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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倪自放

人生八十“下傻力”
朗诵文字必须背诵过

薛中锐，1955年开始从事表
演艺术，在山东省话剧院多部大
戏中担当主要角色，获中国话剧
最高奖“金狮奖”。其在话剧《布衣
孔子》中扮演的伟大思想家孔子，
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技巧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参演电视剧作品数十
部，在《康熙王朝》中扮演的索额
图一角为人称道。致力于朗诵艺
术，出版过《论朗诵艺术》，获“朗
诵艺术贡献奖”。

记者上次在薛中锐家中采访
他，还是2017年1月，当时，第三届

“朗诵艺术贡献奖”颁奖盛典在北
京举行，薛中锐获颁“朗诵艺术贡
献奖”。“朗诵艺术贡献奖”是中国
朗诵艺术的最高奖，针对全国80
岁以上且对朗诵艺术卓有贡献的
老艺术家设立。此次颁奖中，同时
获得该奖项的还有81岁的著名表
演艺术家焦晃和83岁的著名表演
与配音艺术家简肇强。在接受独
家专访时，谈及朗诵，薛老淡淡一
笑，“80岁了，为人为艺，还愿下点
傻力”。

在获得“朗诵艺术贡献奖”之
前，薛中锐已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
了数十年。鉴于对国家广播事业及
语言文字艺术做的贡献，他曾两度
获得“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
称号。

薛中锐的朗诵艺术好在哪里
呢？有些观众觉得，作为中国杰出
的话剧演员之一，薛中锐的话剧功
底可以让其轻松成为朗诵高手。听
到这个说法，他笑笑说：“我对朗诵
的理解不是随便念一段文字，念文
字就是个传声筒，没有真情实感。
我朗诵一段文字，必须背诵过，加
入自己的理解和情感，通过声音再
创造一个形象。”

薛中锐把自己对朗诵的这种
理解说成“下傻力”，因为很多朗诵
都不这么费力气了。“我73岁那年，

‘中华诵’赛事组委会的人突然给
我打电话，邀请我两天后参加一个
重要朗诵，朗诵季羡林的散文《怀
念母亲》。这个朗诵不好完成，因为
这篇散文是季羡林晚年写的，许多
文字不够精炼，朗诵起来不接地
气。在两天时间里，我对文字进行
重新润色，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完
全把这个散文吃透。当天，当我朗
诵到季羡林在德国思念母亲的文
字时，观众哭了，我自己也哭了。”薛
中锐说，像《怀念母亲》这样难以朗
诵出彩的文字，许多朗诵者是不敢
选择的，“工作完成后，赛事组委会
负责人说，确实是有人朗诵不了这
篇文章，才临时找的我。只有我才
肯下傻力气把这文章朗诵好”。

退休后，薛中锐仍一如既往地
活跃在艺术舞台上，用他的话说，

“比退休前更忙了”。他在各地重大
节庆晚会上表演节目；担任“中华
诵”赛事评委和表演嘉宾；三次为
山东省大中专教师举办普通话朗
诵培训班，十余位学生在全国朗诵
比赛中获奖；还担任山东师范大
学、山东工艺美院等高校的兼职教
授，为学生传授表演经验与朗诵心
得。薛中锐说：“我本可以好好休息，
但作为一个老艺术家，我不能容忍
自己的艺术之路戛然而止。通过艺
术与观众做心灵上的沟通，是最幸
福的事情。”

细微处求精
一个人演活了广播剧

谈及在朗诵艺术上取得的成
就，薛中锐回忆起了小时候的经
历。“念小学时，父亲请了私塾先生，
为家里的孩子讲授四书五经、唐诗
宋词等。耳濡目染下，我从小便对
文学、历史及艺术产生兴趣。我父
亲有个习惯，每晚让我为他朗读报
纸，也是为了让我了解时事，锻炼
表达能力，老师也指定我为班代表
参加全校演讲比赛。那时我个子
小，为取得好成绩，父亲要我站在

记者获悉，著名影
视、话剧表演与朗诵播讲
艺术家薛中锐去世，薛中
锐弟子华青向齐鲁晚报
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

华青介绍，薛中锐因
病已经入院治疗数月，11
月20日上午进入昏迷状
态，晚间在山东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去世，享年85
岁。

椅子上，假设面对观众，带着感情
背诵，当时我还累哭过。”

薛中锐说，小时候的耳濡目染
加上工作后成为话剧演员练就的
台词功底，当然对朗诵有好处，但
近二十年的“说书人”历练，对他朗
诵功力的提高帮助更多。

刚参加工作时，作为山东省话
剧院一名年轻演员，薛中锐深知语
言功力是话剧表演的第一要素，需
日久锤炼。为此，他多方学习语言
大师的精要：电影大家赵丹的语言
气势，孙道临的清脆动听，北京人
艺刁光覃的铿锵韵律，董行佶的优
雅抒情，他反复揣摩，广学博采。因
多次在省内外重大朗诵活动中朗
诵，山东广播电台邀请薛中锐播讲
长篇小说。

他播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
《民兵爆炸队》，每天播两次，受到听
众欢迎。一炮打响后，他接连录制
了《烈火金刚》《连心锁》《林海雪原》

《平原枪声》《欧阳海之歌》。后来又
录制了《渔岛怒潮》《大刀记》《鸦片
战争演义》等。“播讲小说，最重要的
是塑造人物形象，让人物形象立起
来，风格化。”多年的广播剧录制，让
薛中锐掌握了一套播讲技巧：“首
先，须把书读几遍，领会书的主题
和风格；其次，把细细思量的文字
变为活生生的、扑面而来的口语；
再次，须准确把握书的起承转合，
使包袱、扣子甩得恰到好处。此外，
还需根据播讲需要，对书中文字进
行增减，如增加描述人物心态的

对话，删去渲染景色的多余
叙述等。”

薛中锐说，因为播
讲大书是声音的艺
术，除了讲述故事，
口技也很重要，通
过话筒将风雨雷
电、马嘶狗叫、枪炮
战火、林涛海浪等
用口技描摹出来，
故事的真实气氛会
得到提高。《大刀记》

中有梁永生要去杀鬼
子的前一天夜里在农舍

磨刀的情节。“可磨刀究竟是
什么声音，我不确定，生怕学假

了，于是找了块砖头，拿菜刀磨了
半天，才找到要模拟的响声。”这些
细微处的求精，让薛中锐一个人演

活了一台戏。
后来，因电台取消了稿酬制

度，薛中锐数年间录制的10部长篇
小说，没有一分钱报酬。如今说起
这段历史，他淡然一笑，“艺术长久
地活在人民心里，是演员最大的欣
慰。我付出了汗水，也得到了听众
的认可，了无遗憾。”

上升时莫张狂
低落时莫悲伤

近年来，虽然文化传播的手段
越来越多样化，但朗诵却热了起
来。对此，薛中锐表示，朗诵首先是
要选好的作品，“当前的诗歌朗诵
有一个误区，就是选择的诗作不恰
当。有些诗作是发泄作者都不明白
的东西、不明白的情感，如何能让
听众理解？没有理解，朗诵者和听
众之间就没有情感沟通，这样的朗
诵是失败的。”

在薛中锐看来，朗诵应选择那
些经过时代检验的经典文字，“言
为心声，那些饱含哲理与人生真善
美的文字，通过朗诵者的语言，给
人以文字和听觉的美，这是有意义
的朗诵。”当然，在具体选择上，也并
非所有的经典都可以成为好的朗
诵题材，“一些文风容易为现代人
理解的古诗词，就是好的朗诵题
材，比如曹操、苏轼、李白、杜甫、岳
飞等人的作品，能够流传下来的大
多数是经典，听众容易听明白，我
也经常朗诵他们的诗词。像《诗经》
等经典文字，不够口语化，观众理
解上有难度，适合读，但不适合朗
诵。”

薛中锐表示，朗诵是为观众而
存在的艺术形式，“我之所以说朗
诵也属于艺术，是因为朗诵需要韵
律，需要适度的夸张，有少许表演
的成分，让人感到是平等的交流。
另外，朗诵名作可以对少数语气词
做少量的润色，但不能整句或者整
段地随便删改。”

薛中锐对自己艺术生涯的总
结是：“艺者，初为拙，渐为巧，巧生
华，华后则朴矣。”他说，人的一生懂
得的学问是有限的，那些经典的东
西大多数是“朴”的，为人为艺，皆是
如此，“所以我常告诫自己，上升时
莫张狂，低落时莫悲伤，沿着自己
心中的路，一直走下去”。

记者 倪自放

饰演索额图
入木三分,形神兼备

2018年9月9日,由省文化厅、省文
联主办的“好大一棵树——— 著名表演
艺术家薛中锐师生朗诵会”在济南成
功举办 ,年过八旬的薛中锐及其弟子
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声音艺术的盛宴。

“我是听着薛中锐老师播的小说
长大的。”朗诵会上 ,担任主持人的薛
中锐弟子华青说。也有更多像华青一
样的“60后”观众说,当年收音机里播
放的薛中锐播讲的《烈火金刚》《大刀
记》等陪伴了他们的成长。

朗诵会现场更年轻的观众则说 ,
“我是看着薛中锐老师演的电视剧长
大的。”人们难忘,薛中锐2001年参加主
演的电视剧《康熙王朝》在国内外连续
热播17年,他饰演的索额图被誉为“入
木三分,形神兼备”。此外,他还在《康熙
微服私访记》《纪委书记》《龙票》等20
余部电视剧中有着风采迥异的表演。

业内好友通过视频向薛中锐师生
朗诵会表示祝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
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说,“难忘薛
中锐老师上世纪80年代演的《布衣孔
子》。”著名演员吴刚说 ,“我是薛中锐
老师的学生。”中国朗诵名家、北京朗
诵艺术团团长殷之光说,“薛中锐演的
话剧《苏丹与国王》真棒。”著名朗诵艺
术家瞿弦和、虹云则亲自参加了朗诵
会,分别朗诵了《兰亭序》和《木兰辞》。

81岁老当益壮
压轴表演风采尽显

朗诵会的压轴作品 ,是薛中锐和
山东省话剧院演员们再现经典话剧

《布衣孔子》的片段。尽管已经81岁高
龄,带妆的薛中锐依然精神矍铄、风采
依然,短短不到十分钟的片段,已把孔
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的精
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薛中锐说已忘记自己演了多少次
《布衣孔子》,“但肯定超过三百场”。在
海淀演出时 ,大学生在演出结束之后
十多分钟都不肯散场 ,一直激动地欢
呼。对此,薛中锐告诉记者,“演戏就是
演人,演人是演人的内心,所以演员必
须把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才算是成功。”

薛中锐生于河北景县 ,成长于山
东,他说自己已经是一个齐鲁人。朗诵
会上,薛中锐弟子杨复、赵启男也朗诵
了《我是山东人》,向老师致敬。

著名影视、话剧表演与朗诵播讲
艺术家薛中锐去世，享年85岁，山东痛
失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家。

本报记者与薛中锐相识18年，深
切体会到薛老为人为艺，皆为艺术界
的典范。在之前的采访中，本报记者也
了解到业界对他的高度评价。

演“孔子”超三百场

自认是齐鲁人

▲薛中锐饰演的“索额

图”深入人心。

▲薛中锐在《布衣孔子》中饰演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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