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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家李朝霞———

用用心心诠诠释释音音乐乐内内涵涵

声音甜美的她，小时候痴
迷音乐，听豫剧、看晚会都少不
了她的身影；大学四年，不甘落
后的她刻苦练习，琴房、宿舍，
两点一线是她的生活轨迹；学
习进修，她刻苦认真，演出比
赛，她兢兢业业，她只有一个目
标，就是把歌唱好。她说，有音
乐为伴，她是幸福的；有贵人相
助，她是幸运的。简单纯粹，是
她对生活最大的追求。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山东
歌舞剧院青年歌唱家——— 李朝
霞。

记者：从普通歌唱演员到跻
身国家一级演员，你怎么看待其
中这十余年来的经历？

李朝霞：应该是比较顺风顺
水的。首先，我幸运地从事了自己
喜欢的专业，因为喜欢所以更会
加倍努力。其次，现在看来，这些
年的发展真得很顺利，每个阶段
都能遇到多个贵人相助。

记者：相信很多事情坚持久
了都会让人产生枯燥乏味的感
觉，你对声乐长久地坚持是否也
出现过这种情况？

李朝霞：坦诚地说，有过。记
得是在2004年至2005年期间，我
出现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抑郁期，
那时，感觉自己长久地努力都是
白费，更怀疑自己还是否适合做
一个歌唱演员。

记者：最终你是如何逃离这
种难熬的处境的？

李朝霞：慢慢地我开始分析
原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其实就
是因为压力太大又无法排解，就
开始怀疑自己。平时多看一些从
父辈那里很少学到的心理健康知
识，然后用自己的力量来挣脱甚
至逃离这种处境。

对话

回味风雨

而后幸福

“我就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
没有太多奢求。”说到生活，李朝
霞一脸淡然，她说，有音乐为伴，
她是幸运的，有贵人相助，她是幸
福的。

处女座的李朝霞在生活中也
会有些“强迫症”，家里的毛巾一
定要挂得整整齐齐，否则就会很
难受。“现在努力淡化强迫症的症
状，有时残缺也是一种美。”李朝
霞说。

李朝霞和爱人大学时恋爱，
毕业后走进婚姻殿堂，因为有着
相同的兴趣爱好，生活过得有滋
有味。她的爱人是作曲老师，他的
作品，李朝霞永远都是第一听众，

“在艺术方面经常会有争执，慢慢
也就融合、消化掉了。”李朝霞说，
她和爱人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
是事业上的伴侣。

2010年，儿子出生，让李朝霞
的重心倾向了家庭和孩子，“现在
最多的时间是陪孩子。”李朝霞
说，有空时也会去逛街、看电影。

现在的李朝霞不太会去想以
后会怎样，“做好当下，做好自己
就是最重要的，其他外界因素也
是不可控的。人生不需要有太多
辉煌，正常的幸福就是最美的。”

链接

简单纯粹

做好当下

本报记者 高倩倩 赵清华

从小痴迷音乐

踏上追梦之路

初见李朝霞是在这个冬
日的上午，精心打理的发型、
干净随和的笑容……像她的
名字一样，让人感受到青春、
向上的美丽。“我是一个很简
单的人，没有太多故事。”李
朝 霞 微 笑 着 打 开 了 记 忆 闸
门，甜美的声音、流畅的表达
让人忘却了时间，一切都是
那么自然。

李朝霞的老家在菏泽，
因距离河南很近，受豫剧文
化影响较深。“三四岁时，父
母就经常带着我和妹妹去听
豫剧，看节目时还能吃到烧
饼夹牛肉，我每次都看得美
滋滋的，妹妹却早在一旁睡
着了。”李朝霞笑着回忆道。

上小学时，李朝霞最期
盼的就是音乐课，那时学校
只有一台脚踏琴，上音乐课
时需要四五个同学把脚踏琴
搬到教室里，她每次都兴冲
冲地跑到最前面。李朝霞笑
着说，“每年六一演出、年终
晚会时唱歌、跳舞，我也算是
积极分子。”

初中毕业那年，李朝霞偶
然从电视上看到了曹县一中
招艺术特长生的信息，一心想
去试试。就这样，专业考试顺
利通关，文化课成绩也不错的
她顺利领到了录取通知书。

“高中时候，舞蹈和唱歌
是一起学的，没有细分，声乐
课 上 也 没 学 太 多 方 法 和 技
巧。”李朝霞说，那时觉得自己
会唱歌会跳舞，班级晚会、年
终晚会上总有自己的身影，还
挺有优越感的，每天练声也不
会觉得辛苦。

1994年，李朝霞参加了山
东艺术学院的艺术招生考试，
现在她依然记得自己考试时
演唱的曲目是《一道道山，一
道道水》和《我爱你，塞北的
雪》，“老师觉得我是白纸一
张，好在嗓音还算甜美，可塑
性强。”李朝霞说，那一年，山
东艺术学院全省就招了5个声
乐生，她幸运被录取。

用尽浑身力量

提升音乐素养

升入大学后，李朝霞深
知自己在音乐积累和素养方
面较其他同学有差距，凭着
要 强 的 性 格 和 对 民 歌 的 喜
爱，她努力练习。“大学四年

基本就是在琴房、教室、宿舍
三点一线，虽然在济南，但当
时不知道大明湖、趵突泉在
哪里。”李朝霞说。

大二时，李朝霞尝试参
加各种比赛。1996年暑假，她
拖着行李箱从菏泽赶到枣庄
参加齐鲁风情大赛，虽然没
如愿获得好名次，但她觉得
受挫也是一种收获。1997年，
她演唱了一
首具有河南
风 格 的《 木
兰从军》，荣
获山东省第
五届科技文
化艺术节大
学生歌舞大
赛专业组一
等 奖 ，这 也
奠定了她后
来到山东歌
舞剧院工作
的基础。

1998年
的 毕 业 季 ，
班里只有两
个人举办独
唱 音 乐 会 ，
李朝霞是其
中 之 一 ，一
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她演唱
了十几首歌曲。经过这次演
出，李朝霞的心理承受度和
驾驭能力都有很大提升。大
学毕业时，面临多种选择的
李朝霞选择了到山东歌舞剧
院工作，“当时对自己的未来
没有太多计划，就是一心想
把歌唱好。”

走上工作岗位后，李朝
霞有些茫然，好在对歌唱的
喜爱很快冲淡了这种迷茫。
2000年，她有幸拜到马秋华
老师门下学习。之后的近两
年时间里，她大多数时间都
在北京，团里有活动时就赶
回来，“火车票攒了厚厚的一
信封。”李朝霞说，那时在北
京随时等着电话去上课，没
课时她会去听公共课或是其
他同学的演唱会，有时会赖
在老师的琴房里“蹭课”。

在北京进修期间，李朝
霞还参加了多个大赛。2001
年10月份，她荣获第十三届
全国《广播新歌》评选银奖。
2002年4月荣获山东省第七
届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专业组
民族唱法一等奖。同年11月，
她应邀参加在广西南宁举办
的首届国际民歌艺术节闭幕
式演出及中国音乐家协会举
办的国际民歌比赛颁奖晚会
演出，演唱了山东民歌《包楞
调》，惊艳全场。

每年百场演出

积极投身社会活动

在北京进修期间，李朝霞
还参加了剧团排练的剧目《江
姐》，因为那段时间参加比赛拿
奖较多，2003年评定职称时，李
朝霞破格从四级演员晋级到二
级演员，同年她被誉为山东省

直文化系
统拔尖人
才 。进 修
完后的李
朝霞觉得
对音乐诠
释有了更
多 的 认
识。当然，
参加各类
大小比赛
的 同 时 ，
李朝霞也
积极投入
到省委省
政府乃至
中央举办
的社会公
益 演 出
中。

还记
得2003年迎来了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非典”将全民笼罩
在恐慌中。在如此紧张的氛围
里，李朝霞所在的山东省歌舞
剧院为激励全民抗击“非典”，
编排了音乐剧《隔离线外》。

“因为时间紧，我们编排前
前后后仅用了十几天。”李朝霞
在剧中担任主要角色——— 护士
小慧。凭借专业的演唱功底和
熟练的表演技巧，她把该角色
诠释得淋漓尽致。“当时这部剧
引起了外界很大震撼。”该剧最
终获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
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委员
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
文学艺术节联合会、中国作家
协会、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联
合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人口文
化奖(东华杯)抗击“非典”优秀
作品银奖。

大灾大难面前一线战士
救援是必不可少的，而作为青
年艺术家赶赴灾区进行慰问
演出则是对灾区同胞心灵的
抚慰。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
间，李朝霞等艺术家赶赴灾
区，在土堆上为灾区人民演
唱，她使出了浑身的力量，希
望通过自己的歌声能为同胞
带来希望、平抚伤痛。“灾难面
前小孩是最受苦的……”离开
之前，她把随身携带的一些小
物品送给了孩子们。

“我把多数时间都留给了歌唱
事业，每年平均有一百多场演
出。”李朝霞说。奔波于各种社
会活动演出的她慢慢地成为
小名人。山东省青联联合会席
位常委、山东省青年表演艺术
家协会执行主席、山东省音乐
家协会理事……各类社会组
织纷纷把她吸纳进来。

用心把歌唱好

演唱会检验自己

时隔十年，2008年，李朝
霞开始筹备第二次个人演唱
会。“当时就感觉自己有了一
定的舞台经验和演唱积累，也
是时候再办一次演唱会来检
验自己了。”

在演唱会之前，她还出版
了两张专辑。一张为这些年来
她收录的十多首创作歌曲，另
一张为山东民歌，分别包含了

《领航中国》、《幸福儿女》、《中
国欢迎你》等她的多首代表
作。每张专辑的制作都是李朝
霞亲自完成。她告诉记者：“大
量的工作都是我自己安排，那
段时间确实是蛮拼的。”

虽然，现在回过头来再看
2008年的那场个人演唱会并
不是那么完美，“但当天晚
会上没有出现大纰漏，我觉得
就已经相对成功了。”李朝霞
说，没有一步就能到达的完
美，更何况，现在看来的不完
美，当时展现出的已是那个年
纪最美的自己。

个人演唱会结束之后，忙
碌的工作戛然而止，李朝霞感
觉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她申
报了山东艺术学院在职硕士
研究生。“空闲的时间容易让
人产生惰性，如果不做点什么
事儿，时间就会白白浪费了。”

其后，李朝霞凭借一首
《好家乡》在“唱响祖国”———
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山
东征集评选活动中荣获最佳
优秀作品奖。

2012年，李朝霞硕士研究生
毕业，她为自己举办了第三次
个人演唱会。“这一年，是我的本
命年。它真的给我带来了好运
气，我拿到了硕士学位，而且幸
运晋升为国家一级演员。”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她荣
获了齐鲁英才“十佳年度人
物”。在众多荣誉面前，她的演
艺之路似乎变得越来越明朗，
李朝霞说：“以后怎么发展，谁
也不知道，我能做的只有把歌
唱好，然后一切顺其自然！”其
实，在李朝霞心里有个这样的
计划：希望以后每一年可以做
一场个人演唱会。

本报记者 高倩倩 赵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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