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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为信念而坚守
——专访辽宁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孙靖平

孙靖平，男，国家一级演奏
员。1957年5月28日出生于沈阳，
1975年考入辽宁歌舞团任竹笛演奏
员并进沈阳音乐学院中专部深造，
1978年毕业后逐步成长为独奏演
员。现任辽宁歌舞团党委书记、辽
宁歌舞团副团长、辽宁省民族管弦
乐学会会长。
1994年演奏《烛光曲》获辽宁
省第四届音乐作品大赛独奏优秀演
奏奖（一等奖）
2000年演奏《扬鞭催马运粮
忙》获第四届沈阳音乐周优秀演奏
奖（一等奖）
2000年在日本参加稻泽国际音
乐节荣获个人演奏金奖。
2000年荣获辽宁省文化厅优秀
人才奖。
2000年与另两位同志在日本稻
泽国际音乐节上合开了三场独奏音
乐会。
2001年获辽宁省文艺联合会文
艺之星奖。
2003年参与创作女子民族音乐
秀《女儿风流》担任音乐总监。
2004年《女儿风流》获辽宁省
第六届艺术节金奖。
创作的二胡与舞蹈《梁祝》在
《女儿风流》剧目中获优秀奖。
著有论文：《论梆笛的演奏风
格》《竹笛的几种演奏方法》《多
功能转笛的制作与应用》等都已发
表，并获奖。

《中国民乐》：作为一位经历十分
丰富的演奏家和乐团管理者，您个人的
奋斗史折射着一代人的艺术轨迹，请与
读者分享下您的艺术经历和故事。
孙靖平：和其他热爱音乐的人一
样，我走上音乐这条路似乎是上天注
定的。记得1968年的夏天，走在路上
的我听见一栋高楼上传来了清脆的笛
声，我马上被那细腻的乐曲所吸引，
于是停住了脚步，坐在路边静静地
欣赏，陶醉其中，这一听就是一个多
小时，在我的内心深处对学习竹笛充
满了无限的渴望与期盼。那时，唯一
能做到的仅仅是跟着大孩子们学吹
笛，家属院里有个大孩子会竹笛技巧
花舌，吹起来非常好听，于是跟人家
学了之后，晚上回家就迫不及待地练
习，边泡脚边练习，拿起笛子就什么
都忘了，洗脚水已经变得冰凉自己都
没有察觉到，就这样，花舌学会了。我
的童年，是笛子陪伴我长大，在学习
的过程中，即便是遇到再大的阻力和
困难，我都也从未放弃过对竹笛的热
爱，从小就对音乐有一种近乎狂热的
爱好，仿佛那些优美的笛声就是我生
命的源泉。
1970年，知识青年下放，我随父
母下乡到了黑山县。记得一次，在农

村搭过路卡车回县城，那时正是秋
天，秋风瑟瑟，坐在车厢里一个多小
时的路程，我一直在练习吐音，
下车
的时候嘴都已经冻木了。县城里学
校的条件不好，冬天里寒天雪地，我
每天早上四点多到学校去练笛子基
本功，教室里没有暖气，手冻得全
是肿的。当时也没有教材，看到笛子
曲谱，就跟别人借来自己抄写，至今
仍保留着这些手抄的笛子曲集。无
论条件如何艰苦，我每天都要坚持
3、4个小时的竹笛练习，只要收音机
里播放笛子曲，就马上认认真真地
听，那时只有三首曲子——《扬鞭
催马运粮忙》
《牧民新歌》和《陕北
好》。那时候的我，非常珍惜每一分
一秒的时间来练习笛子，它丰富了
我的童年，可以让我忘却一切烦恼，
无忧无虑地生活。
在那个年代，原本单调的童年
岁月，也因为笛子的陪伴而变得多姿
多彩，是笛子给了我莫大的慰藉和
鼓励。那时候的我还小，但我却懂
得，面对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我更要
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音乐
梦想，刻苦地学习，用心地钻研。对
我来说，恶劣的环境却是对我心志
的磨练，回忆酸甜苦辣的过往，我
要感谢那些经历，激励我更想进入
到专业院团成为一名优秀竹笛演奏
家，也让我对生活和艺术有了更深
的体悟。
随着竹笛水平的不断提高，我
深深地爱上了竹笛演奏。1975年3月，
我考入了辽宁歌舞团民乐队，正式
走上了艺术之路。那时全省只招一
名竹笛演奏员，竞争非常激烈，由于
一直在县城自学笛子，没有经过专业
的训练，刚刚进团的我，面临着极大
的压力和方方面面的不适应。我迅
速调整状态，全神贯注投入专业训
练，这就要求在练琴的过程中要用
心用脑，才能使想表达的乐曲充满
情感色彩。此外，勤奋努力刻苦的精
神也是练琴的关键，我每天坚持8个
小时的练习时间，废寝忘食。因为我
深知，吹管乐必须要具备坚实的气
息功底，不能只喜欢一些花哨的技
巧，而忽略对基本功的练习，基础技
能更重要，这是练琴的关键，也对
专业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
扎实的基础功底才能更好的完成作
品，达到专业水准。再有，一名优秀
的老师非常关键，不单单可以帮助
我们取得专业技术上长足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会对我的学习观产生影
响，所以好的老师，加上自己的刻苦
努力，终会有梦想实现的一天。
我坚信丰富的人生阅历对艺术
创作有很大的帮助。我成长在那样
艺术贫瘠的年代，一直为自己的梦
想而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追求。生活
不会一帆风顺，能做的只有不断前
行。尽管艺术之路充满了艰辛的跋
涉，但换来的是我耕耘的快乐和收
获的喜悦。
《中国民乐》：您认为，民族音
乐文化在当代发展的际遇如何？有何
实际困难和问题？优势和劣势？
孙靖平：时光流逝，转眼间我
已从艺40多年，我见证了辽宁民族
乐队的成长历程。在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时候，辽宁民乐队是全国一
支很有影响力的民族乐队。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如朴东生、魏
显忠、王庆堔、胡海泉等，他们不但
能够自己演奏，而且还能自身创作
音乐作品。
从八十年代开始，民族音乐开
始走下坡路，那时流行音乐大量的
充斥着国内文艺市场，民乐人走入
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对前途充满了
困惑和茫然，记得当时，我们时常坐
下来探讨民乐究竟应该怎么办？！我
们如何能在困境中生存？！这一系列
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多年的艺
术实践使我对民乐的发展产生了深
刻的思考。
我认为，在各种音乐文化以铺
天盖地的气势滚滚而来的形势下，
我们的民族音乐面临着延续和生存
的威胁，正是如此，我们更要意识到
中国民族音乐是衡量我们民族、我
们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标志”之
一，我们不能崇洋媚外，放弃土生土
长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
特色的、能够完全展示中国文化、体
现中国音乐灵魂的中国民族音乐。
民族文化对培育我们子孙后代的民
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加强民
族音乐的地位，才能把我国的民族
精神传承下去。
《中国民乐》：据我们所知，作
为团长，您近年来为辽宁民族乐团策
划了很多有影响力的音乐活动。请在
此向大家介绍一下，其中有哪些经验
和体会？
孙靖平：这些年来，我从未改
变过对民族音乐的满腔热情，我们
民乐人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自
己的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地作出更
大的努力。
让高雅艺术走进千家万户，是
民乐人的愿望。辽宁民族乐团每年
坚持搞大型民族音乐会，坚守民族
音乐的这块阵地，让广大观众能够
经常欣赏到民族音乐，弘扬中国民
族精神。当今的民乐正在进行翻天
覆地的变化，如何让民乐真正为广
大观众喜闻乐见，更好地服务于人
民，如何在这样现代化的时代，开
拓民乐的前景和未来，这就需要我
们在民乐继承中进行发展创新，既
保留原汁原味的民族特色，又可以
通过创新表演形式，来对传统音乐
进行突破和改良，让民乐在众多新
的音乐形式中得以延续。
2003年，我团精心打造了一台
民族音乐艺术精品《女儿风流》。该
剧采用了“民族音乐秀”的表演形
式，乐曲组成都是耳熟能详的中国
传统经典，一改室内音乐会的静态
表演模式，融音乐、舞蹈、特技、舞
美、灯光和服饰表演为一体，由以往
的静态演奏改为动态演奏，既有听
点、又有看点，使整个舞台充满神奇
和活力。经过市场检验，该剧目创下
了500多场演出的佳绩，收入1000多
万，并走出了国门，所到之处，都得
到了强烈的反响和观众的好评。可
以说《女儿风流》的成功，是中国民
乐流行化成功的阶段性成果,符合
时代发展规律，是民族音乐与市场
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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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始终向上级领导介
绍宣传民族音乐的重要性，我们一
定要坚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民
族特色的、弘扬中国民族气节、有中
国风格的艺术精品，也是由于我们
不懈努力争取和不断的执着前行，
从而得到了各级领导对民乐团发展
的支持与鼓励。
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
天，我们院团发展在用人机制上也
应进行改进。打破以往的“养人”模
式，瘦身为养骨干、保留四梁八柱。
需要大型演出的时候，借用社会资
源，与各音乐学院联合建立学生实
习基地，派遣优秀的学生来我团参
与排练演出；与社会上热爱民乐的
音乐人建立往来，需要增援时可借
用合作；与社会各民族乐团建立联
系，需要时可交流合作。
《中国民乐》：您认为，在当
代，辽宁省的文化发展应当如何规划
和推进？辽宁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将
如何作为？
孙靖平：2015年至2018年，本届
学会领导班子任内，总体目标是以
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把辽宁省
民族管弦乐学会真正建成政府与社
会民众之间的一个桥梁，以弘扬民
族文化、发展民乐事业为宗旨，切实
成为一个正规化、规范化、科学化管
理的社团组织。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执行以习
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制定的各种
方针政策，特别是有关文化强国的
系列指示，保证政治不迷航，这是
学会建设的原则和根本。没有一个
坚定的政治方向，是搞不好学会建
设的，单凭着“技术观点”
“金钱观
点”那是一定搞不好学会的，所以学
会建设的首要要务就是坚持党的领
导，坚定的政治方向。
搞好学术活动是本学会的本
分，是实现学会宗旨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坚持每年都要搞一至两次
较大型有影响的学术活动。2015年
学会将主办“2015辽宁省胡琴艺术
节”以及本年内将举办东北三省扬
琴交流活动，都安排专业学术交流
项目。特别是今年秋季在大连举办
的“2015辽南民间音乐论坛”，这是
本学会一个品牌性学术活动，该学
术活动在2005年首次举办，获得了
巨大成功，得到政府和国内同行一
致肯定。我们要求学会所属各专业
委员会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学术活
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也提倡在学
术活动方面有创新。
演艺活动是我们的基本活动，
它是继承民族器乐传统技艺和改革
发展的重要渠道。近十余年来，我
学会搞了各种形式的音乐会、演出
超过百余场。迄今为止，已经形成品
牌效应的演艺活动有“辽宁省民族
器乐（非职业）展演”、
“辽宁省高等
艺术院校民族器乐展演”、
“桃李芬
芳“全国青少年民乐观摩音乐会，其
他还有综合民族器乐音乐会、独奏
音乐会、师生音乐会、创作作品音乐
会以及各专业委员会的专业专场音
乐会等。2015年也将迎来演艺旺季，
各专业艺术节以及各学术论坛都
包括着演艺活动。我们还提倡多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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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与社会层面衔接的音乐活动，如
“民乐进校园”、
“民乐进社区”、
“民
乐鉴赏音乐会”、
“民乐沙龙”等多种
形式的演艺活动。
考级是实现对青少年认知民族
文化、提高他们爱国爱民族、加强个
人素质的一个重要渠道。近二十年
来，我们用“考级”这个手段，教育和
培训了千万个孩童，潜移默化地让他
们接受中华文化，我们在这个“大功
德”的事业里，做了添砖添瓦的工作，
感到十分自豪。在本届领导期间内，
在保证考级质量的基础上，在数量上
要力争保持现有的数量基础上，力争
五年内考级数量再增加10％左右。
学会的存在离不开社会这个大
环境，学会的发展除了自身因素而
外，也离不开社会有关方面的支持与
协力。十余年来，在这方面我们尝试
做了一些工作，收到一定效果，但是
还有很大的“后空间”。在这方面我
们有下列考虑：1.让民乐走向民众，
走向社会。以往我们曾经以各种形式
组织社会民乐团体展演，也曾组织民
乐“走基层”活动，取得良好的反响。
今后这条路我们还要坚持走下去；
2.联合社会一些艺术院校、艺术团
体，在某些领域组织一些协作，达到
互利双赢。我们打算和沈阳大学音乐
学院、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
大连大学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大
连校区以及辽宁歌舞团、辽宁民乐团
等单位进行某些项目的联合与协作；
3.组织我学会知名艺术家、作曲家、
指挥家到某些非职业民族乐团进行
讲课，现场指导；4.不定期举办民族
器乐专业短期培训班，对非职业民
族器乐爱好者进行专业培训；5.利用
《辽宁民乐》学报，加强社会专业与
非专业民乐团体沟通、交流民乐活动
信息。
要贯彻学会的宗旨，要实现学会
的政治建设，就必须有一个好的组织
建设作保障。经过十余年的调整，学
会组织建设有了一定改善。我们的思
路是，学会应是一个“老中青”三结
合的领导班子，主力应该是“中年”，
数量是应该越来越“精化”，质量是
越来越“干练”，机构应能办事，办好
事。当前学会的组织机构还不是那么
“精化”，办事效率还不够高，有待
于进一步调整。
要加强专业委员会建设。十余年
来，我学会在专业委员会的建设上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在推动学会的总
体建设上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有的
专业委员会很活跃，很有活力，我们
在学术以及演艺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
绩，为学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各
专业委员会发展很不平衡，需要我们
进一步关注和调整。 （刁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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