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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敬身上有内地流行歌手罕见的人文气质，她更愿意把自己扔进生活的浊流中，以一种逆流而上的姿势，唱出不一样的真实的

声音。然少年成名，却在事业巅峰之时转而成为一个画家，这让很多对艾敬充满期待的人，满怀好奇，不知道这个女子会给我

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人生。

2011年的岁末，歌手艾敬回来了，像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以一首全新单曲《爱人》，将一路的缱绻和疲惫放空在浓浓的暖意里。

温暖的声调，让人穿越回二十年前，那个蹦蹦跳跳的女孩，对爱情的期盼喊着“1997快些到吧”，烂漫已去，此际，她说：“请不

要问我都经历了什么，只要你紧紧地抱着我！”

艾敬  我从没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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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小学三年级，自己去照
相馆拍了这张时尚照
片。艾敬说，“没什么
明星风采，有点儿僵，
但笑得很满足”。

1990

在电影学院学习的艾
敬参加了由台湾汤臣
电影公司拍摄的《五
个女子和一根绳子》，
在这部女性题材的影
片中扮演荷香。

1981

十二岁的艾敬在少年
宫弹钢琴，那时候家
里买不起钢琴，爱钢
琴的梦也留在了艾敬
的童年。

1971

由于家里孩子多，小时
候的艾敬常常跟着外
婆。沈阳的冬天非常冷，
至今艾敬还记得凌晨五
点多跟着外婆一起去上
班的情景。《外婆这样
的女人》，是她写给外
婆的歌。

1983

父亲是艾敬的音乐老
师，他会演奏五六种乐
器。爸爸常常用二胡伴
奏，陪艾敬练习演唱她
喜欢的歌曲。

我的童年家住在艳粉街

在艾敬唱响《艳粉街的故事》的时候，尽管拥有一

个风情万种的名字，但艳粉街却还是沈阳的一条普

通街道。这个普通的街道在 1969 年的 9 月迎来一

个女孩子降临的哭声，艾家的长女艾敬出生了。对

于这对年轻的夫妻来说，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不管

是男孩，还是女孩，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一个“儿

子”，尤其此后的两年和五年，艾敬多了两个妹妹，

艾家老大到现在都是妈妈的“儿子”。时至今日，

艾敬对父母的这种叫法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他们

一直叫我儿子，经常会和我说，儿子回来了。别

人会觉得怪异，不过我习惯了，有时候我还想是

不是东北人一般都会这样啊。像我妈当着很多人，

会和我说‘儿子你过来一下’，我就会很自然地过

去。”“这要在美国我是可以告她的，你对我性别歧

视。”她拿父母开起了玩笑，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

在没有漂亮儿童车的童年，艾敬和妹妹们在自己

门外的青石路上跳方格。喜欢音乐的父亲虽然在

工厂上班，却能熟练地操作各种乐器。遗传了唱

评剧好嗓子的艾敬，是父亲最好的搭档，父亲伴

奏，女儿拉开嗓子唱歌，是当年艳粉街夏天傍晚

的一道风景。艾家院外大树下的青灰色的台阶是

艾敬最初的舞台。小时候就喜欢表演的艾敬，成

为艳粉街的一朵小花，给人们带来欢乐，给父母

带来骄傲。“父亲期望我能继承他的音乐天分，他

是无师自通。由于他在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

亲其实是跟着自己的爷爷长大的，但他很小就会

很多乐器：笛子、二胡、板胡，还有口琴。我拿

吉他回家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练过，但按一按就

知道合声在哪儿。你唱什么他就能找到伴奏。所以，

我在音乐上能有成就，是他最大的希望，一直到

现在，对于我画画，他都是持反对意见。”

自由生长的岁月

继承父母音乐和表演天赋的艾敬，今天回想起来，

还是有些后怕，“我唱歌的天分是继承了父母的优

点，声音继承了妈妈的，乐感继承了爸爸的。要是

继承了爸爸的声音，我就只能去唱摇滚了，因为我

爸是特别憨的东北男人的声音；我妈妈的不同，她

的声音特别好，又尖又亮。这种结合，让我在很小

的时候，就没有人怀疑我做不成演员。为此，父亲

母亲也没有说让我考大学或者是怎么样，九岁就给

我请家庭教师了。我的老师是沈阳很有名气的沈正

兰老师，我很感激父母，他们请来这么好、这么专

业的老师，为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7

1994

签约日本 SONY 以后，
艾敬的音乐制作拥有
了国际级的水准，她
在日本录音，准备第
二张专辑。

1993

《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
获得多项国际大奖，艾
敬因此登上当年九月号

《大众电影》的封面。
她爱电影，学习表演则
是出于“我怎么连这个
都演不好”的一种倔强。

《我的 1997》MV 由知
名导演张元拍摄，有
些片段艾敬以戏曲扮
相出境，正好诠释她
小时候曾在艺校学习
评剧的时光。

1991

顾长卫拍摄了为人熟知
的《流浪的燕子》MV，
艾敬被塑造成“小村姑”
的形象。

1992

这张专辑封面伴着成名
曲《我的 1997》，奠定
了艾敬在大多数人心目
中的形象——漂泊、美
丽、执着。

十六岁那年，艾敬以沈阳歌舞团学员的身份开始

登台演出，有了自己的舞台。用艾敬的话说，因

为“小时候就训练得很好了，会表演，加上那时

候又可爱。对当时流行程琳、朱晓琳、朱明瑛等

人的歌，我都能唱。所以歌舞团在招我的时候，

就觉得我能演出，迫不及待地把我推上舞台，当

时可受欢迎了。”

一年半以后，艾敬决定挑战自己一次，报考了北

京东方歌舞团，1986 年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参加

了东方歌舞团的考试，按照当年的报考程序，她

先后通过五次考试，最后成为了一名东方歌舞团

的学员。但在东方歌舞团，艾敬很快发现，这里

其实是沈阳歌舞团的升级版，“就像鸡蛋和鸭蛋的

分别，内容是一样的，蛋清蛋黄都有，这是一个

大一点的。我不是很喜欢体制内的那种状态，在

体制里，那么小的孩子就要装。现在这个年龄我

觉得我可以了，可是那时候小孩子不会装，那种

感觉对大人一定要有礼貌，那种礼貌很刻意，穿

着打扮也要压抑。其实我像假小子一样，不是很

爱打扮，可是那时候还是要被压抑。我觉得就变

得很虚伪，我受不了，就必须要逃”。

于是，在北京待了一年半以后，艾敬只身前往广

州，虽然自己还没有计划好做什么，但凭借自己

无所不能的嗓音，她相信自己能够闯出一片天地

来。自由生长的小花也即将开出绚丽的花朵。

叫艾静的日子

看电视剧《情魔》的观众会发现，当年的艾敬用

的是艾静这个名字。问艾敬是有意为之吗？她回

答的很肯定，是故意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艾敬

还没有自己的作品，因此，故意把名字写成了艾静。

在初到广州的日子里，艾敬“翻唱过很多口水歌，

比如罗大佑《你的样子》，我就翻唱一版艾静的《你

的样子》，那时候合作的是正规的唱片公司，像

太平洋、白天鹅、新时代三家唱片公司。当时广

州的翻唱市场，我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我有专业

基础，音准、音高、声音都没问题，一晚上可以

唱十多首歌。所以有很多的录音经验。但我不想

用自己本来的名字”。

在翻唱的日子里，艾敬会有一些宣传的海报推向

市场，电视剧《情魔》的导演看到艾敬的海报后，

就让他的副导演来找艾敬。副导演几经周折，从

音乐编辑那里得知艾敬人在上海，就赶到上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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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演唱会现场。虽然
艾敬在国际舞台已有所
成就，但是对于她没能
在中国大陆开演唱会艾
爸爸常耿耿于怀，常会
笑话说“日本的不算”。

在英国的音乐节上，
艾敬是个在异乡的普
通听众，她享受这样
充满新奇、自我放松
的时光。

在剑桥划船。艾敬骨子
里就喜欢满世界到处
跑，在异乡更容易观察
周围的人和事，体会内
心的宁静与情绪。

艾敬见面。副导演见了艾敬之后，当着艾敬的面

给导演打电话，说这个小孩长得很好，长的像山

口百惠，笑起来像栗原小卷。但当时的艾敬拒绝

演出，理由是自己不会演戏，后来导演做工作她

才同意出演。

第一次做演员的经历，让不服输的艾敬决定回到

北京，继续读书。“因为我的两个姨都是唱歌剧

的，很小的时候就从侧幕条看她们表演，我还是

喜欢舞台表演，喜欢话剧，就选择了中戏进修。”

中戏给她的是对艺术的感悟，“你想感动别人就

得先感动自己”。以此感悟，她找到了自己的方

式，在录《我的 1997》的过程中，全情地投入，

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发生的位置和技巧，全情地

歌唱，真情地释放，陶醉在音乐中，感动了别人，

也感动了自己。

拥有了自己的主打歌，艾静也就变回了艾敬。在

演员这个方向上，艾敬始终保持着克制的心态，

虽然后来有电影作品《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黑

白》，以及《等候董建华发落》，但她的视角重点

始终没有停留在演艺事业上，后来演出《马大帅 2》

则纯粹是为了让自己家里的两个赵本山的绝对粉

丝——父亲母亲圆梦，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女儿和

赵本山有过合作，和中国最牛的喜剧制造者合作。

我的 1997 快些来吧

即便是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很多人提到艾敬，

仍然会记得她的处女作《我的 1997》。那是第一

次有个声音如此天真而直接地唱出一种个人的生

活轨迹，让人们的耳朵听到不一样的音乐感受。

对于艾敬来说，她完成的是一个放弃的过程。“和

我当初放弃体制内的工作一样，我在自己的第一

张专辑里面也选择了放弃，放弃美声唱法。我用

说话的方式去做音乐，很另类，在当时是对传统

的一种放弃；唱口水歌的那些演出经验，我也完

全放弃，但这些经验不会被洗掉的，只能让我更

自如。《我的 1997》我敢去那么唱，这个风格一

出来，很多人，老百姓喜欢。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

‘这个是歌么？谁都可以唱。’”

对演出风格的质疑，其实只是当年艾敬面对的声

音中最轻微的一种，关于《我的 1997》，当年的

批判声音很多，挂靠“意识形态”的批判更是相

当严厉。“有一种批判说‘艾敬，姿质很差’，我

当时看了一下，是姿色的姿，质量的质，”她调侃

地说：“我想，像我这样姿质好的应该很少的，我

们小时候吃那么差能长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包

1994

《艳粉街的故事》就是
小时候成长环境的缩
写，由张扬执导的 MV
中，艾敬自己扮演了这
个表情难以捉摸、时髦
的“长头发大哥哥”。

1995

新年的第一天，与小泽征
尔在香港一起录制 NHK
的卫星传送节目，随后参
加了他的《地球交响乐》
音乐会。

MING 2012 / 01 Now And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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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敬与日本著名乐队THE 
BOOM多次合作，并结
下深厚友谊。他们的名
曲《岛上》由艾敬填中
文词并翻唱为《岛唱》。

1997

因《我的 1997》而知名
的艾敬，终于在 1997
年与家人在香港团聚，
一起见证香港回归。

1996

《黑猫白猫》MV 造型，
这首 MV 是艾敬自己担
纲导演的第一部作品。

“歌是自己写的，心里
怎么想就能怎么演。”

绘画天赋也许是从这时
候开始显露，第三张
专辑《追月》的封面草
图，由艾敬自己手绘完
成，最终的设计也按此
进行。

在北京与乐手们排练，
摄影师高原为她拍下了
这组照片。私底下的艾
敬，非常随意，更有几
分鬼马。

括现在画画，骂我更狠。这些声音都只会给我带

来乐趣，就是如果没有压力的话，做事情就不好

玩乐。对很多能做出点事情的人，都会觉得有压

力是一件好事。”

在喊出 1997 快些来吧的时候，艾敬虽然面临压

力，却是快乐的，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背后有团

队的支持，这个团队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刘卓辉、

黄小茂，他们俩都是文艺愤青，都是听西方摇滚

乐长大的，他们给我很多的影响”。在专辑《我的

1997》制作过程中，三宝、程进、埃迪等优秀的

音乐人和她整天泡在一起，侃山加琢磨，那是与

现在完全不同的创作状态，大家在一起对自己的

生活状态沉淀思索，每首歌都不是随便抄袭或沿

着商业路子胡乱拼凑的。对于当年的创作，艾敬

依然很享受，“创作状态是享受的过程，投入自己

才能出好作品，不享受不热爱就不能成功，但我

就是觉得很满足”。

打击总会在你登顶的时候降临

1997 年，艾敬以 Sony 公司签约艺人的名义去纽

约参加音乐节，半小时的演出之后，美国媒体对

于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很有兴趣，他们惊讶的是，

中国的音乐居然也能这样，可以拿着吉他唱。在

演唱会后的采访中，面对外国记者关于中国音乐

发展到什么程度的疑问，艾敬表示，自己是一个

比较特别的歌手。

此后不久，艾敬就为自己的这份特别遭遇了出道

以来最沉重的打击。艾敬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创作

专辑《Made in China》，先是在洛杉矶录制完毕，

其后在纽约拍摄了 MV，但 1998 年底，却被告

知，这歌不能发行了。“这对我的打击很大，回顾

自己的创作经历，我发现在那个意识形态的年代，

一直都被严格地审查着。《我的 1997》审查了两

三年才出版。我是 1990 年做完这张专辑，1992

年在台湾推出，1993 年才在国内推出，还改了两

个字。原来是“他可以来中国，我不能去香港”，

让我把‘中国’改成‘沈阳’，我觉得还挺好改

成自己的家乡，还能宣传一下。这次，《Made in 

China》仍然让我把歌词拿掉，之前都是唱片公

司说可以妥协，我才接受。但这一次不同了，因

为《Made in China》我们做的非常严肃，很辛苦。

从制作上我们都是现场录音，这是对技术的考量，

是制作上的最高水准。音乐上我是想要回归音乐

的四大件，吉他架子鼓这些元素都要用上，从意

识形态上我是想强调“我爱你中国”，但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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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张专辑都被毙了的话，那我就说，枪毙好了，

我就不出了。我没有像以往那样配合唱片公司，

没有改歌词，当时也没有出版。在这一点上，海

外的唱片公司非常尊重歌手的创作，它没有权利

修改作者的创作。”

学会放下，才能更好地生活

生活的智慧要求生活在其中的人，在一些时候，

能拿得起放得下，1999 年，艾敬拿起画笔，开始

画画，她的这个行动，首先遭到了父亲的不解。“刚

开始父亲是支持的，因为他知道我从小喜欢画画，

后来发现我状态不对，太投入了，就跟我谈了一

次，让我远离画家的群体。只是到现在又开始支

持了，但还在提醒我，‘还是不能忘了音乐，’所

以我现在偶尔写写歌，最重要的部分是为了自我

的需要、情感释放、自我修复，然后对支持我的人，

还期待我音乐的人，包括我的亲人，也是一个交待。

不然他们会失落，觉得我彻底消失了。”

对于 1999 年用画笔来描绘自己的艺术蓝图，在

艾敬看来，“是一个机缘。其实那时的我完成的是

一个放下的动作，放下作为主业发展的音乐，拿

起画笔开始画画。我依然喜欢音乐，也没有要放

弃音乐，但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当年的音乐

状态，到了 2003 年的时候，我彻底不喜欢了。

2003 年我出了《是不是梦》这张专辑，在伦敦录制，

花了很多钱和精力。当时录音分了两次，一个夏

天和一个冬天。在这张专辑里，每个乐器的声音

都是有想法的，比如吉他的声音，用什么样的音

箱或者什么样的麦克风都是非常有想法的。可是

回到国内，我去宣传这张唱片的时候，就是彻底

把我自己给伤了。我必须去参加很多节目，换取

展示我音乐的机会。当时的这个现状让我觉得自

己像小王子一样去地球那一面浇了一朵玫瑰，回

来插在这样的土壤里面，它活不了的。”音乐始终

是艾敬内心深处的梦，对音乐环境失望的她，依

然坚持自己的音乐，“我没有放弃音乐，只是对市

场形势表示失望，对大肆宣传不适应。2007 年，

我改编了《我的 1997》，香港旅发局请我，我还

是从地球另一边去香港录。2008 年，我写过《我

的 2008》。对环境，我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但

我能改变我自己”。

画画让我跳出自己过

没学画画的时候她就爱信手涂鸦，画着朋友的漫

画，画着随意的视觉感受，画出来自己的一张唱

2000

1998 年和谭盾夫妇一
起看 KEITH HARING 的
展览，让艾敬感受到了
绘画的力量，从此走上
艺术道路。艾敬在自
己的画室，背后是作品

“LOVE”。

这一年，艾敬在日本
举办了小型巡演，路
线包括东京、名古屋
和大阪。

生活中像很多女孩子
一样喜欢自拍，还不
忘带上自己喜欢的熊
猫玩偶。

1997

与日本著名民谣女音
乐家加藤登纪子女士
录制《河在流》中文版，
此前，加藤翻唱了《我
的 1997》日文版。

1999

在纽约的一次小小感悟，
让艾敬写出了《Made in 
China》，这首歌她真正
想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
情，后来却遭到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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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画展上的艾敬 是属于
艺术的，在作画面前，
她很好地融入那种气
氛，看画的她成了画
中的风景。

2004

出演赵本山的《马大帅
2》，让很多歌迷非常意
外。“因为父母非常喜
欢赵本山，希望我在他
的作品中出现。”艾敬
的这次参演跟父母有很
大的关系。

非典时期，艾敬特别
创作了《你是我的天
使》这首公益歌曲，
倡导将注意力从都市
生活转向大自然，寻
找生命的意义。

2002

与伦敦乐手在 RAK 录音
棚，录制第五张专辑《是
不是梦》。这张专辑由
艾敬工作室独立完成。

2003

在香港拍摄《是不是
梦》MV 时，拍摄团队
熬夜工作，香港人的
工作精神让艾敬大为
感动。

片封面，画得画家朋友张晓刚看见后以为她学

过，非要她学画。她一上来就忽略速写、石膏和

技术，刷刷刷，干脆拿起颜料画上了油画。只是，

她对由朋友而老师的转变一直“耿耿于怀”。“我

们开始都是朋友，是平等的，后来他成了我的

老师。”

真正学画后，艾敬曾面对过父亲的劝解，也曾在

自己纽约的寓所经历选择的痛苦折磨。“纽约作为

世界艺术的中心，在那里你能看到太多好的东西，

这对我这个后学者而言，无形中是有精神压力的，

你会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能超越别人吗？你

敢往下画吗？ 2007 年，在决定做一个职业画家之

前，我经历了几个月的痛苦期，当时感觉到很茫

然、不自信。直到有一天我忽然跳出来，从外面

审视自己，问自己有没有信心。这样才找到属于

自己的感觉。”艾敬说，自己从小就没有感受到太

多的压力，很多时候，压力都是来自外界的，像

因为画画而做出如此痛苦的抉择，在她的生命里

是第一次。而她压力的另一个层面，来自父母的

期望，因为“他们太享受成功的感觉了。我的一

点成绩，给他们带来的十年二十年的骄傲，他们

还是想要延续。其实，对今天的我来说，功成名

就不再是一个衡量成功的标准，我还是服从内心

的安排，做有价值的事情。不过父亲却不是这么

想的，以前我在日本开演唱会，父亲会说，‘日本

不算，必须在中国开’。这是他的期待，从我的角

度看，我过去五张唱片都在海外录制，有过不同

的经历，我已经完成了唱片最黄金的时候能达到

最好的制作条件，做到极限了。现在和过去不同了，

他们可能还期待，你能怎么怎么样⋯⋯有这样的

期待，我觉得这还算一个压力”。在艾敬的眼里跳

出三界外，重新看自己，让她觉得自己在画画方

面在不久的将来会带给父母新的骄傲。

她的城

艾敬的很多歌曲，都以一条街道、一座城市、一

个国家命名。比如《艳粉街的故事》《纽约纽约》《东

京餐馆里的 China girl》。不是做一个消费性的东

西，而是反映一个时代，像鲍勃·迪伦。“我想告

诉大家这就是我的风格 , 是我在都市里感悟到的东

西。我的音乐跟生活有关。不是虚幻的东西，不

是告诉大家一个假象。我眼里的都市是一个更宽

的概念，不局限在一个地方，北京也好，香港也好，

一样的。我的音乐可以在伦敦听，也可以在纽约听，

因为无论在纽约还是中国都一样要去渴望。包括

《纽约 纽约》我也不是写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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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为庆祝香港回归十周
年，艾敬和宁浩合作，
打造全新版的《我的
1997 和 2007》。

“LOVE IN SHANGHAI”
展览现场，随后又在纽
约继续展出作品。其
中的 LOVE 系列，充分
联系当下的“汶川地
震”“毒奶粉”等事件。

2009

装置作品“生命之树”，
由艾敬和艺术家朋友
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完
成，作品用一次性筷
子完成，意在唤起人
们的环保意识。

2011

和三宝是相识多年的
老友，2011 年推出的
限量单曲《问题和答
案》，是两人再度联手
奉上的作品。

2008

首次个展，很多知名人
士前来参观。徐克在现
场说“这些作品真是花
了不少时间”，让艾敬
感动得几乎流泪。

为纽约是一个国际都市，发生 '9·11' 以后大家可

以设身处地去想一想。”

沈阳、北京、香港、东京、伦敦、纽约。艾敬似乎

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旅行成为爱迷路的她生活不

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她曾和妹妹说自己是属于游牧

民族的，不会在一个地方固定下来，因此，城市就

是她歇脚的地方。她说自己现在“只喜欢北京、纽

约。巴黎也还好，因为去巴黎我就想犯罪，把所有

好东西都搬回家，使我彻底变成一个没有思想的

人，一个犯物质罪的人；在纽约我比较沉静，就像

在海洋里一样，徜徉在海水里；在北京我就像一只

流浪的野猫，不怕人，也没人怕我，可以很张狂”。

在所有的城市中，给艾敬留下最不美好记忆的是

伦敦，成为她最不喜欢的城市，“两次去录音，也

只是因为那有我想要的音色，英国人对音乐是最

有创造性的。但是对那个城市，我没有一点留恋。

因为在那里我感觉到孤独”。

我的感情不能写进歌里

面对感情，艾敬没有隐瞒和回避，她说自己有过

三段情感，“一段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

代末，一段从新千年初到 2010 年前，新的一段

则刚刚开始。”说完这些，艾敬强调一定不能把时

间段给弄错了，不然对那段感情的当事人不尊重。

而关于她感情的前两个段落，在她的自传散文集

《艾在旅途》中，有过一些描述。

“我来到广州的第二天，便认识了他，那是 1988

年 2 月的某一天，他是我的天使，我一生中最

好的运气从此开始。”这个他，后来成了《我的

1997》中“香港的那个他”，她用自己的歌，来传

递自己的爱情，《情陷 89’》《鱼儿离不开水》都

可以看做是她对十年感情的最真实的纪录。这段

感情，在很多外人看来，是英雄惜英雄的一段乐

坛佳话，只是曾经沧海，让人在追忆中探寻，在

那些歌词的背后填充故事。

在《艾在旅途》中的第二段感情，可以看做是咖

啡为媒的一段偶遇。在纽约学习作画的那段岁月，

艾敬常去位于纽约 SOHO 区的咖啡馆。这是一个

很美国的咖啡馆，它没有巴黎塞纳河左岸的那种

欧式的浪漫和优雅，有的是在 SOHO 区工作的艺

术家忙碌的身影，和挤在一百平方米里从欧洲到

亚洲各种口音的英文。就是在这间咖啡馆，一次

朋友的偶聚，男主角出现了，他不经意间的礼貌

性问候，让一段咖啡馆的情缘就此拉开序幕，不

久以后，艾敬写了《纽约纽约》这样的歌，表达

对一个城市的情感，也传达了对这个城市里的那

个“他”的爱意。

艾敬说，“有人和我说，只要给他写歌，后来感情

就会结束。我是不能给现在的他再写歌了，我希

望这段感情能经得起时间”。 ■



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