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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禔：
身在他乡 心系国粹

本刊记者／孟建军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戏曲学

校的学生实践课上，一个身材瘦小的

少年走上台口准备为京剧《长坂坡》

伴奏。因为他个头矮小，想坐到高高

的椅子上感觉非常吃力，旁边的京

胡教师吴炳璋见状，赶忙伸出双手把

这个小个子学生举起来轻轻放到椅子

上。之后每次演出，都是吴炳璋老师

把这个小个子学生抱到椅子上拉琴。

当年这个拉琴的小个子学生后来是现

代京剧《平原作战》的琴师，他叫林

宗禔。

少小离家赴京学琴

“我父亲是律师，他从小喜好

昆曲，有着很深的修养。”去年，

林宗禔万里昭昭从美国回到北京，

传道授业之余，在他的学生季节家

里跟我讲起他的父亲、家学以及他

与京胡的渊源。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见过

父亲在公开场合吹笛子，表演昆

曲。”林宗禔称自己喜欢戏曲与父

亲的影响不无关系。1960年，13岁

的林宗禔离开家乡温州，考入中国

戏校，他的开蒙老师就是著名戏曲

音乐教育家吴炳璋先生。“第一学

期，所有文武场的乐器我都学，包

括打击乐。学了半年后，第二学期

学校开始分为文场（弦乐）和武场

（打击乐）两组学生。一年后，老

师根据学生的特点开始分专业，我

被分配学习京胡，第二年正式进入

京胡专业，师从吴炳璋老师。当时

学校的办学理念是‘学习要与舞

台实践相结合，边学习边舞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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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我在李维康所在的班进行合

作实践。每星期有排练课，排练场

地就在中国戏曲学校。有时也到校

外剧场演出。”林宗禔边学习边实

践，学了很多不同行当的戏，其中

有梅派的《宇宙风》《凤还巢》

等，同时也学了一些老生戏，如

《击鼓骂曹》《空城计》等。在戏

校学习的六年里，林宗禔刻苦练

琴，居然一次也没有回过温州老

家。

师从诸多名师大家

林宗禔回忆自己当年在中国戏

校的学习经历时说：“我的京胡基

础是吴炳璋老师给我打下的。1962

年，学校聘请杨宝忠到校给学生上

课，他教了我们一个学期，教了我

们《文昭关》和《空城计》。还请

了曾给余叔岩拉过琴的王瑞芝先生

教我《卖马》《洪洋洞》《打渔杀

家》等。”

林宗禔告诉我，他非常崇拜

何顺信先生，“我们第一次见面是

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因为当年外

国首脑来中国访问，必请到人民大

会堂小礼堂看一场文艺节目，当时

只能看样板戏。何顺信先生当时去

演出《沙家浜》，而我去演出《平

原作战》，他之前也知道我在样板

团。”从那时起，林宗禔正式跟何

顺信学琴，一直到1984年离开中

国。跟着何顺信先生，林宗禔学了

很多张派戏。林宗禔这样评价自己

的老师：“何顺信老师在京胡演奏

艺术上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自创

一派，对京胡演奏艺术是有很大贡

献的。他的革新成果在各个方面都

能体现出来。比如，他的套路（伴

奏谱）与别人不一样，技巧的使用

跟别人不一样，推拉弓的处理跟别

人也不一样，伴奏音符疏密处理手

法也与众不同。他的演奏技巧极其

丰富，有很多创新。无论是弓法还

是技巧，跟‘梅派’完全不一样，

很多花过门是他首创的。经他创新

的花过门至今还在流传。”林宗禔

说，“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后人

是否承认与继承。何顺信老师的创

新是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完

成，是时代的需要。”

规范教学受益终生

回忆起与何顺信先生的林林总

总，林宗禔说：“何老师是非常谦

虚的人，他对每个到他那里求教的

晚辈都会说：我这么拉不见得合适

你。他在谈自己的经验时，总是不

忘前人，凡是给予他艺术营养的，

他都会提到他们的名字。他非常刻

苦练琴，我每次到他家去的时候，

总见他在拉琴，即使是躺在床上，

他也手不离琴。怕吵着别人，他在

林宗禔制作的京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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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筒上别着一根小棍，躺在那里

拉。他一辈子热爱的就是琴。他的

演奏非常规范，看他拉琴，几乎找

不到一处不规范的地方，真是太讲

究了。”

林宗禔认为，规范对一个演

奏家是非常要紧的。“就像运动员

跳高跳水，他的动作一定要规范。

拉琴只有规范了，你的进步才会

快。在这点上，我的启蒙老师吴炳

章先生拉琴也是很规范的，所以我

终生感激这两位老师，在我年轻时

就教我如何规范拉琴，让我受益终

生。”

传统现代融会贯通

1966年8月份，“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林宗禔因为家庭原因被划

为“六类分子”的黑“子女”。特

殊的身份，使他远离政治运动。当

其他人被裹夹在运动洪流的时候，

他却躲在屋里拉琴，被

人称为“把脑袋钻进胡

琴筒子里拉琴的人”。

1 9 6 8 年毕业后，

林宗禔进入中国京剧院

（现为国家京剧院），

成为现代京剧《平原作

战》的原排琴师，并拍

成电影。当时他才2 6

岁。因为拉了《平原作

战》，让他声名鹊起。

林宗禔说，“样板戏是

洋乐队协奏，对京胡

的音色和音准要求非

常高，所以在这两点

上，我得到了极大的提

高。”林宗禔在学生时

期拉过六年的传统戏，

毕业后又拉了十年样板戏，文革结

束后他又拉了近八年的传统戏。除

此之外，林宗禔还伴奏过新编历史

戏，如《蝶恋花》《李清照》《汉

宫惊魂》，传统戏《玉堂春》等，

他经历了从艺的三个阶段：学生年

代、十年样板戏、恢复传统戏。这

三个阶段的舞台实践经验的积累，

令林宗禔的京胡演奏艺术日益纯

熟，演奏风格逐渐形成。林宗禔的

京胡演奏风格可用四个字概括：

美、味、神、情。他解释道：“京

胡伴奏首先要美，要悦耳，要有京

胡的韵味，要拉出人物的感情。这

是我的一生追求。”

琴师演员水乳交融

京剧的不同流派之间在演唱

风格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李慕

良先生伴奏的马派，何顺信先生伴

奏的张派。作为伴角儿琴师来讲，

他们二位的演奏风格是不同的，但

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琴和唱水

乳交融，拉出了流派的神韵。要达

到这种境界，不是很容易的事，琴

师要在传统的基本“套路”基础

上，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具体处理办

法，如音符的繁简、弓法的安排、

左手技巧的使用、对唱腔的美化、

抑扬顿挫的表现、演唱情感的烘托

等等，这里面有很多学问。林宗禔

说李慕良先生和何顺信先生是他学

习的典范。他认为，京胡职责不只

是伴唱而已，而是要“托唱和拉

情”。

身在异国不忘初心

1 9 8 4年 1 1月，林宗禔突然

离开了舞台，以留学生的身份赴

美到德克萨斯州州立音乐学院

学习，后来定居美国，从此从中

国的梨园界淡出。我问林宗禔离

开京剧舞台是否有些遗憾？他回

答：“开始有些遗憾，毕竟京胡

演奏是我热爱的事业。”其实林

宗禔并未消沉，而是积极创造演

出机会，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外国人了解京剧艺术。

1 9 8 8年，他在美国办了赴美的

第一场独奏音乐会。“过去我学

过二胡、板胡、笛子，在这场音

乐会上，我演奏了四种乐器。”

林宗禔还应邀到一些大学里举办

中国京剧音乐的讲座。除了传播

中国京剧艺术外，他还开班教成

人和学生学习民乐二胡和京胡。

不在舞台演奏时，林宗禔就携琴

去票房活动。“奥斯汀有京剧票

房，休斯顿也有票房，休斯顿票

房的人比较多。”林宗禔说，他

乐人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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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都要去休斯顿票房。三个小

时的车程，因为京剧的召唤他并

不觉得辛苦。他介绍说：那里的

票友前十年多来自台湾，近十年

大陆来美定居的票友多了起来，

票房里绝大部分都是华人。“我

在票房给他们排戏。票房也可以

向州政府申请拨款，但拨款不会

太多。票房成员要交会员费，

主要用于活动，请琴师，演折子

戏。”

京胡博客面向世界

2007年，林宗禔在美国创办

了属于他的“京胡林”教学博客，

内容很丰富，有很多京胡演奏基本

常识和演奏方法，一共二十课，全

部是他根据多年的舞台演奏实践自

己编的教材，同时还有林宗禔自

己演奏的视频，内容是“演奏欣

赏”“操琴心得”“演奏门诊”

等，非常直观。他还设计了提问和

回答的环节，他发布的“京胡演奏

心得”论文以及他演奏京胡的视频

达一百多个，深受国内外京胡演奏

者欢迎。他的京胡博客办了整整十

年。他说：“我希望在自己创办的

‘京胡林’博客的平台上，把自己

从艺57年的演奏经验和心得与大家

分享。”林宗禔还应邀到各大学举

办中国京剧艺术讲座。他居住的城

市有一个公众资助的电台，宣传不

同国家的文化艺术，“我在那个电

台用英文讲中国的京剧和艺术。”

从2013年到2016年，林宗禔连续四

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开办了四次

“京胡林”京胡讲座，听课的来自

全国各地，也有港澳、海外的京胡

爱好者，反响热烈。

自己动手制作京胡

自打到了美国之后，林宗禔开

始学习制作京胡，一切都是从零开

始。他说起自己制作京胡的初衷：

“过去洪广源、马良正制作好京

胡后，都需要演奏家为其鉴定和调

整；我自己就是从事演奏的，所以

知道好的京胡是怎样的音色。”

林宗禔严格按照传统尺寸制作

京胡。从烤担子、加工琴筒、做琴

轴子、蒙皮子到完成所有工序，都

由他一人完成。原来琴担子的末端

是平的，他将其改成马蹄形，他认

为这样对琴的稳定性能起到作用。

通常京胡琴筒前口处包裹着

一块蓝布，而林宗禔制作的琴，琴

筒前口处不使用蓝布，而是根据琴

筒、琴担子、琴轴三个部分的色调

搭配不同的琴筒布。林宗禔力求使

得三者的色调达到统一。沉浸在具

有创造性的工作中，

林宗禔乐此不疲。

林宗禔说，由于

时代的不同，使用者

的要求有所变化，比

如现在京胡的尺寸，

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

琴及老琴相比，尺寸

普遍得到扩展，变大

了。“比如旦角大二

黄，在我当初所处的

年代是没有的，在

上世纪80年代，张君

秋晚期，他唱的调门

变低了，何顺信先生

为了适应张君秋的调

门，开始与制琴师研

制出大二黄。”

林 宗 禔 先 后 制

作出三十余把不同调门的京胡，他

根据担子的外貌特征为每把琴起名

字，如“传教士”“九重霄”……

林宗禔制作的京胡从设计到琴

的声音，基本都能达到自己的要求。

他手里目前有洪广源、史善朋等名

家制作的琴以及他自己收藏的百年以

上的老琴，外加他在美国亲手制做的

三十多把琴，总计五十多把。

林宗禔拿出一把他亲手制作

的罗汉竹京胡，他为其取名“小萝

卜”。仔细端详，琴担子上面刻着

一行小字：京胡林。

在我和季节先生的要求下，

林宗禔用这把琴为我们演奏了一

段《小开门》，柔和优美的琴声

在不大的房间扩散，不爆不燥，

与林宗禔儒雅平和的气质十分吻

合。M

乐人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