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明报 编辑：吴雄
2019年11月6日

□记者 咸明

恒星，发光发热的天体，将自身能量
不断向外传输，给黑夜以光亮，给寒冷以
温度。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太阳，而现
在，有一颗“恒星”离我们更近，与崇明有
缘。它就是恒星乐团，由 9 名青年音乐家
组成固定班底，年龄最大的 80 后、最小的
95 后。它擅长中西合璧的乐曲创作、演
奏，以独特的“引力”吸粉，在大众和小众
中，不断掀起“离子风暴”。

恒星乐团刚刚拿了央视《星光大道》
的周冠军，一下子为全国人民知晓。而在
这之前，恒星乐团已积累了丰富的演出经
验，包括几个月前在崇明风瀛洲剧场的专
场义演。当时，乐团的俊男靓女悉数登
场，手持各自的乐器，深深一躬与观众见
面，青春的光芒，优雅的姿态一下子吸引
了观众的目光。当晚，“恒星”演出的 12首
曲目都是经典红歌，向建党 98 周年致敬。
琵琶、大提琴、二胡、马头琴、吉他、昆笛、
蒙古大鼓、双簧管，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
的混搭及 solo，加上富有创意的改编，让每
一首曲子在不失原有精髓的同时，有了新
生命。

崇明老百姓对这场演出的期待很高，
376 张票几天就被一“抢”而空。演出当
晚，因为来的市民太多，工作人员还搬来
了小板凳加座，不少人就这样坐着小板凳
从头听到尾，返场的热烈呼声也表明，崇
明人对这场演出的高度认同。

之所以期待高，原因在于，崇明观众
之前就通过各种渠道对这支乐团有了初
步了解：今年 5月，“恒星”受邀在中国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演出；去年 11 月，受邀
献演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去年 12
月，于上海梅赛德斯奔驰中心举办“星梦
城堡”专场音乐会，9月参演 2018重庆天地
世界音乐节，6 月参演上海法国夏季音乐
节，1 月受邀献演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
2017 年 10 月，受邀献演上海国际艺术节。
专业的演奏水准，中西合璧的表演风格，
不断在高大上的演出平台亮相，“恒星”所
呈现的“爆发”之势，让崇明人惊叹之余又
很好奇，且兴奋地期待着。

这也与恒星乐团的初衷一致。把美
好的东西分享给更多人，自己也从中收获
快乐。来崇明演出，“恒星”特意创作了一
首《幸福崇明》作为见面礼。这首曲子的
灵感来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首《瑶族
舞曲》的管弦乐作品，全曲由慢板和快板
组成，为优美的旋律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

纱。“在慢板中我们以对奏的形式，表现新
时代崇明生态发展的画面。”乐团团长范
晔介绍，“在快板中，我们增强了节奏感，
让乐曲更活泼，展现崇明的活力。而每种
乐器的 solo 乐段，会让人联想到世界级生
态岛百花齐放、百鸟齐飞的景象。”

恒星乐团的固定班底都是学院派出
身，他们从小受音乐熏陶，经过专业训练，
对于音乐的理解、感受和表现，都有独特
见解及很深造诣。他们有不少国内外演
出的经验、大大小小场合的演奏经历，在
各自领域有用一定影响力。即便如此，他
们在遇到彼此之前，仍只是漂泊宇宙间的
一个个“粒子”。

2017 年春节，范晔、戴盛华、翟鑫辰、
刘芳，这几个曾有过几面之缘的人，受文
化部、对外交流协会的邀请赴南非进行交
流演出。机场候机要 8小时，范晔提议，进
行一个热身排练。不过，大家的演出曲目
都不同，乐器也不同，如何排练？大家决
定，就用各自的乐器演奏同一首曲子。很
巧，当时《小星星》这首名曲被选中了。吉
他、胡琴、昆笛、琵琶合奏，震撼了在场的
外国朋友。

“这是中国的音乐吗？”“是用中国的
乐器演奏的吗？”“这不是吉他吗，其他几
样我都不认识！”懵圈的老外被吸引过来，
好奇地打量着这几个中国人和他们手中
的乐器。这也是这几个中国青年首次用
中西合璧的方式演绎名曲。

2017年 3月，恒星乐团成立，范晔任团
长，戴盛华任副团长，翟鑫辰、刘芳是联合创
始人。团曲叫做《恒星》，改编自《小星星》。

恒星乐团亮相几次后，吸引了很多
人，其中不乏想要入伙的。青年大提琴演
奏家张靖、朱天添，青年马头琴演奏家李
海涛、青年双簧管独奏家薛舜杰、青年打
击乐演奏家木拉等纷纷加入。中西合璧
的核心表现形式，也就此确定下来。

万物间皆有引力。这些不同性格、玩
着不同乐器、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因为共
同的爱好走到一起，因为相互欣赏聚在一
起，又因为梦想一起出发。这像极了恒星
的诞生过程，粒子间引力越来越大、越聚
越拢，最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体。

“恒星乐团一下子把我心里的那扇窗
给打开了。”刘芳说，自己从小练琵琶，参

加过不少演出，“但演出得越多，我越发
现，喜欢单纯民乐的人并不多，尤其是年
轻人。那么我今后演给谁看？民乐今后
又走向何方？”一向自信的刘芳迷茫了。
直到她加入“恒星”，发现民族乐器可以和
西洋乐器“跨界玩”，而且很多人喜欢听，
她又有了信心，决定坚持自己、融入团队。

“民乐和西洋乐没有高低之分，各有
特色。我们将它们融合在曲子里，给人们
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张靖说，就好比大提
琴是一种倾诉式的表现力，吉他犹如一支
小型交响乐队；而琵琶、昆笛的音色更亮
丽，在音域上有很大发挥空间，打击乐则
增强了节奏感，烘托出气氛，“我们各自发
挥所长、互为补充，形成一个整体。”

恒星乐团首张专辑《恒星》于 2018年 9
月 5 日正式发行，至今，这个成立仅 2 年多
的乐团已有 30多件原创作品。

前年，乐团在崇明采风，来到一家民
宿休息，这是几间老宅改建而成的民宿，
还保留着多年前的建筑风格。那天傍晚
下起了雨，雨滴顺着屋檐而下，窗外，雨落
在池塘中，水波渐起。“感受着雨落的节
奏、涟漪的节奏，一下子在脑海里形成了
一 组 节 拍 ，没 多 久 ，就 做 成 了 一 个 新 作
品。”副团长戴盛华说，崇明乡村的环境，
激发了不一样的灵感，乐团就此创作了

《漪雨澹音》。《幸福崇明》也是乐团在崇明
逛了一圈、玩了一遍之后的真实感受和真
情流露。

《海豚》则是流泪完成的。当时，乐团
看了一个有关环境保护的纪录片，片中的
海豚及其他一些海洋生物，因为人类对环
境的破坏而面临生存威胁。“看着海豚宝
宝误食了人类丢弃的垃圾死去，感到很难
过。”戴盛华说，乐团因此创作了这个环保
题材的作品，“我们在曲子中，特意加入了
模拟海豚音的声效和一段激烈的旋律，以
突出生存的抗争和对破坏环境的控诉。”

今年 5 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器乐电视大赛，恒星
乐团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决赛。“决赛曲目
我们选择了《红玉桴鼓》。”朱天添说，在这
首曲子中，她负责打击乐部分，“我是大提
琴出身，但为了曲子的整体效果，临时抱
了一回佛脚。”

“《红玉桴鼓》讲述的是梁红玉抗金保
家卫国事迹，因此，我们想用女性来做打

击战鼓的部分，突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感
觉。”范晔说，“在编曲上特别用到了水琴，
呼 麦 为 战 争 的 硝 烟 铺 上 一 层 紧 张 的 气
氛。水琴演奏并不多见，所以我们需要为
它的每一个气口做配合，光是对应气口，
就要排练一天。”

“恒星”的成员们，正是从无数次的讨
论和排练中，吸收他人之长，用于自己的
领域，使整个乐团对音乐的理解不断深
入，他们善于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
不被音乐牵着走，而让音乐成为人生的一
部分。

“我们几个人平时除了排练和演出
外，还有各自的工作，空了就聚会、采风，
就像一个大家庭。”范晔说，音乐是“恒星”
的核心但不是全部，这个团队的自画像可
以用作品《未来星球》描绘：电音音效犹如
激荡的灵魂，呼麦的特效就像是生命的呐
喊；整个作品给人的感受，就是一群人在
宇宙中寻找同类，寻找新的归宿，对生命
进行追问。未来不可期，青春不好负，人
生趁现在。

“恒星”与崇明有缘。翟鑫辰有个同
学就是崇明人。多年前他受同学之邀来
崇 明 时 ，对 崇 明 的 印 象 是 宁 静 而 少 活
力。不过，之后每次来崇明，他的感受都
不一样，每次都加分。“越来越美，越来越
开放了。”翟鑫辰带着朋友来了，和乐团
一起来了。

崇明吸引“恒星”的地方有很多。清
水蟹、老白酒、甜芦粟、黄金瓜，东滩湿地、
瀛东村、开心农场、民宿，每年来崇明采
风，是乐团的必备项目。“和大自然离得越
近，灵感就越容易迸发。崇明这地方，采
风休闲集训都很适合。”翟鑫辰说，来得越
多，就越喜欢崇明。

恒星乐团在瀛东村集训过几次，很喜
欢这个美丽中带点神秘的村庄。这是崇
明第一个看到日出的地方。仰望天空，

“恒星”第一次觉得，自己与太阳如此之
近。站在太阳下，感受着光和热，一种激
越感在心里升腾——不只要做音乐，还要
以自己的方式帮助更多人。

于是，参加各种演出活动之外，恒星
乐团的每个人开始做公益。乐团成立没
多久就落户崇明，在崇明区文化和旅游局
的支持下，成立了上海禾文公益发展中心
和上海谱弦公益文化促进中心，开展公益
活动。今年，禾文公益援助了竖新镇椿楠
村的信息化改造项目，援助了云南临沧县
大文中学，并通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结
对帮困了临沧的一个村。

谱弦文化则扮演一个创作者的角色，
负责生产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就拿参
加 CCTV 器乐大赛的曲目《红玉桴鼓》来
说，这首曲目在决赛中，获得乐理知识、才
艺表演的满分，惊艳全场。

“恒星”乐于与各种优秀文化进行交
流互动。来到崇明后，乐团发现，崇明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瀛州古调琵琶源远流长，
具有自身特色和江南丝竹的独特韵味，如
果能对瀛州古调进行一番研究，与相关人
士进行合作，将来有可能在演出中，加入
崇明的这一非遗元素，使表演更多元。

最近，恒星乐团在酝酿一首新的作
品，和崇明有关，和日出有关。“我们落户
在崇明，就是崇明的乐团，我们取得的成
绩和荣誉，也属于崇明人。”范晔说，“我们
的梦想，就是让乐团每个人都有展现自己
的舞台和机会，然后给更多人带去音乐的
享受和欢乐。”

一闪一闪亮晶晶，漫天都是小星星，
挂在天上放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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