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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高安

蒋老爹今年八十八，一双
大耳，挂在黝黑精瘦的脸上，
间歇性耳聋也有年岁了。不
过，老爹何时听得清，何时听
不清，谁也搞不清。

湘西南的三伏，宛若一个
火球。这天，老爹在地里忙乎，
三亩多黄豆，从早上 5 点到中
午1点，我们赶到时，他割倒了
一半，再用畚箕一担担挑回，
布晒到打谷坪，待晒燥后即可
棒槌。老爹挥汗如注，全身湿
透又蒸干，十几分钟循环一
次。汗水滴在地上，“呲”地一
秒钟被蒸干。老爹扬起可乐瓶
喝凉开水，咕咚咕咚。

地在后山，过二三十分
钟，九十三岁的蒋妈便踏着碎
步送来一瓶凉开水。“要死的，
回来吃饭啰！”蒋妈做好午饭，
不知呼叫了多少遍，蒋爹就是
听不见。夫小妻5岁，但老爹大
男子气丝毫不小。

三伏天竟变成了老爹的兴奋剂

给蒋爹提气的，首数他年青时能说会
写，浑身使不完的劲。当村干部几十年，耕田
种地，修塘筑坝，什么活儿老爹都操头。加之
他 16 岁当爹，蒋妈肚子在计划生育之前一
气掉落7男3女10个，头几个一下子便长成
壮劳力。在生产队，谁家手脚多，阳气就高。

政策一变，5亩责任田在老爹手里更是
灵泛，年年挤满仓。古稀之年，他早已四世同
堂，儿孙们在家的、出外的，都搞得不错。但
老爹照常春播秋收，粗活重活，身手不输后
生。并且连同房前屋后抛荒的七八亩田土，
一并翻耕过来。

三伏天竟变成了老爹的兴奋剂，多年来
早上四五点起床，直奔田地。渴了，喝几口山
泉水；饿了，吃点干粮，喝点米酒，一个酒瓶
随身携带；累了，在树荫下铺块塑料，光着膀
子困一觉。离家不过三五百米，老爹硬要到
傍晚收工。回家，老妈正在饲养鸡鸭鹅，老爹
上前帮手，搞掂那些调皮家伙。

七点晚餐上桌，老爹放下掌勺，端起米
酒，打开新闻联播，在家的儿孙每每凑上桌，
花狗围着桌子摇尾巴，畜禽在隔壁引吭高
歌，半斤药酒下肚，老爹便是神仙了。

夜静思。劝学运动的学霸；追上衡宝战
役的炮声，即将参军；阴差阳错回乡务农，成
为集体经济的红旗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高
手；五世同堂含饴弄孙……老爹高光时刻，
每每和着花香鸟语，装饰梦境。

家中有粮，心中不慌，日子
才会踏实

梦境般四季翠绿，抱紧山腰一栋洋房，
这是蒋家独院。二老的卧房在洋房，茶间却
保留在小偏房。小偏房“大世界”，猪栏牛舍

“昂昂”叫，鸡鸭鹅激情撒欢，苞谷、辣椒、萝
卜、茄子之类挂满院墙，黄豆、红豆、土豆、红
薯、花生、板栗等等堆满地。稻谷、小麦灌满
仓，迸发诱人香味。老爹现耕种1亩稻田，年
年高产一千四五百斤。站在这个“博物馆”，
是二老的沉醉时刻。

即使新冠疫情也不受影响。老爹戴着口
罩，年后翻耕，春寒抛种，春暖插秧，接着施
肥、薅草、喷药、捉虫，照常不差一道手脚。

对此，乡邻夸赞之余总是劝说：老爹耳
大有福，二老长寿硬朗，儿孙个个争气，做老
总的都好几个，您整天忙乎为什么。老爹总
是大耳凑近，“咹”“咹”问说什么。

“说什么？是在说我们不孝呢！”儿孙们趁
机策道：“我们百十号人，每人伸个小指头，能
把二老养成大胖子。您起早贪黑不要命，累得
像只干猴子，有个三长两短，不怕吃亏吗！”老
爹干劲越大，儿孙们手心捏着的汗水越多。

“咹”“咹”！老爹我行我素没听见。于是，
在外吃得开的七儿，4 年前毅然回乡务农，
想了却对二老的牵挂。有人藏起老爹的农
具，他就满村借，德高望重的老人，谁敢不
借。有人每家每户“策反”，老爹只得去铁匠
铺，再打一套农具，锁在杂屋。农具不翼而
飞，锁却好好的。“哪个梁上君子，功夫真到
家！”老爹念叨着又打制一套，搬到床头。

但是，打稻机、风车之类大件没法搬进
卧房。怎么收稻？老爹硬是一捆一捆割倒，一

捆捆搬回家，再一捆捆脱粒，
反而更加颗粒归仓。

过年啦！拜年者络绎不
绝，一席就是好几桌。在浓香
氤氲中，老爹揭秘：这鸡肉鸭
肉是自家刚宰的，这鱼是我刚
从自家池塘捞上来的；这饭这
酒这糍粑这米糕，是我一捆一
捆搬回的稻谷做的。原汁原

味，味道好不？老爹乘机召开“家庭会”，教育
后辈勤劳俭朴，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细水长
流，日子才会踏实。

话不多，老爹句句在理。作学生的跟他
争论，说种粮不赚钱，要改变观念，与时俱
进。他“咹”“咹”问你说什么。新年大吉的，谁
去跟老爹较劲呢。

“土地抛荒。不种上庄稼，
我心痛呀！”

担心的事不期而至。2017年11月，为防
油菜苗被鸡啄食，老爹爬到后山砍树枝作栅
栏，一不小心从近 4 米高的松树上摔下，胸
部顶到一棵小树蔸，当即昏死。老天有眼！手
机从棉衣口袋甩出，正好掉落右手边。醒来
后，老爹挣扎着随手拨了一个号码，说了句

“快来救我”，又不省人事。二儿接到电话发
动乡亲们寻了个把时辰才见人。七儿在镇上
叫了救护车，一路披荆斩棘，老爹被抢救过
来。

老爹 8 根肋骨被摔断，胸骨粉碎性骨
折，脊椎骨裂，肺部积血。住院 ICU 后，医生
多次通知家属：准备后事吧！然而，老爹却奇
迹般地挺过来了，所有医生都惊叹：“放在任
何一个老人身上，早已没命了。”

说时险，那时巧！老爹手机前一天刚换，
没人知道新号码。假如手机不掉在手边，假
如不拨对电话，假如第一时间不送往医院，
假如他体质不好……都不堪想象。蒋妈 48
小时不合眼地哭。终于在梦中，蒋爹的老母
宽慰儿媳：“不要哭，不得死。”

平素活蹦乱跳的“老小伙子”，窝在病
床，撕心裂肺的疼痛不打紧，老爹日夜挂念
的是他的田地庄稼。七儿发动所有前来探望
的亲友，现身说法劝老爹，别再拼命劳作了。
聊别的，他都能听见，一聊这事，老爹“咹”

“咹”又听不见啰。
七儿“砰”地跪到病床前，说：“爹不答

应，我跪着不起来。”
沉默。3 小时的沉默。老爹终于开了尊

口：“好吧，不做了。”
伤筋动骨 100 天，但 1 个月后，老爹硬

是出了院，在家卧养；两个多月后，老爹到处
跑了。当着面，他正襟危坐，一副养老模样。谁
知大家一出门，老爹便偷偷下了地。捉迷藏总
有露馅的时候，大家一起“声讨”老爹，老爹还
是“咹”“咹”没听见。于是，儿孙一齐跪倒，问
老爹何以这样。老爹说：“我有我的想法。”

我有缘认识老爹，每年走三四百公里专
程看望。老爹有点书底子，之乎者也，油盐柴
米，反应灵敏，我们相谈甚欢。我问老爹为什
么总是闲不住，他说：“就怪五儿，买的中药泡
酒劲儿大。”至于他的想法，多年不肯透露。

这次见到老爹，他在收割黄豆。晚上暴
雨飞降，我们帮他收拾晒谷坪。翌日，骄阳照
升。老爹大早去了稻田，将风雨吹倒的稻穗，
一蔸蔸扶起。那般小心翼翼，那般深情呵护，
犹如婴儿捧在手心。即将收割的稻穗，粒粒
饱满，黄澄澄、沉甸甸、浓密密一片，连同这
个村，融在湘西南起起伏伏、厚厚实实的金
秋之中。

88岁的老爹，容光焕发得年轻了30岁，
高声朗诵起“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诗
句来。

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出外打工
的乡邻土地抛荒。不种上庄稼，我心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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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南洲

唱响70年湖南金曲，是以音乐的方式
献给祖国母亲的节日颂歌。入围曲目中，
一首少年时代我就熟悉的童歌《火车向着
韶山跑》引起了我的回忆。童年时对革命
圣地的向往、对火车旅行的好奇，被歌声
刻录在记忆的磁盘，至今还能吟唱。

从那个年代走来的朋友大多有乘坐
慢车、快车、绿皮车的旅行经历。那时候，
不仅仅是一票难求，更有火车难坐的深刻
记忆——几天几夜坐下来，哪一个不是疲
惫不堪、衣衫不整？没想到，40 多年后，又
一次巧遇了关于火车的新歌——《奔驰在
祖国大地上》。歌声响起，让人如进入飞驰
的高铁，沉浸到一种莫名的喜悦、欢快之
中。

那是行进的节拍。歌词抓住高铁行进
中转瞬即逝的画面和扑面而来的灵感，以
车 窗 的 视 角 唱 高 铁 之“ 快 ”，唱 时 代 之

“变”，唱人民对祖国富起来强起来的赞
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一片片新村庄山青水绿/一座座大都
市繁花怒放”，从一扇小小的车窗，脱贫致
富坐上高铁的苗寨村民看到了祖国大地
的幸福巨变。江南滴翠的禾苗，白云起舞
的林海，碧波荡漾的草原，每一帧都是铺
开的锦绣画廊，每一个字里都流淌着对祖
国母亲的无限自豪和热爱。

随着歌词结构步步递进，情感也紧随
急剧升温。“大海巨轮远航/大漠班列欢
畅”，“群山擂起大鼓/万众甩开臂膀”，中华
儿女不懈奋斗、追求强国梦的时代心声喷
薄而出。这梦想，是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
的夙愿，迸发出的是亿万中国人民迈向未
来的磅礴自信。

词作者金沙长期扎根基层写作，在湘
西有过多年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对
湘西风土民情、社会变迁十分熟悉。创作
期间，他多次深入苗乡土家蹲点采风，亲
身感受中国农村脱贫振兴的新面貌，俯首
倾听村民脱贫笑脸背后的真心声，填词与
时代同频共振，引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共鸣。

与词相辅相成的是那欢快跳跃的音
符——车在轨道飞，心随原野近，美丽的
家园和田野，隔着车窗，有些变形了的陌
生。曲调中伴随巧妙的花鼓调、锣鼓点，还

有从湘西花垣苗寨采风到的独特的苗族
高腔——“咿乌呃咿乌呃”，不仅增加了歌
曲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也增添了这首
歌曲的独特魅力。

曲作者孟勇是我少年时代的近邻和
偶像，在益阳桃花仑上，离周立波创作《山
乡巨变》体验生活时暂住的“亭面糊”邓益
庭老人家不过 200 多米。我的记忆中，他
是一位标准的文艺青年。在那些阳光灿烂
的日子，时常听到他不舍昼夜练习二胡曲
调。歌声唱过40年，再次重逢，他已经是国
家一级作曲家，创作出许多辉映时代的新
歌——《阿妹出嫁》《桃花江，美人窝》《我
的好妈妈》以及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
组歌》等。

为了创作《奔驰在祖国大地上》，孟勇
与金沙 10 多次用脚丈量湘西苗寨的山山
水水，在苗家阿哥的鼓点里、在苗家阿妹
的歌喉里、在苗族 80 岁老人的舞步里，敏
锐捕捉麻栗场苗族高腔悠远的韵味，糅合
河南豫剧泼辣的唱腔，形成南北交融的特
色;再辅以交响乐团、合唱队的伴奏和声，
气势恢宏、感情细腻，赋予歌曲极为广阔
和深远的传唱度。

歌唱家王丽达，生长在中国的高铁之
乡、动力之都株洲，对高铁有一种天生而
来的亲近感。她又是一个民族唱法的高
手，能够准确地理解歌曲中的民族元素
和地域特色，并将蕴含其中的神韵恰到
好处地表达出来。身为演员的她，还经常
乘坐高铁巡演，对高铁带来的便捷、舒
适，有更多切身的感受。在十八洞村，她
跟村民打成一片，共享精准扶贫给十八
洞村村民带来的幸福感、获得感。再加上
她“以民族音乐为基调，融入多元音乐元
素的‘无界’的独特演唱风格”，甫一开
口，就把歌里追求的情绪捕捉到了，将老
百姓坐上高铁看祖国大地的喜悦感和自
豪感唱出来了。

《奔驰在祖国大地上》创作至今，历经
多次打磨和提升，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入
选中宣部第七批“中国梦”新创作主题歌
曲，获评“唱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
并在多个重要晚会上唱响。在深圳举行的
央视《2020新年音乐会》上，王丽达领衔混
声大合唱，广州、深圳、澳门、香港四大交响
乐团近千人同时演奏，气势恢弘，震撼人
心，充分展示了这首歌非凡的艺术魅力。

判断一首歌是不是为人
民所喜爱，除了它的艺术性、
专业性，更要看它是不是接地
气、是不是在群众中广为传
唱。很高兴看到，在群众广场
舞台上，在众多单位联欢会
上，都飞扬出这首歌动人的旋
律。2020 年湖南省直单位离
退休干部迎春联欢会上，老干
部们与专业艺术演员联袂表
演了这首歌曲，至为精彩。怀
化高铁南站的地下广场，没有
乐器，没有乐谱，一个简单的
伴奏音箱，当地群众将这首歌
演绎得激情澎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文艺界交流时强
调：要以精品奉献人民。但是，为什么能够
被时代所接纳、被群众所传唱的红歌又不
多呢？有人简单地把原因归咎于互联网对
传统唱片业的冲击，埋怨有“好作品”但没

“好”听众。其实，音乐创作还是得从自身
找原因。

要来自生活，倾听人民的心声。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
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国，高铁早已成为老
百姓出行最便捷最舒适的出行方式之一。
只要坐过高铁，感受过高铁速度，看到祖
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切身体会到“精准扶
贫”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内心都会
有想歌唱、想表达的冲动和欲望，这是人
民共同的心声。《奔驰在祖国大地上》为人
民抒怀，因而得以走进人民的心坎里。

要紧随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
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
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
空间。”文艺作品与时代、同人民群众的审
美情趣的关系就如同鱼与水的关系。而每
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表达方式，要创作新
时代的精品佳作，就要把握新时代节奏，
了解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才能立时代之
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才能写出深入人心
的文艺作品。比如，歌中的“麻栗场苗族高
腔”既深入发掘民族性、地域性的特色，又
创新性地在节奏上做了全新的改变;再如，
歌曲将原来每分钟128拍的速度加快到了
146拍，“老式火车”变成“高铁节奏”，契合
新时代老百姓的审美情趣，也得到人民的
喜爱。

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品意识。省委书
记杜家毫对湖南文艺界提出了“四种精
神”，特别提到“要有十年寒窗的精神”。这
首歌，从它的采风、创作、修改，历经较长
时间的思考打磨，力求精益求精，背后的
积累更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词、曲作者
和演唱者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窝窝里，长
期扎根艺术创作和人民生活之中，孜孜耕
耘，才能凝结出这样的心血之作。这是一
种艺术家严肃的创作气质，也是艺术家追
求精品的底色。

要掌握“互联网+”的传播规律。移动
互联网之下，人人皆可随时随地欣赏、共
享音乐之美，传播方式的改变打破传统的
传播渠道。这首歌在线上、线下的融合推
广中下足了功夫。湖南省委宣传部组织拍
摄制作了精美的歌曲 MV，在全国各个媒
体以及互联网平台推送。“唱响70年·我喜
爱的湖南金曲”的线上评选活动吸引了近
千万人次参与，线下专场音乐会在社会各
界中颇具影响，让歌里飞驰的时代节奏，
传播得更远、更广。

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传世之作必然来
自人民，紧随时代，也为时代所造就。《奔
驰在祖国大地上》里那飞驰的节奏，正是
新时代前进的铿锵步伐，是人民奋力追求

“中国梦”的强音。期待更多的湖湘音乐人
心怀人民，深入生活、潜心创作，谱写更多
新时代传世经典。

飞驰的节奏 时代的声音
——评《奔驰在祖国大地上》

蒋老爹正在作来年种粮计划。

10月21日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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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演在长沙音
乐厅举行，王丽达在演唱《奔驰在祖国大地上》。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