音棚里与乐队厮磨到天明。在省广播电台录音
棚，我见过刘老师与一帮青年乐手熬夜。四壁封闭
的棚里，有限的灯光照度下，刘老师站在一个方型
台上指挥录音。他满头大汗，衣背透湿，时常为了几
捶定音鼓节奏或力度的把握，反复无数次。

那几天，刘老师为了给我们节省资金，拼命抢
赶时间。几个夜熬下来，刘老师眼里充满血丝，浑厚
的嗓音也被折磨得嘶哑了。

9月初，湖南省新剧（节）目会演开幕。《太阳下
的风景》夺得会演一等奖。有评论这样写道：歌舞

《太阳下的风景》艺术地表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极
富特色的风土人情和美好生活，舞蹈与音乐突破了
湘西原有的歌舞创作模式，令人耳目一新。

谭盾说，我们心中的刘振球就是
湖南的贝多芬

在湖南，刘振球的作曲学生到底有多少，恐怕
他自己也不清楚。

问及我的一位朋友，刘老师的“嫡传”弟子对老
师的印象，他说，刘老师对学生十分尽心尽责，无丝
毫保留，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掏给你。他善
良、真诚、直率，不设防，不计较，淡于名利。别看他
平时随和，如果你在学业或工作上有丝毫懈怠或差
错，其态度之严，口气之重，会让你无地自容，羞愧
难当。

在众多有出息的学生中，眼下有着世界级音乐
家身份的谭盾，是刘老师最早的学生之一。谭盾曾
与刘振球在湖南省京剧团共事。他是小提琴演奏
员，刘老师是住团作曲家。谭盾说，那时我们心中的
刘振球就是湖南的贝多芬，他写的总谱像天书，既
漂亮又神秘，让人羡慕得很。1977年恢复高考，谭盾
大胆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赶考
前，心中忐忑的谭盾问刘老师，此去还要注意些什
么，刘老师说，你只要把考卷题做完就OK了。其实，
刘老师对自己教出来的学生心里是有底的。

我想，或许今天珍藏在美国卡内基音乐厅的
谭盾交响乐《地图》手稿，其面貌定有早年刘振球
老师总谱的影子？这位音乐才子的好玩、天真、极
富艺术想像力及赤子之心，或许也是“球哥”潜移
默化的影响？

“我总是信心满满地想：我一定能
再活它十年二十年”

几十年来，刘振球原创的音乐作品太多太多，估
计其书写的总谱纸（包括草稿或修改稿）若堆起来，
应比人高。那都是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用生命熬积起
来的，也是无数个星夜月夜雨夜雪夜堆积起来的！

刘老师终于累倒了，那年他 73 岁，积劳成疾。
通过QQ，我俩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刘老师：您好！刚看完湖南卫视娱乐频道‘天
天向上’栏目‘鬼才谭盾’专题录像，节目最后您与
谭先生见面的场面十分感人。大病初愈的您与多年
前的学生相遇，感慨唏嘘。记得2012年在吉首大学
湘西管弦乐协会成立大会上见到您和杨静老师时，
您还很好，想不到回到长沙不久就病了。老师，您终
于挺过来了，相信您会越来越好，健康长寿！”

“这也许是上帝的旨意：刘先生，你太累啦，透
支太多，我命令，你立即休息……哈哈，这一休息就
是两年了呀。”

“是的，刘老师，你确实太累了。为了中国歌剧
发展，为了湖南音乐前进，你付出了太多太多。湘西
州民族歌舞团能有今天，湘西音乐能有今天，刘老
师您作出了很大贡献，湘西艺术界的朋友和学生们
永远不会忘记。”

“这就是我近两年来克服病魔、战胜顽症的动
力所在，我总是信心满满地想：我一定能再活它十
年二十年，一定还能再写出更好更多的音乐作品献
给我的湖南弟兄们，献给我的全国的同行朋友们。
我会做到的！”

病后的刘老师又创作了许多好作品。刘老师做
到了！

（作者系湘西武陵山民族文艺传习中心编剧）

曾鸣

球哥与我都住在省歌大院
内。记忆中，球哥似乎是不太习
惯于抬头走路的，碰到他，总是
见他微含其胸，努力将头部前
倾着，这样看上去，他多少就像
一枚移动的问号。他很少长年
待在剧院，待在长沙，全国到处
都有创作和乐队指挥上的邀
请，他的前倾着的形象，也是很
适应于匆匆来去的。

记得有一年，我在上海读
书，总政歌剧团的编剧冯柏铭
来上海看戏，我们乡亲加同行，
他便常溜到戏剧学院我的宿舍
里甩扑克，总是把夜极深地甩
在窗外。柏铭君回不了招待所，
只得钻入我的被筒里，又总是
要从提包里抽出一个剧本来哼
诵，我瞄过一眼，是歌剧《深宫
欲海》的剧本。我当时没有料
到，就是这个本子，后来居然打
开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的一扇
前景之窗，被评论指出是中国
歌剧的一座里程碑。我当然也
没有料到，球哥正是因为担任
了这部歌剧的作曲，奠定了其
在中国歌剧界的重要地位。

球哥的家面临湘江。江中
年年要划龙舟，民众们要将那
些平平淡淡的日子轰轰烈烈地
打发一阵。少年的刘振球，不但
爱隔岸观看，也会扎一条草龙
到每家去舞动。就是在这样的
民俗乡情中，作为作曲家的刘
振球成长了起来，成了一个集
多种艺术风格的大家。他不但
写民族歌剧，也写轻音乐剧、现
代歌剧和花鼓戏与京剧、话剧、
影视剧。美国著名指挥、波士顿
歌剧专家考德威尔看了球哥写
的《现代的年轻人》后洋气地
说：“好。中国音乐、美国节奏，
好。”

球哥是一位多产作家，更
是一位在剧种、曲种方面多种
经营的作家。球哥一路顺风地
发达起来了。然而，天有不测，
在家庭方面，他却深受打击于
1984年。

那一年，他的会唱学堂歌
的母亲去世了；

那一年，他的父亲眼睛里
突然失去了蓝天白云、绿水青
山；

那一年，哺育了他整个童
年的湘江，却吞没了他18岁的
长子的生命！

残阳如血，江风似泣。湘江
北去，依然是青山、红枫、白帆。
但那北去的湘江，将如何向正
在北京为中国武警文工团乐思
飞扬的球哥交代呢！噩耗传来，
部队首长钢铁般的汉子也无法
举起那纸电报。我们的音乐家，
第一次面对着一个无声的世
界。

球哥回家了，他捧到的是
一只散发着年轻生命微热的骨
灰盒。

那一年，球哥不到 50，他
一夜白发如雪。

还是那一年，为了苦难的
逃避，他携着妻儿回到了北京，
回到了五线谱稿纸的面前。然
而，祸事结伴而随，他的小儿
子，在与战士们一起擦洗枪支
时，又不幸被枪栓咬去了一截
无名指。

球哥呀球哥，你应当倒下
了吧？你还有什么道理再属于
那优美的旋律呢！

但是，你对我说，不能倒下，你
说你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亲人，你不
能失去另一个亲人——音乐！

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这就是总叫人佩服和景仰

的球哥。
翻开球哥的创作成果表，我

看到，在1984年栏下，他重重填
写着：歌剧《蜻蜓》、上下集电视
剧《乡里妹子》、电视专题片《潇
湘劲旅》、话剧《竹影清风》、歌剧

《带血的百鸟图》、上下集电视剧
《小天府的故事》等等。

球哥与水结缘，水的精神
与情怀被球哥身体力行地完美
演绎着，水带给他太深的痛苦，
同时又为他升起了一面不落的
乐思的风帆。这帆，将永久升起
于中国的歌坛剧海之上。

（作者曾任湖南省歌舞
剧院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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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在“雅韵三湘”交响音乐季中，刘振球坐着轮椅来
到观众席聆听他创作的交响诗《长岛人歌》。 湖南演艺集团 供图

张音悦

刘振球老师是著作等身的作曲家，也是一
位诲人不倦的恩师；是平易近人的学者与长者，
更是湖湘民族音乐的一面旗帜。他的作品囊括
了歌剧、音乐剧、舞剧、交响乐、民族器乐、影视音
乐、歌曲等几乎所有音乐门类，这一部部、一首
首作品，生动演绎着湖湘文化、中华文化的瑰丽
璀璨，成为留给世人丰厚且珍贵的文化财富，也
将长远地影响和启迪后人。他对艺术的执着追
求，对事业的忘我奉献，顽强战胜病魔的精神，
也正是湖湘文化中“忧乐精神”的写照。

记得2015年初，根据省委宣传部的指示，
湖南歌舞剧院准备创作一部有深刻主题与内
涵意义的原创民乐作品《国韵湘音》，希望刘振
球老师能担任指导。这时，刘老师已与病魔斗
争了两年，但他义不容辞地答应了，还表示要
亲自创作其中的部分篇章。我与编剧龚旭东老
师等多次到他家，他在病榻上和我们探讨这部
作品的立意和创作。经过近一年的筹备，我们
奏响了这部时代民乐强音，首演、巡演后出版，

《国韵湘音》被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音像项目。

我还记得，刘老师带我们一起去湘江边捡
石头，用于《国韵湘音》中《长岛人歌变奏曲》。
艺术家们在江边用各自捡到的石头敲击玩儿
起来，刘老师竟高兴得像个孩子。一起去的还
有潇影厂大导演夏儒今老师。夏导是一枚睿智
幽默又热心的老顽童，他俩是多年好友 ，夏导

“球哥球哥”喊得亲热。自此，一群老中青艺术
家朋友常相约看望刘老师，畅谈，乐聚，美其名
曰“好恰团”。大家谈艺术谈美食，刘老师食有
禁忌，有时着急地看我们大快朵颐，夏导亦逗
他：“球哥，想恰么子我来帮你恰！你倒是快点
好唦！”可惜乐观可亲的夏导2018年竟突发绝
症先期而去，令人唏嘘惋惜。

2016年，长沙音乐厅举办华彩民乐“张音
悦和她的朋友们”音乐会。之前我曾希望刘老
师写一首二胡与乐队作品，他病后便未敢提
及。没想到他得知后欣然应允，说：“好啊，只是
莫催我哦，我慢慢写！我在京剧团工作几年，戏
剧对我的创作影响甚大，写首二胡、京胡与乐
队的作品吧！就叫《至爱》。”音乐会中，这是最
后的压轴曲目，也是刘老师创作的最后一部大
型作品。排练和演出时他都坚持亲临，谢幕时

也高兴地上台向大家致意。对于他来说，没什
么比能继续创作更为开心的事了。

2017 年，省民族乐团创排国家艺术基金
作品多媒体民乐剧《九歌》，主创组又多次去刘
老师家，请他担任音乐总监。他推荐作曲家刘
青，嘱咐她全力以赴为湖湘民乐助力。刘振球
老师几次拖着病体来参加研讨，观看指导排
练。临近首演，因摔伤站不起来，他硬是坐着轮
椅来观看演出。看完后兴奋地和大家沟通，为
这部好作品的面世、为乐团的进步欣慰和高
兴，又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九歌》剧目进行
了巡演，列入省委宣传部重点剧目，受到了全
国民乐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2020年年初，省演艺集团、歌舞剧院领导
和同事去看望他，他说真想好起来啊，他还一
直有个心愿，希望举办作品音乐会呢。疫情期
间，他亦是非常顽强和坚定。7月，我再到他家
中看望，他虽已有些行动迟缓，但气色甚好，还
笑着说：“来啦，呵呵，我们来拍个照吧。”没想
到只过几天，他病情突然恶化！此见竟是永别！
敬爱的刘老师永远告别了他最挚爱的音乐，告
别了他挂恋的人世间！

德之如高山兮，振弦则为乐也；漫歌于四
海兮，静聆美之湘音。高山景行，刘老师，我们
永远怀念您！

（作者系湖南歌舞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
演奏员、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

漫歌四海 静聆湘音
——追忆刘振球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