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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音乐这些年
李 健

时隔多年，再一次来到（清华）西阶，
跟过去已经完全不同，条件好太多了。１５
年前，我在这里学过信号与系统，当时我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多年之后我会在这里讲
音乐。生活真的是太奇妙了！
今天来了很多学琴的人，我还是结合
吉他讲起吧。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那时有
很多关于吉他的电视剧和电影，有一天我
突然觉得如果能够自弹自唱该有多好，就
报了一个最便宜的吉他班，４０ 块钱一个月，
当时我的想法是只要会弹唱两首歌就 ＯＫ
了。学了一个月，老师都教一些“偏”的歌曲，
有一首是《兰花草》，是一首不需要左手
就可以弹唱的歌，另一首是日本的《四季
歌》。在初级班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天忽
然停电了，老师点了一支蜡烛，坐在桌子
上，用一把古典吉他弹奏了《爱的罗曼史》，
这是一首比较通俗的独奏曲，我一下子就
被深深吸引了，就又交了 １５ 块钱，学下一
个班。学了三个月，老师又弹了一首更好
听的乐曲，我就继续学，继续交更多钱。
后来因为我表现得不错，弹得也比较好，
就帮老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打
扫教室、调琴等等。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
调 ６０ 把吉他，所以耳朵练得比较好。随着

李 健

我就跟老师学习的深入，我还带了两个学
生，教他们弹最基本的乐曲，他们的学费
我是拿不到的，正好抵消我向老师学琴的
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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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我弹和声的时候，并不知道我弹
的是哪些音，只知道这个是 Ａ 小和弦，Ｄ 小和

鸭子”等专门唱和声的人，因为自己就可以
找到和声。

弦，直到后来弹古典琴，我才知道为什么这个

另外一个在清华很重要的事件，是在大

小节要弹这个音、这个和声，为什么下个小节

二的时候开始了辅修课程，是中国音乐学院和

就要换和弦，这是古典吉他教给我的。我觉得

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在清华教的乐理。我们学

吉他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启蒙者，内地、港台的

得很系统，有艺术概论、民歌学、一年半的视

歌手，包括我在内，百分之八十是在吉他的引

唱练耳、斯波索宾的和声学，还有基础乐理、

领下打开音乐之门的。因为吉他是一个特别好

曲式分析。学到大概是两年半的时候我退出了，

的乐器，它能从最简单的简谱，到五线谱，到

因为电子系的功课实在是太重了，尤其是我刚

和声学，甚至到最难的巴赫的复调音乐，一步

才提到 “信号与系统”，还有一门最重的课

一步引领你。

叫“随机过程”。我觉得如果不把音乐辅修课

现在有一个误区，认为吉他是流行歌手

停掉的话，我在电子系就很难毕业了。尽管如

或是摇滚歌手的一个道具，好像成为了一种装

此，这么多年古典音乐的学习，还是让我收获

饰品。其实在我看来，吉他真正的价值还是在

很大。

古典吉他这一部分，我学琴、做音乐，受益最

那时候学校的创作气氛也非常浓厚，那

多的还是在古典吉他。世界上有四大乐器：钢

时已经成名的高晓松、老狼，包括郑钧等，

琴、小提琴、大提琴和吉他。有的音乐家形容

也经常来学校表演，给我们这些热爱音乐的

很准确，钢琴是乐器之王，吉他相当于是王子，

人很多鼓励。九四年《同桌的你》刚刚流行，

小提琴是公主。吉他有独特的魅力。

老狼在大礼堂唱歌，下面掌声如雷，我很羡

进入清华以后，我梳理了我在音乐上的

慕。我想，要是有一天我像老狼这样就好了，

一些杂乱无章的技术和知识。我去了清华的

能够站在舞台上歌唱。多年以后跟老狼说过

合唱团，合唱团里有四个声部，那个和声特

这个事儿，老狼笑呵呵地拍了我一下，说：“你

别美妙。当时有一个高年级的同学被称为“和

可以呀 ！”

声器”，就是你唱什么他都能和声，我们有

现在我坐在这里，逐渐梳理我这些记忆

一次唱越剧他也能和声，一下就能找到 ３ 度

的片段，特别美好。毕业的时候有人说，如果

的关系。半年以后我也会了，别人一唱，我

在清华不考试的话，愿意在这儿生活一辈子。

就也能找到高的大 ３ 度和小 ３ 度。后来我特

当歌手之后，有人采访我，问清华对我音乐创

意去学了一下男低音的声部，后来我在水木

作的影响。我想一想，说：如果不来到这个学

年华的时候，唱和声不用额外请当时的“黑

校，我可能不会做一个歌手。恰恰是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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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院校，当它的人文气息出现的时候，就

的心跳速度，只不过他多唱了一些 １６ 分音符。

会特别吸引人。学校有很多人文艺术方面的协

这个规律是非常明显的。我第一次听甲壳虫

会，比如诗社、古典音乐学会、吉他协会、国

的《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的时候很失望，我觉得唱得

标舞协会等，我想我可能比其他同学更有一些

太随意、太不讲究。但是那个师兄跟我说完

额外的收获。

之后，隔了一段时间我再听《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九六年我在清华北门的民房里住了一个

感动得热泪盈眶。听罗大佑和甲壳虫给我打

夏天，遇到了一些流浪的诗人和画家，他们的

开了特别好的一扇门，它告诉我，音乐中最

说话方式、生活方式和作品，都给了我不一样

重要的是简单与真诚。

的感觉，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有一些

大学三年级以后，我听了很多好音乐。

创作的冲动。我看到了他们的诗歌和油画后，

在学习辅修课之后，我又开始听古典音乐。

发现还有另一种思维方式存在。我喜欢《梵高

我最初对古典音乐都是敬而远之的，有很多

传》、《麦田守望者》，后来看博尔赫斯的作

同学听肖邦、舒曼，包括更深一些的斯特拉

品，都给了我很多人文上的鼓励。后来我写了

文斯基，我总觉得他们在附庸风雅。等真正

一首歌叫《风吹麦浪》，其实是在写这一阶段

有一天，你学得多了、听得多了的时候，你

的记忆。

才能够欣赏古典音乐。到今天为止，我每天

我有一个学长也写歌，经常说一些很有哲
理的话。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面前，说：
“李健，

是海洋，是源泉，所有的音乐类型都和它有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说我怎么了。他说：

关。比如说甲壳虫，他们只不过是用吉他来

“你老唱一些谭咏麟他们的作品，你为什么不

演绎古典音乐我当歌手之后，也开始疑惑：

去唱更有深度的呢？”我就问，什么是有深度

为什么那么好听的音乐，很多人都不听，而

的歌曲。他说：“你应该多唱唱罗大佑，唱唱

去听其他的音乐？但现在想一想，我也是那

Ｂｅａｔｌｅｓ。”我说：“我听过他们唱，但我觉得

样过来的。我现在再听小时候听的那些歌曲，

他们唱功不行。”当时我对音乐的理解很长一

除了有一些情结，很难再得到音乐上的感动。

段时间是停留在技巧上。他非常生气，“啪”

音乐就像人一样，有一个成长期，责怪一个

地把酒瓶放到桌上，愤怒地说：“你是一棵好

人的审美是没有意义的。

苗子，你不能再这样了！”当时给我吓了一跳。

作为一个歌手，你既要考虑公司利益，

后来我就真正开始去听他说的这些人的音乐，

提高唱片销量，又要有一点坚持，就是希望

的确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

你的音乐能引领大众，让他们欣赏你的音乐。

其实我在音乐上的成长经历特别能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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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的音乐有一半以上都是古典音乐。因为它

８ 年前我写《传奇》，是一首特别不起眼的歌

映当今的乐坛。我能理解为什么网络歌曲那么

曲，但今天恰恰成为卡拉 ＯＫ 中很多人唱的歌，

流行，我能理解为什么小孩儿爱听港台歌曲，

这可能是坚持的一个结果，但绝大部分事情

有很多农民工拿着声音巨大的手机听音乐，

都不是立竿见影的。我在大学里面写了很多

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也是从港台歌曲

歌，我经常会问我的同学：“你听我这个旋

听起，因为港台歌曲最简单、最直接，你可

律怎么样？”同学心情好的时候会说：“还行，

以测试一下，流行歌曲的速度基本上都是每

挺好。”他们有时也会问：“李健，你写这

分钟 ８０ 到 ９０（拍），跟你的心跳是一样的。

些有什么用啊？”他们说：你写这些能出国吗，

比如周杰伦的《双节棍》，它的律动也是你

能卖钱吗？我困惑了那么一阵，后来也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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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为热爱。我是一个容易敏感，但也能

由，想法能得到实现。比如我想请两三个弹

很快把不好情绪忘掉的人。很多事情在当时

吉他最好的人来帮我录音，可以做到；想与

看来是没有用的，不能立刻给你换来名和利，

中国爱乐乐团合作，公司也会支持。我觉得

但它一定在潜在地慢慢的培养你。我觉得音

这就够了，这就已经很自由了，所以再做一

乐是弥漫的，很随机的，但它也是很公正的。

些额外的我也能接受，慢慢地去适应。如果

我新唱片里有一首歌，其中两段旋律就是十

换成几年前，我在这里讲座，面对摄像机我

几年前创作的。它就像有生命的精灵一样，

还不太行，一定会中间停掉，也有思维卡住

潜伏在某个角落，在你需要的时候，它可能

的时候。我第一次上节目，说“大家好，我

出现、成长，然后帮助你。

们是水木年华”这一句话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说实话，我并不是特别热爱也不太适应

后来我再看当时的录像，发现自己的目光都

这个行业，因为歌手很多时候做的事情与音

呆了，就是完全不适应。我是一个没有表现

乐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总在说，我是少数

欲望的人，以前我上场，都会想赶紧唱完赶

的很幸运的人之一：靠自己的爱好为生，并

紧走，甚至有时候都抢拍，但是今天就好很多。

且把自己养活得挺好，在做音乐的时候很自

人是有转变的，我现在愿意上台，享受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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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即使音响很不好，也能够尽量把声

了。不识谱也可以做音乐人，也可以编曲，也

音控制得好一些。

可以不知道每个乐手拉什么音，在电脑上都

音乐行业涉及到很多因素，光有热爱是
不够的。两年前我跟谭咏麟吃饭，他是我小

它以极大的速度传播了歌曲，但也让一些好

时候的偶像，他跟我说：“李健我告诉你，

的歌曲没有什么出路。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

什么行业都有规律，惟有咱们这个娱乐圈是

这个时代不太容易让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湮没

没有规律的。这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

掉，而那些可上可下的人，机遇对他们来讲

今天想来，真是这样。我觉得今天包括电影、

是最重要的。比方说，像窦唯，像张亚东这

电视剧在内的整个娱乐圈，已经像一辆疯狂

种编曲者，包括王菲，无论在哪个时代，他

的赛车，不知道开向哪里。以前你可能觉得

们都能够出类拔萃，换到今天，去掉某些条件，

它还有一个方向，但今天它已经没有方向了。

他依然也够好。

你以前唱得非常好，有才华，基本上做很多

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足够好，要

宣传，这歌就差不多能够传唱、能够火。可

想一想这个好其实是一个有好几个参数的好。

是今天，即使有那么多成功的唱片公司的老

首先，你得唱得好。什么叫唱得好？流行音

板，那么多资深的媒体，也没有一个人能够

乐最大的魅力在于特色，而不是声乐。比如

预测一首歌的命运。

说汪峰唱得很好，许巍唱得也很好，但是他

我想，也许是因为计算机的发展，导致
了今天所有行业的改变，人们的选择性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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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完成。这样有好处，但也有很多弊端，

们参加歌手大赛可能复赛都进不去。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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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不符合标准的。但流行音乐最大的魅力在

他，或是坐在钢琴前，弹唱一首歌，你的水平

于它的特色，歌手有特色、足够好，比如像朴树，

就一览无余，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他就能有足够的魅力吸引人。如果你是一个热爱

很多真正唱得好的人，或者是对音乐有自

歌唱的人，你把歌唱得特别像周华健、满文军或

信的人，不太愿意把编曲和配器做得特别复杂。

是其他人，这个不叫好，因为你没有自己特色。

很多好的欧美音乐，它们的伴奏非常少，Ｎｏｒａｈ

唱歌永远是一个低门槛，但是要求非常高的艺术，

Ｊｏｎｅｓ 是最明显的，就三四样乐器，还是同期录

真正的唱歌是比修养，比意境，而不是像奥运会

音，同时来演奏。我觉得她是简约之美做得最

那样，更高、更快、更强。

好的。弹吉它的人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扫弦，

然后，你唱歌不能有太多的毛病。现在我认

这一扫弦下来有好几个跟音出来，比如 Ｃ 和弦，

为唱歌的最大的毛病就是颤音。你仔细听欧美人

中音和高音的 Ｄｏ 都有。但我看 Ｎｏｒａｈ Ｊｏｎｅｓ 弹

唱歌，尤其是乡村音乐，是没有颤音的，是直声

琴的时候，当贝斯手弹出 Ｄｏ 的时候，钢琴手一

唱法。我觉得直声唱法是能够存留最久远的。你

定要避开那个音，在乐理上基本形成了像古典

现在听 Ｊｏｈｎ Ｄｅｎｖｅｒ，或那些更老的人，是没有

音乐一样严格的四部和声，非常的严谨。音乐

颤音的。颤音特别容易过时。我觉得港台那一带

像建筑，到最后就是“Ｌｅｓｓ ｉｓ ｍｏｒｅ”，做减法，

今天还在听齐秦，就是因为齐秦的唱法是独特的。

越来越简单。

他非常直接，不像很多歌手，一个颤音颤出一个
大 ２ 度来。

对于我的新唱片，朋友们如果喜欢才去买。
如果一张唱片里你只喜欢一两首歌，你根本没

在做音乐上，我觉得唱歌是最难的，但现在

必要去买，在网上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一下就 ＯＫ 了。我

我们总强调一个歌手能不能写，是不是原创。歌

也是这样。我只会买特定的几个人的唱片，哪

手能够创作是锦上添花。王菲很少创作，或者说

怕是去国外订购更好的版本。唱片现在已经变

不创作，但能唱得那样好，把嗓音像乐器一样控

成一种荣誉，以前不是。如果现在谁说，李健

制的人是非常少的。

我买了你的唱片，我觉得这是真正喜欢我和理

如果你热爱创作的话，创作是在另一个领
域给你加分，但并不强求的事情。我以前创作过，

解我的，不像以前，每一个人都很容易买一张
唱片或磁带。

了解一个人创作所经历的过程：从简单的模仿

虽然唱片卖得越来越少，但人们是不会停止

一些港台歌曲到追求一些奇怪的和声，好像一

对音乐的需要的。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音乐

首歌里如果没有写降 Ｍｉ 升 Ｆａ 会觉得太没意思，

做得越来越好；尽自己努力做得越来越真诚。抱

一定要写一个特别复杂的，然后转了好几个调，

怨毫无意义。我有时候也有抱怨的情绪。环境越

还有离调。但后来发现这只是第一个阶段：追

差，你只有越努力，越逆流而上，才会有好的结

求技巧，然后显得与众不同。真正好的作品应

果。当人们都抱怨的时候，你不抱怨，你更努力

该是平实的、朴素的，娓娓道来，每一次听都

地、更认真地做音乐，这样才能赢得真正的尊敬，

会有不同的感动，这样的音乐才是真正好的音

也会赢得所谓的市场。

乐。 今 天 有 那 么 多 的 音 乐， 有 Ｒ＆Ｂ， 有 Ｈｉｐ－
Ｈｏｐ，但在我眼里只有那些简单的、真诚的、能
够感动你的，才算得上是好的音乐。不过这样
的音乐往往是最难、最难的。无论是天皇、天后，
还是一个像在座各位的大学生，你拿起一把吉

（本文为李健在清华的演讲。
李健，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中国流行男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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