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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高安

今年春节， 哪个节目最火？ 许多人会说，《我和我的祖
国》。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星城长沙，湘江激荡。
农历大年初六，橘子洲“船头”。
由歌唱家廖昌永，湘籍世界冠军龙清泉、田卿、李晓璐

等领唱的“我和我的祖国”大合唱，万人空巷，点燃寒空。
以青年毛泽东巨雕为背景，滑伞展翅翱翔，渡轮鸣笛湘

江，激情洋溢水陆空，壮美闪现了“青春湖南”“腾飞长沙”，
标志着“我和我的祖国”视频快闪系列活动的圆满收官。

2月3日至10日，即农历腊月29至大年初六，央视新闻
频道全天候播出系列视频快闪———“我和我的祖国”， 每天
都有新震撼。武汉版，深圳版，成都版，厦门版，北京版，西藏
版，广东乳源版，海南三沙版，行业版……个个精彩爆棚。

自元旦以来，武大、清华、北师大、川大、天大、央美、陕
师大、哈工大、上海交大等学校陆续推出高校版《我和我的
祖国》，经央视传播，在中国唱响。诸版之间，展开了艺术性、
地域性、行业性、节庆性大比拼。 然而，青春唱响，才是该项
主题策划中最靓丽炫目的元素。

不是吗？

青春激情飞扬

青春的气氛渲染。《我和我的祖国》系列视频快闪，大
抵贯穿了“三段论”：以专业艺人提着行头，来到标志性公
共场所，选定位置，启演开唱，文艺、传媒、体育名角抛砖撒
网，歌声就是命令，音符牵手大众，上班族，旅游族，低头
族，嬉戏族，图书馆族，实验室族……搁置百态，火速聚拢，
跟着旋律，载歌载舞，边演边拍；高潮到处，全场热泪盈眶，
喜不自禁，沉浸于欢腾的海洋；唱毕，意犹未尽，畅谈感受，
齐呼祖国万岁，浪漫表达爱国主义激情。

53岁的深圳清洁工阿姨赵立娟，75岁的厦门老太太黄
炎贞，82岁的口琴演奏老人黄奕陀，深情演绎，艺术青春得
以焕发。

老教授的风采，在高校版《我和我的祖国》均有展示。
他们置身莘莘学子中，演奏小提琴，挥动小国旗，跳着欢快
舞，或组织、指挥音乐演出，激情满怀，仿佛回到燃情岁月。

厦门版中，一位在天津旅游的老太太说:“一听到《我和
我的祖国》，我马上飞跑过来一起唱。 ”另一位七旬老爹亮
出迷彩潮装：“这是儿子花1000多元买的，我们是最幸福的
人啦！ ”这神态腔调，这高兴劲儿，俨然返老还童。

请注目武汉版。 科学家合唱团，李元元、丁汉院士的慷
慨歌喉，舞动着知识分子的爱国音符；美女敲响编钟，各界
欢快齐唱，使青砖琉璃的黄鹤楼，鹤立鸡群，春色满园。

63岁的福建人、 首次获世界杯乒乓球冠军的郭跃华，
在厦门鼓浪屿放声歌唱， 激起两岸亲情的更高浪花；75岁
的成都籍台湾音乐人、《一剪梅》 曲作者陈彼得引吭高歌、
赤诚表白，让300年成都宽窄巷子街区绽放新春；央视新
闻主播蝴蝶与瑶汉同胞，跳着大长鼓舞，给“世界过山瑶
之乡”的广东乳源增添光洁美好（“瑶 ”之含义）；以一首
《我的中国心》风靡36年的张明敏，携手儿子，牵手众多
的港澳同胞，捧出一颗中国心演唱，掀起深圳高铁站的节
庆高潮……

青春旋律涌动

青春的旋律涌动。 不要说霍尊、平安的专业演唱，不要
说高校版的青春聚集，即使是地区版、行业版的《我和我的
祖国》，在“闹春”者中，青少年也占八成左右。 一张张脸涌
动着青春气息，纯洁无瑕；一张张脸昭示着高颜值、高智
商、高素质，青翠欲滴，蓬勃生发。

透过乳源瑶族儿童艺术团、厦门六中合唱团、三沙市永
兴学校、中国爱乐青少年交响乐团的倾情弹唱，我感受、欣
赏到民族文化的青出于蓝，真切领会到“少年强则国强，少
年智则中国智”。

透过北师大的红心贴、红心拍，我掂量到白寿彝教授总
编的22卷本、1200多万字的巨著《中国通史》的分量，感受
到民族历史“压轴之作”的爱国接力。

透过哈工大挥洒的国旗，我看到厚厚冰雪的神奇消融，
看到“八百壮士”的科技风流，“神舟”号系列飞船、“天宫一
号”目标飞行器的倩影，继继存存。

透过清华大学快慢相融的群舞，我仿佛感触到九一八
投笔从戎的枪炮声，一二·九运动的先锋引领，西南联大的
弦歌不辍；领略到“名师云集，综理通识”的强大阵容，焕发
强大力量。

透过高颜值的武汉大学师生合唱、炫动迪斯科，我窥探
到厚厚黉门中的藏龙卧虎；爽目辜鸿铭、竺可桢、章伯钧、闻
一多、郁达夫、李达、李四光、刘道玉等名家大师后继有人。

透过天津大学满园红披巾的潇洒，白发老教授的优雅
指挥，无人机编队的造型飞翔，我感受到古老北洋大学堂在
新时代焕发的勃勃生机。

碧海蓝天，沙滩军港。 央视新闻主播李文静领唱的三
沙版《我和我的祖国》，宣示着军民团结的铜墙铁壁，也使人
领悟到海军战士的铮铮承诺，“上岛就是上前线，守岛就是
守阵地”。

袅袅炊烟里，隐藏着小小村落的灵秀，更升腾着座座高
山的挺拔，勾勒着条条大河的奔涌。 中华民族多难兴邦，任
何自然灾害、强蛮侵略，都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行，阻挡不了
文明的赓续，阻挡不了意志的锤炼，阻挡不了滚滚尘烟的青
春奔腾。

青春精神大誓师

江山迭代，书写壮丽轨迹；各领风骚，演绎人生华章。
韬光养晦，彰显和平大义；昂首阔步，巍然屹立东方。

在于嘉琪总导演的行业综合版《我和我的祖国》里，
我惊讶于那位领唱姑娘，那么冰清玉洁，沉鱼落雁，势不
可辱。

在C919飞机设计团队，“长征3号”“雪龙2号”“墨子号”
“天鲲号”“复兴号”团队的高歌中，在南极科考队，塞罕坝林
场突击手队，中国女子排球队的振臂中，在兰考扶贫攻坚奔
小康志愿者，赞比亚下凯富水电站建设者，港珠澳大桥岛隧
工程建设者的热泪中，我看到披荆斩棘、实现创新引领的忠
诚担当，看到我们民族充满青春精神与力量、战胜艰难险
阻、实现“两个一百年”“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大誓师。

幼时，我们紧贴母亲温暖的心窝，长大后才意识到那是
祖国伟大的胸膛。 少年时，我们勇士般中流击水的江河，成
年后才知道祖国是海我是浪。“浪是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
依托。 ” 离开强大的祖国，我们什么都不是。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强的时代音符。 1985年，张
黎填词、秦咏诚谱曲、李谷一演唱《我和我的祖国》时，也许
根本就没想到这首歌会家喻户晓，越来越受追捧，越来越激
荡着民族奔腾的力量。

不管东南西北，还是男女老幼；不管汉族，还是少数民
族；不管新潮时尚，还是传统着装；不管民族唱法，还是美
声、通俗；不管提琴琵琶，还是管弦乐；不管迪斯科，还是民
族舞交谊舞；不管舞动小红旗，还是红心贴红披巾……为什
么所有视频快闪里，人们唱着《我和我的祖国》都激情澎湃？
为什么国人听到这首歌都血脉喷胀？ 为什么外国人评价这
首歌“只会发生在中国”？

它像《马赛曲》，像《松花江上》，像《义勇军进行曲》，像
《绒花》，像《春天的故事》，像《强军战歌》，我们在其中找到
了我们民族精神深刻隽永、刚毅豪迈、鞭策奋进的密码。

甘建华

水墨次第渗开：
大好河山为之动容

问： 您的一生两度漂泊， 从大陆到台湾， 再远
至加拿大， 仿若漂木一般， 时常感到生命的无常与
无奈， 我从您的诗中也能察觉那股荒凉孤寂感。 您
的日常生活规律是怎样的 ？ 有些什么样的养生之
道？

洛夫： 我的日常生活还是蛮规律的。 每天早上
六点多钟起床， 到外面散散步； 吃过早餐， 上书房
看书、 练字， 下午写诗、 会友。 我总结了12个字，
就是： 读书写字， 拈花惹草， 吃喝玩乐。 家中有一
个好太太打理， 也是“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
我的生活很惬意， 我感谢上苍待我如此之厚。

问 ： “不经意的/那么轻轻一笔 /水墨次第渗
开/大好河山为之动容/为之颤栗/为之晕眩//所幸世
上还留有/一大片空白/所幸左下侧还有/一方小小
的印章/面带微笑”， 这是您挥写水墨的感受。 您的
书法长于魏碑汉隶， 更精于行草， 让人一见便有欣
悦惬意之感。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习书法的？

洛夫： 练习书法很早， 少时在家里父亲就让我
描红， 然而发现书法艺术之美却很晚。 那一年， 我
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参观历代书法名作展， 看到苏东
坡、 黄庭坚、 米元章、 董其昌、 文征明、 何绍基、
翁同龢等名家的墨迹， 纸质都已泛黄了， 但是字迹
仍然生动流畅， 韵致绝佳。 我连着看了两天， 终
于， 历史复活了， 艺术复活了， 我的心也复活了，
以前对中国毛笔书写的不正确看法被纠正过来。

1983年3月8日， 我到胜大庄书法研究中心报
名， 师从书法大师谢宗安先生。 他是安徽人， 号磊
翁， 台湾中华书法学会发起人之一， 对推动台湾地
区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有很大的功劳。 他从篆隶
及六朝书法入手， 撷取石鼓文的线条， 独辟蹊径，
高标一格， 书法界誉其为“谢体”， 在东南亚备受
推崇和赞扬， 在台岛内外参加联展或举办个展超过
百次。

问： 谢宗安先生是隶书名家， 您却是以行草名
世， 这是怎么回事呢？

洛夫 ： 我确实是从隶书练起的。 写字必须临
帖， 必须讲究规范， 不能像江湖书法家那样乱写，
那样就会把手写坏， 就像烧窑坏了坯子， 改也改不
过来。 但是， 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隶书太过
规范， 限制了书法的艺术创作力， 无法表现我的新
诗创作意图。 于是， 我就在谢先生的指导下， 改练
行书和草书， 达到了感性与知性的平衡， 形成了柔
中带刚、 刚柔并济的特点， 也有人说是“诗中有
书， 书中有诗”。

醉里得真如：
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问： 我这里记载有海内外许多专业人士 （书画
家、 鉴藏家） 对您书作的点评， 好像不约而同， 都
是两句话、 八个字的总结语， 远远胜过庸常之辈动
辄上万字论文百倍 ， 让我想起乾隆题 《行穰帖 》
“龙跳天门， 虎卧凤阁”。 譬如， 艺术大师黄永玉说
“功力不凡， 充满魔力”； 国务院参事忽培元说 “唐
骨宋韵， 温文尔雅”； 世界诗人大会主席杨允达说
“行草风神， 苍劲挺拔”。

洛夫： 这都是大家抬爱、 错爱、 谬爱！ 如果说
有什么心得的话， 还是我那篇文章中所说的： 醉里
得真如， 微醺中挥毫比清醒时略好一些。 你家那幅

“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还有那副门联， 都是在这
种状态下写的， 可说是我平生的两幅得意之作。 对
了， 向你推荐 《唐诗解构》 这本书， 印制得非常精
美， 称得上一个典藏版， 可以作为我在诗书两方面
结合的一个标本。

问： 我看到痖弦先生有篇文章也是这么谈您的

书法。 说到酒， 我想您与黄永玉先生后来结缘， 乃
至于他能写出那首著名的 《在凤凰欢迎洛夫》， 与
1988年湘西之行喝酒鬼酒有关吧？

洛夫： 那年8月从台湾首次回大陆之前， 湖南
省作协主席孙健忠就写信邀请我去湘西玩。 9月3日
早上， 吉首酒厂派一辆面包车来长沙接我们， 除了
孙健忠和诗评家李元洛， 还有香港诗人犁青， 以及
湖南电视台三位记者。 第二天参观酒厂， 听过王厂
长的经营之道， 品尝新产品“酒鬼” 和“湘泉”。
“酒鬼” 酒瓶设计得古朴雅致， 用陶土制成的， 外
观塑成一只麻袋， 外表粗砺如一格格麻绳， 说是出
自湘西大画家黄永玉之手。 我虽然不善饮， 但经不
住劝， 多喝了两杯， 脸开始发烫， 人也呈半醉状
态。 那个厂长很灵光， 马上让人取来笔墨宣纸请我
题字。或许真是美酒的魔力，我不假思索，卷袖提笔，
刷刷刷，信手写下平生第一首打油诗：“酒鬼饮湘泉，
一醉三千年。醒后再举杯，酒鬼变酒仙。”第二年在北
京举办的大陆名酒赛会中， 吉首酒厂将这首诗和我
的照片，印制成大量的广告散发出去，那次“酒鬼”与
“湘泉”两种酒销量名列全国前茅。

乡情比酒浓：
秋深时伊曾托染霜的落叶寄意
问： 2004年6月， 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彼塔·哈

维德尔访华， 将您的书法作为礼品馈赠中国外长？
洛夫： 那天接到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

的电话， 说是彼塔部长要拜访中国外长， 想挑选一
件最合适、 最有意义的礼品， 经过反复讨论， 决定
请我写一幅书法作品。 我与几位友人商量， 觉得我
既是中国诗人， 这样的善举好事应该成全， 所以很
高兴地接下了这个民间外交任务。 那幅书法是我独
创的新诗对联： “秋深时伊曾托染霜的落叶寄意；
春醒后我将以融雪的速度奔回。” 除了这幅书法作
品， 我还送了一本诗集给李肇星外长。 他也是一位
诗人， 爱好风雅， 后来特地托人向我表示谢忱。

问： 2008年10月， 您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
办 “诗书画三艺展”， 这是对您文学艺术成就的最
高肯定。

洛夫： 这件事情的促成， 主要感谢中国作协副
主席陈建功。 在此之前的2004年9月， 我将长诗
《漂木》 的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他们
二楼上有我的作品展示专柜。

问： 您与湘潭书法名家敖普安先生曾经在加拿
大搞过一次 “诗魔之歌印集”？

洛夫： 1992年春节我是在湖南衡阳过的， 顺便
到湘潭朋友那儿玩， 遇到了西泠印社社员敖普安，
之前他给我刻过一方名章。 这次见面我们很谈得
来， 他主动提出用篆刻为我的诗歌名句治印， 我当
然求之不得。 到了1997年夏天， 他寄来150多枚诗
印， 加上我的40多幅书法作品， 在温哥华青云艺术
中心举办诗书印联展， 这也算是一个创举， 一时成
为中加两国文化交流的美谈。 敖普安是一位用刀子
写诗的人， 一位用石头思考的艺术家。

问： “为何雁回衡阳？ 因为风的缘故！” 这是
您的名句， 也是您的招牌书法。 请问您第一次是在
哪儿想起这句话、 书写这句话的？

洛夫： 《乡情比酒浓》 这篇文章有记载， 是在
衡阳市工人文化宫。 那天是1988年8月24日， 活动
规模比较大， 他们让我留下墨迹作为纪念。 众目睽
睽之下， 我还是有点怯场， 略经思索， 写下这12个
大字。 “因为风的缘故” 其实是我一首诗题， 我的
意思主要是感谢时代之风， 这是一股东风， 也是一
股惠风， 让我这个游子顺利回到祖国大陆， 感受到
了难得的亲情和乡情。 谁知后来被迫越写越多。 那
年我回乡过春节， 发现衡阳市一家餐馆将这幅字放
成斗大， 雕镂刻在大门两边。 还有船山路一家宾馆
也是这么干的。 对此我也无可奈何。

洛夫诗书：
雁回衡阳因为风的缘故

人们都知道洛夫先生是一个享
誉世界的大诗人， 知道他同时是一个
书法名家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其实，
先生数十年来跨界中国书法和水墨
艺术， 倾情挥写自己创作的现代新
诗， 先后应邀在国内外展出， 在长江
三峡、 湖南常德、 杭州西湖、 台湾金
门、 扬州唐槐、 浙江富春江等地竖立
手书诗碑， 在湖南南岳衡山、 回雁
峰， 河南开封， 江苏苏州寒山寺等处
泐石刻匾。 书法家、 中央美院教授邱

振中曾说过：“洛夫先生所带来的崭新
诗意， 使他的书法作品包含着重新
构筑的无限可能。 洛夫先生书法作
品中所包含的想象力、 魄力和信念，
将给怀有梦想的书法家们以深深的
启示。”

忝为洛夫先生的衡阳同乡后学，
我与其订交十几年， 结下了深厚纯朴
的情谊。 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 整理
发表这篇我与他的诗书谈艺录， 谨作
怀念。

激情高歌《我和我的祖国》视频快闪系列活动大扫描———

青春中国的最炫唱响

2013年10月20日，洛夫先生（左）在深圳为甘建
华新著题签“衡岳湘水”。（资料照片） 黄五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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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大学生
陶 醉 心 中 的 歌 。
吕岱恩网络截图

图②：少年强
则中国强。
吕岱恩网络截图

图③：老教授
青春焕发。
吕岱恩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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