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苑杂谈

陈善君

湖南是名副其实的音乐大省。无论
是词曲创作 ，还是编配演唱 ，均有不俗
实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诞生的好歌
数不胜数。因此，无论于其中怎么挑选、
挑多少首，来代表和体现这段时期湖南
整个的歌曲创作生产成就，都会产生遗
珠之憾。

综观“唱响70年·我最喜爱的湖南金
曲”20首作品，其质量均相当不错，其传
唱度和美誉度、 影响力也是有保证的。
特别是这些作品为人民谱写、为时代放
歌的态度和水平，足以成为我省音乐创
作的标杆，成为满足人民群众不管是过
去，还是现在甚至将来的精神食粮。

这些作品中有汇入 “红色经典”的
朵朵浪花 。《天上太阳红彤彤 》《颂歌一
曲唱韶山 》直抒胸臆 ，唱出了全国人民
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爱戴和崇敬。
《浏阳河》《挑担茶叶上北京》《侗歌向着
北京唱》《我向党来唱支歌》， 更是唱出
了湖南家乡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比山还
高、比海还深”。

这些作品中不乏歌颂 “改革开放”
的主旋律 。《党啊 ，亲爱的妈妈 》歌颂党
生我养我之情之义之恩；《幸福在哪里》
告诉我们 ，改革开放政策好 ，幸福还得
靠双手去创造 。《小背篓 》《辣妹子 》《八
百里洞庭美如画》《八百里洞庭我的家》
则把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三湘大地，
湖南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和有了崭新的
精神风貌行于歌咏，喜诉于天下。

这些作品中更有讴歌 “新时代”的
强劲正能量。《奔驰在祖国大地上》是一
曲深情款款的高铁咏叹调 ；《牵着春风
进山村》是一首生动婉转的扶贫干部赞
美诗；二者尽管选材角度和表现风格不
一样，但同样是尽情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鼓与呼，发挥着文艺不可替代的精神力
量 。《信仰 》《主心骨 》 是新时代党的颂
歌，写得格外豪迈和铿锵。

尽管这20首金曲主要创作和重点传
唱的时代不一样， 但同样为人民群众所
喜闻乐见，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
音乐作品很难引起轰动效应和公共关注
的状况下， 对仍在坚守音乐创作生产和
从事音乐工作的人们来说， 无疑具有诸
多启示意义。

首先， 音乐人还是得弄明白为谁创
作的问题。 这20首金曲没有哪一首不是
站在人民的角度，为人民谱写，为人民抒
怀的。《山乡小渡船》 是在教师节设立前
后，歌颂乡村教师无私奉献的精神，及他
们为社会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完全
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尊重知识、 尊重人
才的心声。

其次， 音乐创作必须合着时代的节
拍而律动。不要忘记，铸就“红色经典”时
期的音乐创作是那么的激情满怀， 充满
着无尽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打造“改
革开放”主旋律作品时，作者们在理性的
观照下， 是如何地抒发着现实主义美好
心情啊，所以《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才
那样地诗意而理性。

再次 ，音乐创作要向专业致敬 。这
20首金曲不仅好在为人民谱写 ， 为时
代放歌 ， 其艺术水准也达到了相当的
高度 。 就说这些歌曲对湖南各民族民
间音乐元素的挖掘和使用 ， 就不是那
么简单和容易的 。 有些创作者甚至是
倾其毕生的时间和经历才终有收获 ，
有的则是长期下乡蹲点 ， 与老百姓同
吃同住同生活 ， 才有所琢磨 、 有所收
获 ，《洞庭鱼米乡 》《呀呀呀得儿喂 》就
是这样的标杆和样板。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70年来，湖南
音乐人交出了比较满意的答卷。 在奋进
新时代的新征程中， 相信我们今天的音
乐人及其后人， 同样可以谱写出壮美的
乐章，演绎出感人的旋律，把自己的名字
写进湖南音乐发展史。

（作者系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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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一方歌声。三湘四
水孕育出来的歌儿，有鲜明的湖湘
文化烙印。” 这是湖南省音乐家协
会主席邓东源接受采访的开场白。
“唱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活
动评选出20首金曲， 跨越70年时
空，用音乐语言讲述湖南社会发展
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更展示出
湖南文化艺术的魅力。“作为音乐
人，尤其是湖南的音乐人，要肩负
起民族音乐的传承重任。民族音乐
是湖南的宝贵财富，不能在我们这
一代荒废。”邓东源感慨道。

把时代“主旋律”变成
美好的旋律

在本次评选中，《牵着春风进
山村》入选20首金曲，主要曲作者
邓东源深有感触：“词曲作者一定
要把主旋律题材、尤其是重大现实
题材歌曲创作摆在首位，要把‘中
国梦’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
重大现实题材创作当作眼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的主要创作方向。让

‘主旋律’ 变成美好旋律深入人
心。”

邓东源说，一首好歌曲必须贴
近群众生活实际， 替人民抒情，要
亲切、朴实、精美，朗朗上口。这首
歌曲的词作者和风是牵头主抓全
省组织系统干部下乡扶贫工作的
干部，长年深入基层，与重点贫困
户结下深厚感情，对扶贫户有真情
实感，这才有了打动人的词句———

“牵着春风进山村”。把党的扶贫政
策比作春风，将一缕缕春风带给山
民，通篇朴实的语句更是让人感到
温暖，如“化初心为真爱，点亮盏盏
心灯”。 用老百姓自己的话来抒发
真情实感， 不讲大话套话和空话，
是这首作品作词的成功之秘。

这首歌的作曲巧妙灵活地运
用湘西民族音乐语言， 精心提炼，
不机械照搬照抄民歌，使音乐听起
来既是湘西的，又是全国的。手法
上大胆运用现代流行歌曲写法，曲
式结构简练，音乐语言时尚、前卫，
又不失传统民歌风格，既注重民族
性，更突出时代性，悦耳又走心。

邓东源认为，《牵着春风进山
村》创作上的成功，在于在展现时
代精神风貌的同时， 兼具了通俗
性、艺术性和传播性。

《浏阳河 》是湖南的
音乐名片

“一曲《浏阳河》，是湖南乃至
全国的音乐经典之作，也是湖南乃
至全国的音乐名片和符号。” 邓东
源说，上世纪50年代，词作者徐叔
华和曲作者唐璧光创作了《浏阳
河》， 描写农民在丰收后向国家缴
纳公粮的愉快心情，表达了人民群
众对毛主席的爱戴。《浏阳河》歌词
通俗，旋律朗朗上口，有湖南花鼓
戏的音乐元素穿插其中，很快得到
了老百姓的欢迎。很多人以为这是
一首湖南民歌，其实它是一首原创
歌曲。

《浏阳河》诞生以来不仅受到
了人民的喜爱，也给音乐家们带来
了创作启示与冲动。富有时代气息
的《又唱浏阳河》由郭天柱作词，邓
东源作曲，以歌曲《浏阳河》为素
材， 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
爱，同时抒发了鼓舞干劲、建设新
生活的美好愿望。 在这首新歌中，
老歌《浏阳河》的旋律反复出现，兼
顾了老歌经典的旋律和新歌的时
代气息，旋律优美，令人过耳难忘。
邓东源说，这是他向湖南音乐人前
辈的致敬之作。

在传承与发展中谱写
新乐章

邓东源认为，“唱响70年·我喜
爱的湖南金曲”评选活动，既是对
70年来湖南音乐创作的回顾和总
结，也是对70年来湖南一系列新成
就、新面貌、新生活的艺术再现和
音乐表达，让当代湖南音乐人备受
鼓舞的同时， 也感到了任重道远；
如何在传承与发展中谱写出新时
代乐章，是摆在湖湘音乐人面前的
一个新命题。

邓东源觉得，词曲作者一定要
拓展思路，跳出老框框，紧跟时代
步伐，既要坚守湖南民族音乐的文
化自信，更要让心底的旋律紧随时
代的脉搏跳动；要加强音乐创作人
才队伍培养， 切实推出新人新作，
打破当前音乐创作人才“青黄不
接”的局面；歌曲评选活动要经常
化、制度化，让歌唱“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 的音乐作品唱遍神州大
地，唱遍全世界，实现湖南从音乐
大省向音乐强省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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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的“唱响70年·我
喜爱的湖南金曲 ”评
选活动揭晓。20首“我
喜爱的湖南金曲 ”荣
登金榜。这是70年时光
沉淀下来的湖湘艺术
精品， 是超越时空的
音波、 传唱四方的经
典。它们折射了70年来
音 乐 湘 军 的 创 作 历
程。“艺风” 特别推出
“余音绕梁———‘唱响
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
曲 ’”专版 ，带你重温
金曲背后的故事 ，展
露湖南金曲词作家 、
作曲家的心声， 解读
湖南金曲的社会 、艺
术价值和意义。 当熟
悉的旋律在耳畔再次
响起，愿我们深知，每
一句歌词、 每一个音
符、每一段旋律，都来
自对湖湘热土、 对音
乐艺术的真正热爱与
痴迷。

迟美桦

颂乡土、歌家园，唱时代，金沙
的歌词往往是对情怀的注释。 在他
看来，家国情怀可以令人高尚，可以
让时代焕发无穷的魅力。金沙的《奔
驰在祖国大地上》此番入选了“唱响
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作品，他
说：“祖国的宏伟山川记载着时代的
步伐和人民的欢笑。 它点燃了人民
追求‘中国梦’的崇高自豪。家国情
怀也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歌。”

赶上了伟大时代的飞跃

《奔驰在祖国大地上》由金沙作
词、孟勇作曲，创作于2018年，曾勇
首唱；修改于2019年，王丽达首唱。
这是中国第一首成功唱响高铁的歌
曲，颇具时代节点意义。此歌入选了
中宣部第七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
歌曲，通过全媒体在全国展播推广。

“赶上了伟大时代的飞跃， 何其幸
运！我要记录下时代的强音。”谈起
这首歌的创作初衷， 金沙依然激情
满怀。

自2015年以来， 金沙每年数十
次在湘西苗寨体验生活，常与苗寨朋
友乘坐高铁回长沙，就想到了《奔驰
在祖国大地上》这个题目，但总觉得
角度不够完美，迟迟动不了笔，最终，
他选择了苗寨村民乘坐高铁游览祖
国大好河山这一角度。从2018年7月
写完第一稿， 一直反复修改细节。中
国歌剧舞剧院青年男高音歌唱家曾
勇在其个人独唱交响音乐会上演唱
后，金沙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孟勇
推翻第一稿重新创作，将原来每分钟
128拍的速度加快到146拍，“节奏加
快了，原来像一辆老式火车，如今才
真正成了高铁。”金沙说。

《奔驰在祖国大地上》音乐，巧妙
地加入了“啊呜哦咿呜呃”的衬词，融
入麻栗场苗族高腔元素来描绘飞速
行进的新时代高铁，作品更具湘西苗
寨特色和感染力， 也更易于咏唱。金
沙想通过这首歌， 带听众从南看到
北、从东看到西，祖国的经济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成就跃然眼前。

发出时代的最强音

“大家耳熟能详， 群众喜闻乐
见。” 身为湖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
席、秘书长的金沙，对入选“唱响70
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 的20首歌
曲如此评价。

金沙说，“此次入选的歌曲，基
本上都是歌唱党、歌唱祖国、歌唱时
代、歌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湖南
是歌曲创作大省， 除湖南籍在外地
的词曲作家创作了大量享誉中外的
经典作品外， 在本土生活的词曲作
家在每个年代都奉献了经典的歌词
歌曲作品， 都发出了所处时代的最
强音。这些歌他百听不厌，并一直伴
随和影响着他的人生和创作。 金沙
认为，由于审美追求多元化、传播途
径多元化等众多因素， 歌曲传播的
影响力在削弱。值得欣慰的是，近些
年来讴歌新时代、讴歌中国梦、讴歌
精准扶贫的作品， 一直在发出时代
的最强音。

致力于创作时代的
经典之作

这次评选的湖南金曲，许多都代
表着一个时代，或留下了一个时代的
记忆，都具有时代节点意义，如《天上
太阳红彤彤》《浏阳河》《洞庭鱼米乡》
《挑担茶叶上北京》《党啊，亲爱的妈
妈》《幸福在哪里》《祖国啊，我永远热
爱你》《小背篓》 ……入选的20首歌
曲，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了较高的
水平， 绝大部分已成为经典之作。金
沙认为，这些入选金曲对新时代湖南
歌曲创作乃至文艺创作，具有很强的
启示性和指导意义：文艺创作必须紧
跟时代、讴歌时代，用作品去鼓舞时
代前进的步伐， 记录时代前进的脚
印；艺术创作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
当，家国情怀尤为重要；要把提高作
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作为艺术追求，致力于创作一个时代
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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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诚仁

湖南丰富的民间音乐资源是
我最宝贵的创作源泉

我是四川成都人， 来湖南搞音乐创作，一
辈子跟湖南民间音乐和民间艺人有缘。湖南丰
富的民间音乐资源是我最宝贵的创作源泉。艺
术家扎根生活，老老实实向民间学习，这也是
我在音乐创作实践中体会出来的。

小时候带我的奶娘就很会唱山歌，到现在
我还记得她唱的四川山歌：“尖尖山， 二斗平，
毛草蓬蓬，把把门……”受到戏迷大哥的影响，
我从小也跟着学会了不少唱段，还无师自通地
学会了拉京胡、二胡。高中毕业后，我考到了东
北鲁迅文学院声乐系学习。1955年我毕业时，
校长对我说，毛主席的家乡要人，派我去支援
湖南的音乐事业。 能来毛主席的家乡工作，那
是很大的荣誉，我高高兴兴地到湖南民族歌舞
团报到了。

我的好多歌曲创作灵感都
来自民间

没想到我第一次上台演出就被泼了盆冷
水。

报道第5天， 我随团去江华瑶族自治县参
加自治县成立大会的文艺演出。 我在台上唱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没想到台下几千人竟没
有一个人鼓掌，我唱完鞠了个躬，瑶胞们才反
应过来，礼节性地鼓掌。我很纳闷，就去问乡亲
们，他们说听不懂，不知我唱的什么。

演出结束后有天晚上,我听到对面山上有
个年轻女子在唱歌，声音十分高亢、甜美。第二
天一大早，我就上山去找这位姑娘。我爬到山
上一看，有一间茅草屋，只有一位老婆婆坐在
门口。我就问她，昨天晚上是不是有位年轻妹
子在唱歌。没想到老婆婆说，是她随便哼了几
句，张口就唱起来。我激动得不得了,当场就跟
她学了几首瑶歌。第二天演出，我把刚学到的
瑶歌编成男声三重唱，引起了全场轰动。

这个经历让我悟出一个道理：只有学会老
百姓的语言，熟悉老百姓的心声，创作、演唱老
百姓喜爱的歌，音乐才有真正持久的生命力。

从此后，我就到处去采风，去学民歌，我的
好多歌曲创作灵感都是来自民间， 是从路上

“捡”来的。

“捡 ”来的 《洞庭鱼米乡 》和
《挑担茶叶上北京》

刚到湖南时， 我第一次过岳阳洞庭湖，真
是美极了。当时我就想，要给洞庭湖写一首歌。
1959年有一天，叶蔚林写了一首诗《洞庭鱼米
乡》，请我谱曲。我一看，脑海里立即浮现了一
段拜香歌的旋律。 有一天我在长沙县街头，碰
到一群去南岳庙烧香还愿的宁乡人，他们手里
捧着香，三五步一拜，还虔诚地念念有词，近似
朗诵调，很特别。我就一路跟着他们走，把这首
拜香歌记在了心里。创作时我稍加修改，马上

就哼出了这首歌的主调。嘿，还真好听。我一个
晚上没有睡，一鼓作气写出了这首歌。

《挑担茶叶上北京》也是“捡”来的。1960年
冬天，我到城步县蓬洞采风，学了《贺新郎》《哩
啦哩》等好几首苗族民歌。回到长沙后，正好叶
蔚林写出了《挑担茶叶上北京》的歌词，我一看
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立即用上了在城步学来
的苗歌调子，曲谱初稿很快就写出来了。但是
结尾“毛主席的故乡人”一句，我怎么写也不满
意，总觉得不能抒发出湖南人作为毛主席家乡
人的那种自豪和激情。突然，我脑子里冒出来
一段韶山山歌中的打高腔。1959年我在韶山采
风，有一天傍晚，看到一位推独轮车的老农民，
路过毛泽东故居时，一边走，一边旁若无人地唱
山歌：“哟嗬，哟嗬”，很悠扬，嘹亮。我一直跟在
老农后面听，他唱了半个多小时，我跟着他走了
好几里山路。 打高腔不就是抒发对毛主席感情
的最好方式吗？当晚我立即唱给团里的同志听，
大家又惊又喜。

《挑担茶叶上北京》创作出来不久，总政歌
舞团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演
出，歌唱家方应暄演唱了这首歌，毛主席听了特
别高兴。演出后毛主席接见演员，方应暄对毛主
席讲，他到了主席家乡，家乡的音乐家写了这首
歌，他特意带回来唱给他老人家听。毛主席托他
写封信谢谢我们。方应暄连夜写信，将毛主席的
话转告湖南民族歌舞团， 我和所有团里的同志
都很兴奋。

那些教我唱山歌的苗家大妈们
浮现在我脑海中

湘西桑植的民歌资源很丰富， 我也和当地
的民间艺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他们都记得
我这个总是在田间地头找人学歌的“白同志”。

有一次， 我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地方整整学
了4天民歌，正准备要走，一位86岁的老人拄着
拐杖，专门赶了十几里山路追上了我，要把自己
会唱的民歌教给我。

上世纪50年代我曾两次到桑植采风， 一位
叫戴福香的茶农女儿教给我许多民歌。1978年
桑植县开山歌大会请我去，我去了就问，戴福香
来了吗？县里开车带我去她家，车门刚打开，一
位白发老婆婆上来抱住我就哭：白同志啊，你一
走我就天天想， 还有哪些歌没教你？ 我等你来
学，等了21年啦。她家里人说，那天她远远地听
见汽车声就激动地说，肯定是白同志来了！

背篓是湘西人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 我在
湘西采风， 一路上经常会碰到背着背篓的大妈
大婶，她们背着孩子，各种日用品，大热天的甚
至把冰棒也放在背篓里，差点化了。有一次我帮
一位老大妈背背篓，大妈很感动，我就请她教我
唱山歌。1988年，在湖南电视台工作的欧阳常林
拿来自己创作的歌词《小背篓》请我作曲。我一
看，背篓、吊脚楼，湘西的生活我太熟悉了，那些
教我唱山歌的苗家大妈们全浮现在我脑海中，
旋律就像泉水，从脑海里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本文据白诚仁先生生前接受 《三湘都市
报》《长沙晚报》 等媒体联合采访时的口述资料
整理。本文由肖欣整理、编辑。）

从路上“捡”来的创作灵感
湖南金曲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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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晚，“唱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专场音乐会现场，
歌手们在演唱金曲。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