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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我国第一部反映脱贫攻坚主题的大型交响叙事组歌

它用讲故事的方式叙说千年苗寨的历史变迁

它是一幅充满浓厚湘西苗族文化和生活气息的绚丽画卷——

《苗寨的故事》
演绎苗乡巨变的时代交响

金 沙
国家一级

编剧，词作家，
湖南省音乐家
协会副主席、秘
书长，中国音乐
家协会理事，中
国音乐文学学
会常务理事。

出版《金沙

歌词选》《金沙卷》等作品集8部。作品入

选中宣部“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国

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中

国当代歌曲精品工程——“听见中国听

见你”年度优秀歌曲推选活动，入选国家

声乐比赛选唱曲目和大学声乐教材、社

会音乐考级教材，获中宣部、省委宣传部

“五个一工程奖”、中国音协歌曲评选、省

委省政府文学艺术奖、省委省政府文化

创新奖等省级以上创作奖百余次。

主要作品：编剧、作词的大型交响合

唱《通道转兵组歌》、大型跨界融合情景

歌舞剧《那山那水那乡愁》，作词歌曲《阿

妹出嫁》《呜哇山歌》《不知该怎么称呼

你》《爱的长城》《永远的牵挂》《湘江飞出

一首歌》《我的张家界》《美丽湘江》《我像

杨柳爱恋着你》《苗乡多美丽》《奔驰在祖

国大地上》等。

孟 勇
国家一级作

曲，作曲家，湖南
省文联副主席。
毕业于湖南师范
大学音乐系，曾
任湖南广播电视
艺术团团长、湖
南省歌舞剧院专
业作曲。

创作、演播交响音画《湘江》，交响组

曲《日出东山》，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

组歌》，音画史诗《天禅》，舞剧《温暖》《君生

我未生》、影视音乐《乡下人城里人外国

人》、佛教音乐《天音梵乐》，旅游秀《水浒

天风》和民族器乐曲等各类音乐作品

1000多首（部），大量歌曲作品被全国青

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选用，20余次担任中宣

部、中央电视台等单位举办的大型文艺晚

会音乐总监、10多位著名歌唱家国内外独

唱音乐会音乐总监。90余首（部）作品获

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音乐金钟奖、全

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文化部“群星

奖”、湖南省文学艺术奖、湖南文化创新

奖、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歌曲代表作品:《斑竹泪》《飞》《山寨

素描》《水姑娘》《阿妹出嫁》《我的好妈

妈》《绿鸟鸟》等。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省音协提供）《苗寨的故事》童声合唱团正在排练。

2018年11月，金沙、孟勇在吉卫镇大夯来村麻建文家和黑土麦田团队聊电商

扶贫情况。

陈 薇 王 珊

10 月 21 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湖

南省文联主办的大型交响叙事组歌《苗寨

的故事》首演将在长沙音乐厅举行。

这是湖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交响组歌音乐会。它将给观众带来怎样

的 惊 喜 ？ 让 我 们 一 同 走 进《苗 寨 的 故

事》——

“首倡之为”我国首部反映脱
贫攻坚主题的大型交响叙事组歌

大型交响叙事组歌《苗寨的故事》，

是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在省委宣传部

的指导下，由湖南省文联组织创作的表现

“精准扶贫”首倡地“首倡之为”的大型组

歌，它是我国首部反映脱贫攻坚主题的大

型交响叙事组歌，也是湖南省文联脱贫攻

坚主题文艺创作三年行动计划 2017年签

约项目。

该作品讲述了美丽神秘而贫穷偏僻

的湘西苗寨，通过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摆脱贫困实现小康

的感人故事，反映了古老苗寨在党的领导

下发生的历史巨变，讴歌新时代苗族人民

对幸福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奋斗精神。

这是一部表现重大时代主题、充满浓

郁民族风格的音乐史诗，由省音协副主席

兼秘书长、国家一级编剧金沙作词，省文

联副主席、国家一级作曲家孟勇作曲。该

组歌由《云雾深处》《春风吹来》《太阳升

起》3 个乐章、17 首歌曲组成，构思巧妙、

形式丰富，既有鲜明的湘西苗族韵味，又

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

文艺创作，有生活才有生命。金沙

说：“2016 年，我和孟勇在湘西采风时就

下定决心，一定要写一部关于苗寨脱贫的

大型音乐作品。”

金沙曾在张家界工作 15 年，自 2016

年以来，他每年 10 余次深入湘西体验生

活和开展结对扶贫，仅 2019 年就多达 14

次，还在苗寨过苗年过春节，吃在苗寨住

在苗寨；在湘西度过童年的孟勇，几十年

涉足湘西沃土，深谙其民族民间音乐。两

人在创作上有着独特优势。

为了创作好这部组歌，金沙、孟勇长

期深入湘西，把生活腹地当成创作高地，

潜心耕耘。金沙先后 16 次去往湘西苗

寨，在当地度过 80 余天；孟勇也先后 4 次

专程深入湘西生活 25 天，他说：“我们几

乎跑遍了花垣县所有乡镇，十八洞村我们

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村民见到我们总是

很热情地喊‘金老师、孟老师’。”

金沙和孟勇表示，为了让这部作品更

具普遍意义，他们一直关注湘西以外的脱

贫攻坚工作，几十次深入湖南省内外的乡

村，亲眼目睹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在

他们看来，《《苗寨的故事》》组歌中的苗

寨，既是十八洞苗寨的特指，也是湘西所

有苗寨的缩影，更是全国所有贫困山村的

缩影。

参与《苗寨的故事》组歌演唱的“湘西

民歌王”秧云群来自花垣县。她透露，自己

经常陪同金沙、孟勇在花垣当地采风。“有

一年冬天特别冷。两位老师听说湘西正在

修建机场，为了对湘西人民脱贫后的生活

变化有更直观的感受，他们执意要去现场

看一看。去工地的路坑坑洼洼，车子都没

法过，两位老师坚持步行前往。中途还下

起了瓢泼大雨，他们全身都淋湿了，他们对

艺术的这种执着精神让我很感动。”

“为了搜集第一手素材，在花垣，两位

老师爬过最高的山，访过最穷的寨，去过

最偏的村，他们跟着当地苗家老百姓同吃

同住。”秧云群感慨地说：“我从未见过像

他们这么扎实、用心的创作者，他们是名

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

一部大型的音乐组歌作品通常需要

多人通力合作完成，但是，为保证《苗寨的

故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这部作品的作

词由金沙独立完成，作曲、配器由孟勇独

立完成，整部作品的创作历时近 3年。正

是两位创作者发扬了甘于寂寞、潜心耕耘

的精神，不断向生活深处挖掘创作的宝

藏，努力把苗家人民心声转化为时代音

符，也就有《苗寨的故事》这部根植生活沃

土的作品的诞生。

音乐“讲故事”叙说千年苗寨
的历史变迁

作为我国首部表现脱贫攻坚主题的

大型交响叙事组歌，《苗寨的故事》反映了

古老苗寨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历史巨变，

讴歌新时代苗寨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

不懈追求和奋斗精神。这样一部宏大叙

事的作品，要如何才能让它成为一部老百

姓听得懂、喜欢看、留得下的高雅舞台音

乐作品呢？

“作为交响叙事组歌，《苗寨的故事》

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说苗寨脱贫故事，

它实现了宏大叙事与细节表现的生动结

合。”金沙解释说，由于苗寨脱贫故事本身

就具有极强的逻辑性，所以这部交响作品

的故事情节连贯、统一、完整。

《苗寨的故事》设置在不同的时代背

景下展开，分 3个乐章进行叙述。第一乐

章《云雾深处》叙述千年苗寨的古老美丽

神奇、偏远贫穷落后和苗寨同胞生生不

息的拼搏精神；第二乐章《春风吹来》讲

述苗寨从改革开放开始不断探索扶贫之

路，通过精准扶贫共圆小康梦的奋斗历

程；第三乐章《太阳升起》描绘脱贫致富

后的苗寨幸福生活和苗家儿女对美好未

来的向往。

第一乐章通过3首歌曲描绘出3幅风

俗画，展现出了一个美得让人心疼、穷得

令人心酸的古老苗寨。第一首《洁白的云

雾》描绘云雾中的美丽苗寨和古老的农耕

生活景象；第二首《石板小路弯又弯》诉说

苗寨同胞生活的艰辛；第三首《千年苗鼓

咚咚响》以写意的手法，描述苗寨同胞千

百年来勇于在艰难的自然环境中与水灾、

旱灾、冰灾搏斗，与病灾、战乱、匪患搏斗，

与根深蒂固的贫穷困苦落后搏斗，赞美顽

强的拼搏精神。

第二乐章共11首歌曲，前3首叙述苗

寨在改革开放之后探索扶贫之路，后 8首

讲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论

述所带来的苗寨巨变。第一首《春风从田

野上吹起》讲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

拉开大规模扶贫的序幕；第二首《桐子花

开》述说留守儿童与外出打工父母的相互

思念之情；第三首《缠树的老青藤》讲述对
经历多年的扶贫求索之路却未能彻底摆脱
贫困的思考；第四首《金钥匙》讲述扶贫工
作队员和村支两委成员、全体村民在“精准
扶贫”重要论述的指引下，立誓打赢脱贫攻
坚战；第五首《悬崖上的修路号子》讲述苗
寨村民在崇山峻岭的悬崖陡壁上开凿致富
公路；第六首《黄桃花开一片海》讲述苗寨
的致富能手带头开发种植产业；第七首《鸟
儿飞回来了》讲述苗寨外出打工的青壮年
男女，回乡广开种植、养殖、苗绣、旅游等产
业发展门路；第八首《外婆的木板房》从外
孙暑假回来看外婆的角度切入，讲述苗寨
住房及生活条件的巨大变化和崭新面貌，
并折射出苗寨教育条件的新变化；第九首

《美丽的小阿妹》讲述苗寨光棍脱单的甜蜜
美满爱情；第十首《苗寨客人来》讲述苗寨
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第十一首《我
们圆了小康梦》抒发苗寨村民实现小康之
后的喜悦之情，表达对党和政府、对扶贫工
作者的感恩之心、感激之情。

第三乐章有 3 首歌曲。第一首《快乐
的花喜鹊》借“吉祥鸟”喜鹊，热情赞美绿
水青山中的美丽幸福新家园；第二首《奔
驰在祖国大地上》讲述脱贫致富后的苗寨
村民乘坐高铁旅游，通过向列车窗外眺望
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新时代的壮丽画
卷，抒发与全国人民一道追求“中国梦”的
壮志豪情；最后一首《太阳正在升起来》，
昭示苗寨今日的蓬勃活力，预示苗寨在新
时代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向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美好前景。

整个故事构思巧妙新颖，既按时间逻
辑发展，展示了从贫穷落后到精准脱贫再
到幸福生活的变迁历程，又把独特苗族文
化作为主线贯穿始终，每个乐章前采用极
具湘西苗族特色的围着火塘唱苗歌的方
式作引子，用以提示每个乐章的时代背
景、主题和内容，分别用《围着火塘唱苗
歌》《围着火塘唱新歌》《围着火塘唱欢歌》
3首无伴奏合唱，把3个乐章串联起来，形
成一个意象鲜明、前后衔接、步步深入的
有机整体。

潜心耕耘 把生活腹地当成创
作高地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伊
始，我和孟勇就已经约定好，一定要从湘
西人民的生活细节出发，为每个节点所要
表达的内容赋予鲜活的艺术形象，避免假
大空。”金沙说。

譬如，组歌中的《桐子花开》，讲述的
是留守儿童与外出打工的父母相互思念
之情。金沙坦言，原本他想写板栗花，但
是板栗带刺，与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温暖亲
情不符合。通过实地采风，他发现桐子花
是以前湘西山山岭岭、门前屋后开得最多
的一种花，开花时满树洁白，十分美丽，而
且“桐”与儿童的“童”谐音。于是，金沙推
翻最初的设想，选择桐子花来创作这首歌
曲。他说：“洁白的桐子花既象征着孩子，
也犹如夜空的星星，远方打工的父母在星
空下，与孩子遥遥相望，这个意境我觉得
很美。”

在组歌中，有一首歌曲叫做《奔驰在
祖国大地上》。为了创作好这首歌，金沙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了解、体验高铁，孟
勇则充分运用苗族音乐元素将这首歌曲
打造得别具一格。当国家一级演员、著名
女高音歌唱家王丽达演唱这首作品时被
深深打动了，她说：“作为一位歌者，能有
机会遇到这么好的作品，用歌声来歌颂美
好的时代，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国
苗歌王”蝶当久也加入了《苗寨的故事》演
出阵容。他透露，当唱到《外婆的木板房》
这首歌时，感觉与现实非常贴切。他感叹
道：“太有共鸣了！这首歌讲述的是外孙
暑假回来，看到外婆家的房子发生大变
化，生活也发生了大改变。歌词描写的一
景一物都抓得特别准。特别是副歌部分
的‘推开楼上的小木窗，你看满寨的木房
多漂亮’，让我回想起了自己的家乡，自己
的经历，直击人心。”

细品《苗寨的故事》这部作品中每首
歌的歌词，火塘、石板路、苗鼓、满寨的桐
子花、缠树的老青藤、木板房、小阿妹、“啊
嘎嘎炯嘎嘎”欢叫的花喜鹊等，都是极具
湘西苗族特色的符号。

从作曲来说，在《苗寨的故事》里，孟
勇将湘西苗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交响乐完
美糅合，以生活旋律为线条，用民族音乐
元素染墨着色，将 17 帧流动的生活图景
汇成了一幅绚丽的湘西苗寨风情画卷。

“过去，很多人一说起苗族，想到的就
是贵州苗族，在音乐上运用最多的也是贵
州苗族的音乐。所以，我们在创作《苗寨
的故事》这部作品时，一直在尝试挖掘、融
入更多湘西苗族音乐的元素，让它听起来
更具有独特浓郁的湘西苗族风情。”孟勇
介绍称，这部作品的音乐主题完全采用湘
西花垣县麻栗场苗族高腔演变出来的核
心主题，同时运用苗族平腔、巴代音乐的
特色音乐结构和节奏，让音乐具有鲜明的
湘西苗族风格与个性，同时又体现出强烈
的时代特征。

“整部作品的和声风格别致，在西洋和
声的基础上，采用浓郁的湘西苗族民族和
声，二者高度融合，通过和声的变化发展表
现出苗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孟勇还特
别提到组歌中的衬词，这些衬词富有创新
性，特别是《快乐的花喜鹊》中表现喜鹊叫
的“啊嘎嘎炯嘎嘎”拟声衬词，改变了喜鹊

“喳喳喳喳”叫的衬词使用传统和习惯。
“以前人们总喜欢说喜鹊是‘喳喳喳

喳’地叫，但是这次我们去湘西大夯来村
采风时，村里的一位苗族阿婆告诉我们，
她们那里的喜鹊总是‘啊嘎嘎炯嘎嘎’地
叫，多么独特的湘西苗族民间衬词啊，我
们如获珍宝，立马把它写进了《快乐的花
喜鹊》这首作品中。还有‘嗨咿哦’这一湘
西苗族音乐中最常见的衬词，我也把它贯
穿到《苗寨的故事》整部作品中。”孟勇透
露，演奏时，他还将苗锣、竹柝、银铃等湘
西苗族特有的乐器搬上了舞台，连湘西苗
寨河滩的鹅卵石也作为音乐元素登上了
大雅之堂，让人耳目一新。

国家一级指挥、长沙交响乐团首席指
挥肖鸣担任《苗寨的故事》的指挥之一，他
评价称：“这部作品不论是配器，还是演
奏，使得民族乐器与交响乐的融合有了很
多突破。尤其是运用创新的手法，把交响
乐与民族音乐和谐结合起来，更丰富，更
打动人。”

《苗寨的故事》合唱排练指挥由中国
音协合唱联盟副主席、湖南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教授周跃峰担任，他说：“《苗寨的故
事》是近年难得的一部非常优秀的音乐作
品。组歌中合唱的分量很重，涵盖了无伴
奏合唱、混声合唱、童声合唱、男声合唱、
女生合唱等几乎所有的演唱形式。但作
者对声部安排处理得很好，层次清晰、合
声丰富，既展现了合声效果，又巧妙地融
入了民族特色。”

精心排练 打造老百姓听得
懂、喜欢看、留得下的精品

数月前，《苗寨的故事》首次以完整
的形式呈现在项目评审组专家面前，专家
评价称：“《苗寨的故事》是一部标杆式的
集时代性、民族性、交响性、艺术性、群众
性于一体大型交响叙事组歌，是老百姓听
得懂、喜欢看、留得下的精品力作，一定能
唱响全国、走出国门。”

听得懂，是指歌词篇幅短小、语言清
新、情感真挚，体现了老百姓的话语风格和
特点。音乐语言雅俗共赏，为群众喜闻乐
见；喜欢看，是指舞台呈现多姿多彩，引人
入胜，由一批名家新秀担任独唱、重唱、领
唱，263名身着湘西苗族服装的演员组成的
合唱团进行演唱，加上3个组合演唱，融入
围着火塘唱苗歌等表演，吸人眼球，具有观
赏性；留得下，是指这部与老百姓生活息息
相关的大型作品，经文学与音乐的完美结
合，将一个有高度、有深度的圆梦小康的故
事表现得丝丝入扣、生动感人，有望打造成
为一个新时代的文艺精品。

据了解，该组歌在公演前，其中的歌
曲《奔驰在祖国大地上》已入选中宣部第
七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在全国循
环展播，产生广泛影响；歌曲《我们圆了小
康梦》也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播
出、在“笑满三湘”湖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中登台亮相，受到观众欢迎和好评。

2020年，是决战全面小康、决胜脱贫
攻坚的关键年。大型交响叙事组歌《苗寨
的故事》首演也将于 10 月 21 日晚 7 时 30
分在长沙音乐厅举行。

这是我省表现脱贫攻坚主题的一次交
响叙事组歌音乐会，也是我省有史以来规模
最大的一次交响组歌音乐会，更是我省音乐
界乃至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喜事和盛事。演

出当晚，将有400余名演员上台表演。其
中，于海、肖鸣将担任指挥，长沙交响乐团将
担任演奏；王丽达、黄华丽、郭橙橙、耿哲、潘
军、马小明、曾勇、蝶当久等17位名家新秀将
担任独唱、重唱、领唱；由我省6个优秀合唱
团、260余人组成的大型合唱团成员将身着
湘西苗族服装一同登台；花垣县“苗家人”组
合等3个团体也加入合唱行列。

在社会各界的期待中，这台音乐会即
将拉开序幕，它必将产生全国性影响，载
入湖南文艺史册。

《苗寨的故事》合唱团在现场排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