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作品奖

金 奖

《簸箕上的麻雀》 词作者：陈楚良 曲作者：张世敏

《大地的丰收》 词作者：金 沙 曲作者：黎晓阳

《崀山红》 词作者：金 沙 曲作者：孟 勇

银 奖

《翅膀》 词作者：曹沁芳 曲作者：曹沁芳

《阿妹出嫁》 词作者：金 沙 曲作者：孟 勇

《醉人的张家界》 词作者：廖泽川 曲作者：黎晓阳

《苗家边边场》 词作者：邱宝成 曲作者：唐运善

《紫鹊界》 词作者：李东升 曲作者：黄甲春、刘合庄

《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词作者：金 沙 曲作者：黎晓阳

铜 奖

《竹韵》 词作者：夏劲风 曲作者：鲁 颂

《花瑶花月美》 词作者：金沙、张晗 曲作者：黎晓阳

《长沙童谣》 词作者：曾慧艳 曲作者：曾慧艳

《深山里飞出希望的歌》 词作者：山 人 曲作者：彭昌兴

《臭豆腐香》 词作者：高一歌 曲作者：邓东源

《水上人家》 词作者：吴 飞 曲作者：孟 勇

《因你青春而美丽》 词作者：刘合庄、黄胜泉、谢惠林

曲作者：谢坚强、刘合庄

《山歌》 词作者：秦平武 曲作者：孟 勇

《心中的桃花源》 词作者：陈小奇 曲作者：罗继南

（二）演唱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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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组

金奖：石若丹 演唱曲目：《我家就在山里住》

银奖：李 思 演唱曲目：《我的湖湘我的梦》

谭 莉 演唱曲目：《情醉浏阳河》

铜奖：李 索 演唱曲目：《我的最爱》

张 滔 演唱曲目：《深山里飞出希望的歌》

张 俊 演唱曲目：《好梦醉平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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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声组

金奖：仇韬兀 演唱曲目：《湘南，一个英雄的故事》

银奖：龙 涛 演唱曲目：《我们告诉日月》

胡 帅 演唱曲目：《湘江，我的母亲河》

铜奖：邓集勋 演唱曲目：《长沙诗序》

李玲星 演唱曲目：《湘江记忆》

邓 霞 演唱曲目：《好美的湘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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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组

金奖：朱志容 演唱曲目：《水上人家》

辣妹子组合 演唱曲目：《竹韵》

银奖：彭 洁 演唱曲目：《阿妹出嫁》

袁双洋 演唱曲目：《臭豆腐香》

李 盼 演唱曲目：《湘江模样》

黄 蔚 演唱曲目：《心中的桃花源》

铜奖：红叶组合 演唱曲目：《簸箕上的麻雀》

阳 黎 演唱曲目：《迷人的罗依溪》

龙仙娥 演唱曲目：《醉人的张家界》

谭红星 演唱曲目：《大地的丰收》

康琼梅 演唱曲目：《紫鹊界》

杨玲平 演唱曲目：《花瑶花月美》

2008

年是湘阴县袁家铺镇新
一届党委政府的起步之年，是袁家
铺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
建和谐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
年。

在这奋进的一年里， 袁家铺镇
党委、 镇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以“湘阴快速融入长株潭一体
化”为契机，巧用“天时地利人和”，

团结一心，锐意改革，真抓实干，全
镇经济社会呈现出高速、 协调发展
的良好态势。

拥有天时地利
着力营造“人和”

湘阴县袁家铺镇， 位于长沙至
湘阴的中点。 旧时为长沙经驿道入
湘阴的第二铺

,

多袁姓人居住
,

故称
袁家铺。

即将开工的京港澳附线过境袁
家铺镇， 长沙市芙蓉北路拓改穿越
该镇，

2008

年该镇又被省委、省政府
纳入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
革实验区滨湖示范区建设范围，经
济社会发展可谓得尽天时地利之
便！ 可是袁家铺镇的领导班子成员
心里都清楚：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是
最关键的因素，拥有了“天时地利”，

如果没有人的积极努力， 也很难说

会有很大的作为。 所以袁家铺镇从
一开年就从以着力营造“人和”环境
来应对“天时地利”的机遇。所谓“人
和”， 就是要努力塑造一支想干事、

能干事、会干事的干部队伍，有一个
让人创业、促人创业、使人成就大业
的宽松舞台和环境。

为了达到“人和”，袁家铺镇从
解放思想入手。镇党委书记徐介民、

镇长熊巍带领全镇干部群众围绕发
展氛围浓不浓、开放意识强不强、经
济环境优不优、工作作风实不实、为
政廉不廉等五个方面展开大讨论，

通过讨论，全镇干部统一了思想，一
致认为应该做到“五克服五增强”：

即克服小富即满、 无所作为的消极
观念，增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
忧患意识；克服封闭保守意识，增强
改革创新意识； 克服狭隘的小团体

利益观念， 增强服务意识和大局意
识；克服无所事事、贪图享受的工作
观念，增强脚踏实地、雷厉风行的办
事观念；克服自私自利观念，增强廉
洁为民意识。

立足实干创新
推动经济飞跃

思想的马达已经启动，“实干兴
镇，创业为民”就变成了一种自觉的
行动。

通过全体干部的不懈努力，袁
家铺镇招商引资取得突破性发展。

洋沙湖文化旅游休闲度假村项目，

目前已完成投资近
1.2

亿元，征地达
3500

亩。 引进的彩丰印务包装厂即
将竣工投产， 预计年产值可达

6000

万元，年纳税
140

万元以上。 配合县

工业园做好了锦旺钢箔板、 毛巾集
团、 英波达二期工程等项目的征地
拆迁。 镇属春鲜食品有限公司今年
又投入

30

万元，对原有的生产车间
进行更新和改造， 预计明年可纳税
达

40

万元。

2008

年， 袁家铺镇财政税收也
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11

月份，税收完
成

173.6

万元，是去年同期的
195%

。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全镇今年共
完成植树

12.6

万株， 开发荒山
360

亩，硬化村组公路
9.4

公里，新建沼
气池

130

口。 同时投资
230

万元，对
全镇的交通主干道八甲至罗塘

7.5

公里公路进行全面硬化。 水利建设
方面，今年来，对镇属

5

处排渍抗旱
机埠进行了全面维修， 新开渠道
2860

米， 蔬洗渠系
2.6

万米， 改善
灌溉面积

820

亩， 全镇共投入资金

96

万元，维修各类机埠
53

处，

清风润泽乡野
民心促进和谐

人民群众的利与益、 忧与乐，是
袁家铺镇新一届镇党委、镇政府永远
的牵挂。围绕惠农、富农这一主线，袁
家铺镇党政班子协调镇属部门通力
协作，架起了一座座知民情、分民忧、

保民利、安民生的“连心桥”。一年来，

他们始终重视农民的利益，切实为民
办实事，用满腔热血和情爱谱写了一
曲服务“三农”的壮歌！

今年来， 全镇新增低保户
185

户，并将全镇民政对象，

1000

余人的
救济资金全面实行打卡发放。 截止
目前， 共发放优抚金

126956

元、五
保金

67500

元、低保金
87540

元、临
时性救济金

24500

元。 针对今年受

金融危机影响和因征地而失业人员
较多的实际， 通过举办就业培训和
专场招聘会， 全镇转移富余劳动力
3600

余人， 创劳务收入
4200

多万
元。 今年来，镇财政筹资

30

余万元，

完成了卫生院的整体搬迁工作，完
善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器械的配
备

;

同时，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政策宣传力度，

2009

年参合率达
95%

以上，妥善地解决人民群众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难题。 为了保稳定
创和谐，稳定社会大局，镇党委、镇
政府立足于本镇实际，精心组织，宣
传发动了历时三个月的“干部进农
户” 活动。 全镇干部带着情感入农
户，听民声、解民难、释民疑、办实
事，共走访了五个村

53

个组中
1200

余户中的
731

户。 同时， 开展了禁
毒、禁赌、食品药品安全检查、烟花
炮竹专项整治等活动。

发展的宏图已经绘就， 奋进的
脚步已经迈开。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
上，袁家铺镇人迎来百业昌、万事和
的喜人局面。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

在思想开放、 奋发向上的袁家铺镇
党政班子掌舵下， 在全镇人民踏实
勤奋摇桨下， 袁家铺镇这只和谐奋
进之舟，势必会不断向前跨越！

借 势 东 风 创 大 业

———湘阴县袁家铺镇发展纪实
欧阳立张铭

新农村·新面貌·新征程
———湖南经济百强乡镇推介形象大展示

四水育韶乐，湘音唱乡情。为“宣

传湖南，唱响湖南”，“湘人湘歌”已成

为湖南建设 “文化强省” 的一个新亮

点。首届“湘人湘歌”参赛作品共

68

首，

经大赛组委会委托文化部在北京邀请

国家级专家， 评定出

18

首作品分别荣

获金、银 、铜奖 。其中

3

首金奖作品是

《簸箕上的麻雀》（陈楚良词、 张世敏

曲）、《大地的丰收》（金沙词、 黎晓阳

曲）、《崀山红》（金沙词、孟勇曲）。

歌剧、 交响乐包括歌曲在内的一

切音乐创作， 是作曲家、 音乐文学家

（含词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审美体验与

立美再创造。也可以说，是艺术的形象

性、 情感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的具有

物化美的音响动态， 是人文精神真与

善的展现审美意识的形态。概言之，是

科学发展思维的艺术化体现。 我觉得

必须“亲历之知”与“学理之知”融为一

体，入情入理，求真求善，成为以科学

发展思维的艺术化体现， 方能创作出

至真至善至美的音乐。这

3

首金奖歌曲

的词曲作家深谙此道。

《簸箕上的麻雀》 的词作家陈楚

良，在情感运动中溶注理性内容，极具

生活气息。特定的物境与艺术指向，使

音乐更带感情色彩， 其内容也更具确

定性。词作家金沙在《大地的丰收》一

歌中，以“亲历之知”形象鲜活、生动感

人地讴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

层深一层的诗化陈述，婉约而含蓄，洒

脱中显灵俏， 从诗句中可感悟出他以

理节情，以高檐滴水之势，将个人与人

民的关系抒写得真切、准确且大度。金

沙在《崀山红》一词中，以拟人化手法

抒写心中的山水与激发山水中的真

情，又以形神兼备的笔触，“心中有竹”

地直陈胸臆。 可谓情意和谐、 情理相

会，充分发挥了审美主体的能动性，臻

于心物一元、主客合一的艺术境界。

歌曲，作为文学（歌词）、音乐与声

乐表演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 乃以音

乐为核心，其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作曲

家按照“美的规律”，在审美体验与立

美再创造的实践过程中， 以科学发展

的多重思维， 为塑造好音乐形象，“缘

情”而“言志”，科学而艺术地运用好乐

音这一物质材料

,

在特定的时空情境

与物境内

,

把握好音乐的力度、音色、

节奏，组织好旋律音列，设计好调式调

性，运用好和声、复调，铸就富有美的

表现力的音响建筑。

红叶组合演唱的《簸箕上的麻雀》

一歌，音乐有如下成功之处：其一，注

重对比，不仅运用了调式变化音，而且

整个作品不断更换调式色彩与其功

能：从下属到主又转下属，直至最后由

属到主十分稳妥地结束全曲， 大大增

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其二，旋法颇新不

落窠臼，且节奏型、音型多变，有力地

推动情感发展并使音乐意蕴不断深

化；其三，在多声写作上运用传统和声

手法，又蕴含有对比复调因素，其功能

逻辑、色彩逻辑、交替逻辑这

3

种关系

处理精当，且始终运用“转”与“变”的

手法，确保音乐风格的一致性。

男声独唱《大地的丰收》的音乐，

是作曲家黎晓阳以科学发展多重思

维，立足传统创新，并在符合美学法则

的前提下， 运用作曲技巧充分体现艺

术个性，以时代精神的审美需要，成功

“化”用湘中民族民间音乐的大手笔之

作。 他在创作实践中深感湖南民歌中

的这种音响文本，对表现与抒发《大地

的丰收》的词旨韵致有一定的局限性，

作为审美主体，他能动地寻觅“情理之

中”的“意料之外”，谋求独特的音响组

织方式与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首先，

创造出一种不受固囿与桎梏，新巧、大

气、起伏跌宕极富艺术张力的旋法，然

而， 既不失其湖湘地域文化特色与本

土气息， 又与讴歌对象的生活根基十

分吻合，充分体现出形与神兼备、情与

理融通的特点；其次，音乐的高潮以黄

金分割律布局， 运用复调合唱手法，亲

切、动情的音乐语言既富有感性又蕴含

理性的特质，情绪饱满，乐思灵动，气宇

轩昂， 这种音乐的多重思维的完善，正

好达到了音乐美学的“象外之音”与“言

外之意”的追求目标，这恰是中国传统

审美心理“以境为高

'

的要义；再者，《大

地的丰收》一歌在音乐立美上，作曲家

力求每个音符都“活”起来，乐思表述

既含宣叙意味，又富有咏叹韵致，整个

音乐不仅意蕴深邃，气质雄浑、大度，

且情感细腻而实诚， 既具有符合客观

规律的真，又具有实现社会目的之善，

主体能驾驭客体，使二度创作（表演）

与三度创作（欣赏）皆能有机结合。

女声独唱《崀山红》，是作曲家孟

勇追求传唱性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

曲音乐结构严谨，一气呵成，音乐语言

质朴、亲切，琅琅上口，将挚爱崀山的

深情厚意不仅抒发得淋漓尽致， 而且

令歌者与听众回味无穷。 这首歌曲音

乐其主要艺术特色是运用羽、 商调式

交替手法，既丰富了对比色彩，又增强

了旋律内在亲和力。《崀山红》 仅九度

音，节奏、音型很适合平民百姓学唱。

孟勇的歌曲创作追求传唱性， 其目的

是为使音乐艺术既能 “反映人民精神

世界”，又能“引领人民精神生活”。

综上所述，首届“湘人湘歌”大赛

3

首

金奖歌曲，即《簸箕上的麻雀》、《大地的丰

收》、《崀山红》，是词作家、作曲家按照“美

的规律” 创造出来的具有物化美的音

响动态与形态， 是以科学发展思维的

艺术化体现。其审美理想，已臻于感性

与理性的统一、真与善的统一、心与物

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的境界。

（压题照片：红叶组合演唱《簸箕

上的麻雀》）

尹晓星

———首届“湘人湘歌”大赛金奖作品赏析

科学发展思维的

艺术化

体现

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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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妹子组合演唱《竹韵》

叽叽喳喳好快活

蹦啊蹦啊 簸箕上的麻雀

吃了小虫 吃了小草

跳呀跳呀 簸箕上的麻雀

吃了碎米 吃糠壳

飞到阿公酒碗边

张开嘴巴偷酒喝

哩咯哩……

醉得像个肉坨坨哟

哪么呢 又偷我酒喝

哩咯哩……

飞到阿公酒碗边

张开嘴巴偷酒喝

醉得像个肉坨坨哟

簸箕 簸箕 簸箕上的麻雀

叽叽喳喳一大窝

簸箕 簸箕 簸箕上的麻雀

叽叽喳喳好快活

蹦啊蹦啊 簸箕上的麻雀

眨眨眼睛 磕磕嘴

跳呀跳呀 簸箕上的麻雀

梳梳翅膀 梳梳脚

飞到阿婆镜子前

打翻绣花针线盒

哩咯哩……

吓得躲进屋角角哟

哪么呢 背时雀雀喔

哩咯哩……

飞到阿婆镜子前

打翻绣花针线盒

飞到阿婆镜子前

打翻绣花针线盒

阿公哟 阿婆哟

阿公阿婆笑呵呵

笑呵呵 笑呵呵

阿公阿婆笑呵呵

百鸟齐唱丰收歌

唱得苗岭风光秀哟

唱得苗家幸福多

阿公阿婆笑呵呵

百鸟齐唱丰收歌

唱得苗岭风光秀哟

唱得苗家幸福多

簸箕上的麻雀

作词： 陈楚良 作曲： 张世敏

泥腿扎根田野，

流淌黄溜溜的汗水；

腰背弯向田野，

化作沉甸甸的稻穗。

梦想撒播田野，

温饱大江南北；

智慧撒进田野，

富足天下粮仓。

风风雨雨， 曲曲折折，

你为大地刷新金灿灿的秋色。

寻寻觅觅， 日日月月，

一粒种子造福整个世界。

大地的丰收

作词： 金沙 作曲： 黎晓阳

李索演唱《我的最爱》

首届“湘人湘歌”大赛获奖名单

经省委、省政府同意，

2008

年下半年，由省文化厅、省广播电视

局、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举办，由省群众

艺术馆、湖南经济电视台承办的“湖南省首届湘人湘歌大赛”，旨在

宣传改革开放

30

年湖南所取得的文艺成就， 推介三湘大地秀美壮

丽的自然风光，颂扬湖南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鼓励和推动全

省音乐创作，发现和培养音乐人才。这是一次参赛者多达

3600

余人

（次），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湖南乐坛盛事。

崀山红，崀山红，是那丹霞红

,

丹霞红

崀山红，崀山红，是那彩裙红

,

彩裙红

红霞飞满你的脸

绽放纯真的笑容

撑开一把小绿伞

走在阳光烟雨中

崀山红，崀山红

我是你的一弯江水一座峰

与你随影又随踪

崀山红，崀山红

我永远醉在你梦中

你永远红在我心中

崀山红，崀山红

是那杜鹃红

,

杜鹃红

崀山红，崀山红

是那盖头红

,

盖头红

十八岁的少年哥

为你撒下痴情种

揭开你的红盖头

烛光照亮女儿梦

崀山红，崀山红

我是你的一弯江水一座峰

与你随影又随踪

崀山红，崀山红

我永远醉在你梦中

你永远红在我心中

作词： 金沙 作曲： 孟勇

山红

良

（本版图文均为省文化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