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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江湖，而她的江湖就在琵琶的四根弦上，一挑一捻，用尽了一生的力气

赵聪：反弹琵琶征服世界
□ 余玮

家人给她取名“赵聪”，

隐含“耳聪目明”的深意

  赵聪的父亲是吉林人、母亲是上海人，因
喜爱音乐、互相欣赏而走到一起。赵聪就出
生在这样一个南北文化“混搭”的音乐世家，
自言“打娘胎里就开始听母亲演奏琵琶，觉得
琵琶就像长在我的身体里”。6 岁那年，她开
始随母亲孙朵萍学习琵琶。“母亲是我的启蒙
老师，年轻时她是话剧演员、女一号。她非常
聪明，自学了琵琶，还会弹钢琴、唱歌。母亲
是我的偶像、我的女神，她几乎集中国女性的
所有优点于一身，她身上充满力量和乐观精

神。”

  家人给她取名“赵聪”，隐含“耳聪目明”
的深意。“我有一个姐姐，大我两岁，她先学乐
器，父亲教她小提琴、钢琴。那个时候，大家
都觉得学西洋乐器比较洋气。6 岁时，我要学
琵琶，我母亲办了个小雪花艺术团，她要我当
众叫她老师。母亲一口气招了10 个学生，为
了增加竞争压力，她总表扬我旁边的那个孩
子，这样就更激起了我练好琵琶的欲望。我
母亲很智慧的，一直给我灌输要上中央音乐
学院的意识。正常情况下，我一般练6个小时
琵琶，有一天我挑战自己，练了10 个小时，头
有点晕、有些发烧，但人特别高兴。”赵聪说，
母亲给她创造了很多登台机会，她曾多次获
过省、市比赛第一名。“很多东西是在舞台上
练出来的，不是在琴房里练出来的。作为家
长，我让我女儿多看多听，用我母亲教育我的
方式教育孩子。” 
  赵聪回忆童年并没有因为学习琵琶而感
觉痛苦，反而因此快乐。“我可能是为琵琶而
生的”，这种由内而外的宿命感和择一事终一
生的坚守，使她自然而然地将学习琵琶过程
中的困难化成了蜜糖。
  琵琶是民乐里较难的乐器，难就难在音
域广、指法类型多，演奏需要拨动琴弦、按压、
屈曲、弹触等完成。早年学习琵琶时，赵聪有
着坚强的毅力，坚持训练手指的灵敏度，开启
音乐的梦想。她在学琴的路上一直是随性
的，非常感谢母亲给了自己宽松的学琴环境，
没想到儿时的爱好后来成了自己的事业。《十
面埋伏》是她自七八岁时就熟练弹奏于心的
古曲，30 多年后她与作曲家马久越合作新编
该曲，用电子音乐伴奏，配合强劲的鼓点，还
用她专门设计的“水晶琵琶”弹奏出古风新
意，令乐坛耳目一新。回忆当年，赵聪坦陈：

“当时不敢在中国首演，是在首尔演的，没想
到2 万多人的露天现场被‘嗨翻’了。我的信
心是观众给的。”
  前几年，赵聪曾改编过《梁祝》，由全家人
演奏。经过全新编配的《梁祝》，少了些许原
版的悲壮凄婉，多了一份温情的韵味。演奏
中，琵琶的清脆，钢琴的悦耳以及小提琴的柔
美交相辉映、感染力十足。赵聪与家人彼此
间眼神有爱的互动，也让现场充满着家庭温
馨的气氛和爱意。
  小时候，赵聪玩过魔方。最初，她只是看
到他人玩魔方出神入化，运转自如，“咔嚓咔
嚓”声中全部复原。她因心动而行动，慢慢翻
转中也能还原魔方，收获快乐。让赵聪没有
想到的是，儿时曾结缘魔方，长大后将这“拿
手好戏”以另一种方式重现。谁说只有小提
琴才能拥有透明的水晶材质？赵聪打造了水
晶琵琶，时尚的外衣让古老的乐器熠熠生辉。
谁说琵琶只能老老实实地坐着弹？赵聪发明
了“背负式琵琶”。在“愤青”时代，她就尝试
过混搭摇滚、Rap、各种变奏……这么多年来，
赵聪一直在思索，一直在创新。 
  “我喜欢创新。在央音刚毕业时，我和同
学搞了个组合叫‘music cat（音乐猫）’，乐队
中既有小提琴、大提琴等西洋乐器，也有琵琶
等民族乐器，合在一起是一种世界语言，丰
富、有趣。组合里小提琴特别‘嗨’，我就开始
琢磨：吉他可以‘电’了，琵琶为什么不可以？
然后就学着吉他的样子发明了一个能站着弹
的电琵琶，演奏起来热血沸腾，我也像人家
小提琴手一样在舞台前端跑来跑去。”赵聪
努力让民乐与其他乐器交融，让东西方乐器
寻找到共同的语言，进行音乐的多元化组
合。在她的脑海中，音乐就是浮现出的一个
个“魔方”，“魔方”不同的面既变化莫测
又和谐统一。于是，舞台成了“魔方”表演
的平台，成了自己永无止境的挑战空间：赵
聪主导创作的《玫瑰探戈》，琵琶的独特魅
力搭配西方乐器的风情，让音乐嗨起来了！
中央民族乐团与故宫博物院及芝加哥交响乐
团打造的“天地永乐·中国节”以“云合
作”的方式，打破音乐严肃的语言界限，让
民乐飞到更远的地方。她以“玩魔方”的心
态，在不同的媒介向世界推广中国民乐，将
琵琶“玩”出了国门，掀起了中国民族乐器
热。 
  2014 年，赵聪创作了《丝路飞天》。未到敦
煌采风前，印象中的敦煌于她是绚烂夺目的。

“到了实地，发现壁画经过上千年的洗刷，非
常斑驳。”在莫高窟漆黑的洞窟里循着导游手

电筒的一丝光束，赵聪感受到敦
煌壁画里的飞天带给自己的无比
震撼与感动，似乎在穿越时光与
先人对话。“创作这个作品时，始

终有一种画面感萦绕心头，一个一个飞天鲜
活起来。闭上双眼，任由旋律和灵感找到我，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作品中除了运用了经典
指法旋律，还创新了演奏技法，并在和声结
构、节奏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这首琵琶协奏曲完成后，作为纪念敦煌
1650 年的特别演出在敦煌的九层塔前呈现，音
乐画面感十足，仿佛能看到一位手持琵琶的
飞天女子，踩着祥云，从遥远的古代穿越而
来。敦煌一年中不怎么下雨，而当天在赵聪
演奏《丝路飞天》时，竟下起了毛毛细雨。全
情投入的赵聪，不知不觉泪如雨下，似乎伴着
琵琶声、雨声，梦飞天，一切无法言说。此情
此景，令在现场的“敦煌的女儿”樊锦诗都不
禁感叹“这是感动天女，天女散花了”。
  反弹琵琶，现多指突破常规的思维和行
为，其实这是敦煌壁画中的一种舞姿造型或
最具特点的画面。在敦煌壁画中，琵琶出现
了600 多次，而手持琵琶、边弹边舞的绘画也
有数十幅。舞姿有怀抱竖弹、挥臂横弹、昂首
斜弹、倾身倒弹、背后反弹，特别是背后反弹
琵琶，难度非常高。敦煌第112 窟中就绘有一
个反弹琵琶的天国舞伎：她头束高髻，上身半
裸，琵琶置于脑后，丰腴的双臂在斜上方反握
而弹，踏足而舞，舞带展卷，神情沉着自然，充
满无限活力。双脚拇指跷起似在晃动，以应
节拍。天女两眼微微下垂，神态自若，美若
天仙。
  反弹琵琶，实际上是奏乐又跳舞，把高超
的弹奏技艺、绝妙的舞蹈优雅迷人地集中肩
上，这是当初善歌善舞的原型，还是画工奇异
的想象和杰出的创造？关于反弹琵琶最早出
现时间和艺术源流一直没有明确答案，曾有
人宣称反弹琵琶是中国人独创的乐舞高峰，
是中国舞蹈史上民族艺术的绝技。 
  由于琵琶自身重量和演奏者演奏能力的
局限性，演奏者并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意义上
的反弹琵琶。可在2022 年央视元宵晚会上，
由中央民族乐团演奏家共同演绎的《齐天乐》
中，当赵聪反弹着琵琶缓缓转身之时，台下爆
发出热烈的掌声，观众亲眼目睹了真实的反
弹琵琶。“很多人认为，反弹琵琶这一美妙形
象仅是舞蹈造型，‘真枪实弹的弹奏’未必是
历史的真实，这一论断恰恰促使我有了‘以身
试法’的想法。”赵聪说。
  为了尝试反弹琵琶，赵聪坚持练习瑜伽
数月，不断练习开肩的动作，手臂越来越柔
软。“最难的是把手反过去，反手的滑弦、
轮指对于正常人来说都是很难的事。”赵聪
又联系了上海敦煌民族乐器一厂，根据敦煌
壁画先后复原制作了4 把琵琶，从音色、形
制、外观、大小、重量一遍遍试验，并在服
装设计师的巧妙设计中寻找到反弹的支点，
把不可能一步步变成可能，最终技惊四座。
节目播出时，赵聪反弹琵琶的“神仙场景”
让观众眼前一亮。
  成功的演出，更笃定赵聪的创作态度：
“阳春白雪，毕竟是小众。要被更多的大众喜
欢，还要符合大众Pop的语言表达。”
  “和西洋音乐相比，中国民乐的曲目实在
太少了。我想写的，不是那种简单的曲子，而
是希望其中有中国文化的厚重体现。我一天
作曲都没有学过，我写的都是给我特别大的

冲击力的东西。”赵聪因此打开了一扇门，创
作了许多有赵聪特色的作品。很多曲子都有
赵聪的心血在，有的华彩部分是她写的，属于
她的艺术符号鲜明地体现在作品中，她希望
能为琵琶演奏多留下一点作品。
  “传统和创新从来不是割裂的，传统是创
新的根，离开了传统，创新是浮的、空的。心
中有创新的种子，脚下有传统的根，才能长成
参天大树。”以弘扬中国民族音乐为己任的赵
聪，致力于琵琶艺术的世界推广，在继承传统
中勇于创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第一和唯
一。她曾用琵琶与钢琴、弦乐四重奏等多种
乐器相结合的全新表达方式，刷新民众对中
国传统民乐的认知。“我们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很强，各种音乐元素被琵琶这件乐器很好地
吸收进来，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用琵琶演奏各
种风格的音乐。作为一个‘混血儿’，它能文
能武，可以西方，也可以东方。琵琶的古曲，
意境高远，而当它与流行音乐、电声结合在一
起时也不会有违和感。”  

中央民族乐团建团以来

最年轻的女性掌门人

  2021 年2月3日，赵聪就任有着“民乐国家
队”之称的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这是中央民

族乐团建团以来最年轻的女性掌门人。

  1990 年，赵聪考入吉林艺术学院附中，师
从琵琶教育家、演奏家孙树林教授。“孙老师
对学生非常苛刻，有时为一个音上几个小时
的课，不对就过不去，他一定要找到最传统、
最正宗的味道才行。因此，我学会了隐忍。”
1996 年，她如愿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著名
琵琶教育家李光华教授。“李老师最大的特点
就是因材施教，我后来的各种尝试他都非常
支持，也会经常出主意。可以说，我在合适的
时间遇到了合适的老师。”2000 年，她以优异
的成绩毕业，同年在文化部举办的业务资格
考评中获得第一名，并考入中央民族乐团。
  对于一个顶级的演奏家来说，技术不是
问题，关键是内心在不停地与自己抗争，战胜
自己。在许多人眼里，赵聪的面前是无数的
鲜花与掌声。其实，早年她参加过一个比赛，
曾弹得一塌糊涂，“什么也没有得到，给了我
一闷棍”。原来，她当时弹《塞上曲》，弹着弹
着，突然转了调，且转了两次。“我像疯了一
样。人太顺了，容易被打击。台上近百人，我
默默藏在琴后。我好像就不会弹了，怕哪个
音调错，怀疑手指是不是按错了。人要是没
有信心，是多么可怕。”过了好长时间，她才调
整过来。
  初到中央民族乐团，她感觉一切是新鲜
的，也很自豪。有一次，去美国演出，她竟将
琵琶丢在了大巴车上。
  赵聪在中央民族乐团一步步成长起来。
“中央民族乐团注重传承，乐于拥抱新鲜事
物。民乐的‘出圈’，离不开守正创新。”她说，
自己从来没有停止向优秀的艺术传统学习、
汲取营养。琵琶在赵聪的指尖下成为“神
器”，让其独特韵味游走在天地之间。她一次
次将现代流行元素植入传统音乐作品，博得
广大观众的赞誉。

  “在我的世界，没有男性女性、东方西方
之分，关键看有没有创造力，有创造力才有生
命力。”不过，她承认，“乐器大师几乎全是男
性，一方面他们比较执着，一直在坚守，另一
方面他们基本上同时具备了男性的爆发力和
女性的细腻。在艺术上，细腻和爆发力是两
者要兼顾的。所以在演奏的时候，最好忘掉
自己的性别。”跨越文化差异、超越性别能力
的局限，赵聪徜徉在艺术人生里自在无边。
  言及男女性管理者的差异，她直言：“女
性可能更细腻、更有韧性，男性更有创造力。”
同事说，赵聪在生活中就是一个温暖贴心的
大姐姐，有些心里话愿意与她分享。
  担任团长后，赵聪的创新理念在推广国
乐上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并对民乐的发展与
探索有了许多新的思考。三星堆遗址是中国
现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以历史久远、文物精
美、文化独特、神秘莫测而引起世人的瞩目，
有力地证明了古蜀国的存在和中华文明起源
的多元性，不断出土的文物也一次次印证三
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2021 年，第一次踏入三星堆博物馆
时，赵聪便被千姿百态的文物所吸引，数千年
的历史文化深深震撼着她。“古蜀国留给我们
太多谜题，又赋予我们庞大的探索空间，激发
着我们无尽的想象。”赵聪萌生了强烈的创作
愿望。在她看来，历史与想象之间的“留白”
就是创作者和演奏者可以发挥和值得发挥的
地带，她决心以一部作品用音乐的力量向历
史致敬。 
  赵聪注意到，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
中，现代化科技的助力贯穿于文物勘探、发
掘、保存、修复所有环节，让三星堆遗址的发
掘迈入科技考古新时代，让那些沉睡了数千
年的文物被渐渐唤醒。在三星堆博物馆相关
人员的指导下，赵聪终于成功创作了首个元
宇宙概念音乐作品《三星堆·神鸟》，作品以

“三星堆文化国乐艺术 元宇宙 概念音乐”
的多元表达形式，呈现三星堆这一世界文化
瑰宝穿越时空的魅力。  
  作品《三星堆·神鸟》运用处理后独特
的琵琶音色和特殊的音效技巧，将数千年前
的神秘与浪漫、时尚与炫酷交织缠绕，在神
鸟传说和乐器元素中创建出贯通未知概念的
神秘图腾信号，已知结构组成全新未知领
域，重现神鸟的神秘能量，勾勒出一幅流动
波澜的历史幻境。这种情境化的表达，既保
证了艺术的虚拟性，也保持了历史叙述的连
贯性，漫长的岁月用一把琵琶连接起来，从
而获得对远古文化的接通与想象，让国人感
受国乐的新潮演绎。
  赵聪用指尖拨动心弦，引领听者的思绪
乘着时光穿梭到古蜀时代，用艺术的通感让
聆听者触及流淌数千年的文脉，感受中华文
明的早期交流互融及其多样性和丰富性。
  从演奏者到乐团的领导者，赵聪一直在
创新、思考。之前只需要考虑自己如何演奏
得更好，如何创作出更新颖的乐曲，现在需
要把控整个乐团的发展方向，和抖音、快
手、 B 站等时下最流行的媒体平台合作。
“音乐本身要足够吸引人，品质要足够好。
中央民族乐团的未来，还得进行战略性考
量。”看了电影《夺冠》后，赵聪说：“从

此以后，中央民族乐团没有你，没有我，只有
我们。”
  尽管已是乐团的主帅，赵聪依然坚持每
天练琴，每晚9 点后是她与琵琶的独处时间。
她的办公室里也放有琵琶，工作之余适时弹
弹，即便外出开会，她也经常带上自己心爱的
琵琶。“练琴是最有安全感、最幸福的事情。
琵琶对我来说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是生命的
延续。”对世界的理解、表达有多种多样，赵聪
选择了音乐，选择了琵琶。她将情绪通过琵
琶毫无障碍地表达出来，看完赵聪演出，有人
形容其“人琴合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江
湖，而赵聪的江湖就在琵琶的四根弦上，一挑
一捻，用尽了一生的力气。 
  这位中国新民乐领军人物，思考的更多
的是如何让中国听众享受到别出心裁的传统
民族音乐，中国民乐如何与世界音乐交流与
融合，如何通过音乐让全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民乐要强大，要在世界有自己的声音，就得
有人、有作品。人，一个是培养我们的年轻
人，一个是引进人才。作品，我们不光有传统
的作品，还有义务引导现在的作曲家创作现
代的作品，当然还要引导听众。我们赶上了
一个好时代，国风国潮的兴起、中国人的文化
自信开始建立。”
  好在这么多年的历练，给她打开了眼界，
给了她全新理念。善于“反弹琵琶”的赵聪，
在管理创新与央团发展上自有特别的招
数……

“完美的演奏，

让中国民乐充满希望”

  国乐，在很多人印象里，是传统、风雅的
代名词，但在一些年轻人眼中，国乐颇为高
深。“确实是有距离，所以我们要俯下身去聆
听年轻人，看他们喜欢什么，用他们喜爱的方
式，用真情实感打动他们。眼下国风国潮在
年轻人中很具影响力，这证明我们自身文化
的吸引力，也引领年轻人进入更广阔更深层

的中国文化空间”。赵聪认为。

  如今，中国民乐已越来越以新的样态出
现在人们面前。赵聪就是民乐现代化、国际
化表达的牵线人、参与者，由于她及她的同行
一系列跨界动作，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听众开
始接受和热爱中国民乐。赵聪坦言，在推广
中国民乐之初，尝试过学习流行音乐的表达
语言、传播手段，以期能被大家认知、喜爱。
  使用电子乐器以及相关技术制作的电子
音乐在不同区域流行或普及，“为什么大家
会喜欢它？因为有和声和节奏的加入，音乐
变得更丰满了。中国民乐和声少一点，旋律
多一点，韵味多一点。如果我们把电子音乐
的和声和节奏加入国乐，同时又不缺失韵味
和特色，听众就很容易接受。”赵聪说。交
响乐走近民众，就是因为创作者坚持交响乐
创作的民族化方向，大胆吸收借鉴交响乐创
作的技巧，创作出了一批具有较高艺术水准
的交响乐作品。于是，她有了让中国民乐走
出去的信心与力量。“中国民族器乐无论是
历史底蕴还是演奏技法都非常了不起。”她
说，只有找到融合共通的东西，情感才能够
交流。
 　赵聪认为，音乐中的中西结合不应只是
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新民乐不仅仅是
民乐加电子音乐，不是用琵琶、二胡去演奏
《拉德茨基进行曲》，更不是将咖啡与茶搅
在一起的“咖啡茶”。演奏中，琵琶与提
琴、爵士钢琴互相交错，要让琵琶的个性语
汇与西方乐队的整体气势积极互动，在与乐
队的“齐奏”中和谐相生，不落下风。
  言及中国民乐在国际化道路上面临的挑
战，赵聪表示，缺乏好作品。不过，她“慢慢发
现越来越多年轻作曲家开始成长了，自信了。
有了好的作品 ，中国民乐一定会越来越
好”。 
  代表着当今中国琵琶演奏的最高水平，
赵聪先后出访过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
的50多个国家及地区，并多次在重要国事活
动、海外访问活动中担纲演出，40余位外国
元首聆听过她的琴声，曾获文化和旅游部
“海外推广个人贡献奖”，被誉为“音乐外交
官”。英国《卫报》评论：“赵聪完美的演奏，让
中国民乐充满希望。”赵聪用琵琶向世界展示
了当代中国音乐的美。
  谈及每次演出面临的压力，她表示“当
全世界的目光聚集，演出又代表着中国传统
文化时，的确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不过
在最后走台的时候，当把杂念都去除，回归本
真，只剩下自己和音乐面对面，这段经历是对
自己的升华”。放眼赵聪的人生，追及她内心
深处，琵琶带给赵聪的远不止在国际上获过
的数不清的荣誉。弦上所语，即为心中所语。
于赵聪而言，琵琶是她的知己，是她本身。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在这位推广中国
传统音乐和文化的“音乐大使”看来，
用民乐与听众沟通是种很好的对话方
式。“音乐本身跨越了语言的障碍，民
乐极具自身特色，音准、建制以及技术
在世界民族音乐的大家庭都是领先
的。未来，我们乐团会一边继承传统、
打磨古曲，一边继续拓展
民乐的现代化表达。”

  2016 年的那个夜晚，西子湖

畔。她用指尖征服了不同语言、不

同肤色的听众。于是，世界认识了

她，也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琵琶。

  她的笑容灿烂得如同一簇火

焰，能使话题变得轻松，交流氛围

热烈。在她交谈的快语速里，能感

觉到她工作的快节奏，她创作、演

出、团务等连轴转的状态。

  “弹指之间穿越古今，无问东

西自在无边。”这 16 个字，是赵

聪的座右铭。这句话的前半句契合

了她作为一名琵琶演奏家的艺术向

往，后半句则是她成为中央民族乐

团团长之后在国乐推广上的鲜明理

念。创新，是这位琵琶演奏家的特

别标签。在她眼里，乐器都是有生

命的，她用声音滋养着它，让“反

弹琵琶”走出千年壁画，寻找中国

民乐的世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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