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彩虹
执行主编：海粼 责任编辑：赛男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18 年 6 月 15 日 星期五 邮箱：228197165@qq.com

12

独家发布

彩虹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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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音组合，致力于民族室内乐的传承和发展，创
作了《德音》《独克宗》等优秀民族室内乐作品。

德音组合成立于 2013 年 5 月，后更名为“德音民
族室内乐团”。乐团由中央音乐学院青年师生及杰
出校友组成，以传承中国经典音乐文化，传播、普及
优秀传统及当代音乐作品为主要宗旨。

2013年6月，“德音”成功举办首场专场音乐会《德
音——中国传统音乐专场音乐会》，该音乐会荣获首
届中央音乐学院“和谐杯”策划制作大赛二等奖。同
年，参演第二届北京青年艺术节“鲜活动力”组合专
场音乐会。2014 年，“德音”应邀参加首届新浪微电
台颁奖礼，并跟随中央音乐学院社会艺术实践团赴
江苏、贵州、四川等地演出；先后参加中国科学院大
学“高雅艺术进校园”、中国地质大学艺术节闭幕式
等演出。2014 年，“德音”随中国大学生代表团赴日
本札幌、北海道等地进行音乐交流访问，参加了中国
与博茨瓦纳、马拉维等国家建交招待会演出等，获得
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2014 年 10 月，“德音”荣获文华艺术院校奖——
第五届全国青少年民族乐器大赛小型民乐室内乐比
赛演奏奖；2015 年 11 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
的《德音》环绕声版，获得“金鹿奖”三等奖。

（温迪）

领略
“德音”民族艺术

驼铃的承载
说不尽
□赛男

“大漠关山外，千里驼铃声”，驼铃，是大漠
边关特有的景致，曾经引发多少文人墨客的击
节感叹。驼队跋涉，苍凉焦灼，商队络绎，有深
沉，也有浪漫，有对锦绣前程的憧憬，也有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都承载在驼铃悠长的旋律中。

就以色·恩克巴雅尔的经历而言，驼铃不
仅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也承载了他们这一代艺
术家的事业追求。

驼铃，承载着母亲的殷殷嘱托。母亲，对
任何人的一生来讲，其影响都是刻骨铭心、终
生不渝的，艺术家们亦不例外。色·恩克巴雅
尔的母亲是一位国家级蒙古族长调传承人，母
亲可以唱三天三夜也不会重复一首歌，母亲留
给儿子的最大遗产是 260 多首原生态阿拉善
民歌。母亲希望儿子把阿拉善民歌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母亲的嘱托在儿子心中重千斤，母
亲对儿子传承民族音乐的期望，就是儿子刻苦
学习和实践的动力，说彻底些，儿子的成功，就
是母亲铺就的希望之路。

驼铃，承载着故土哺育的恩情。色·恩克
巴雅尔的故乡在阿拉善，著名的巴丹吉林、腾
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横贯全境。大漠与驼
铃是相依相存的，有了大漠，才有了行走在大
漠里的驼队，有了驼队，才有了驼铃的悠长。
反过来，驼铃，又给寂寞的大漠、黄沙漫天的大
漠，增添了生命的活力。大漠驼铃，摇出了千
年轻叹，也送来了人间美好的祝愿。正是这一
生活的基石，给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艺术追求者
们丰富的营养，给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汩汩源
泉。作家、艺术家与故乡的关系就是水乳交融
的关系，综观色·恩克巴雅尔的音乐作品的马
蹄声、驼铃声，以及驼羔的孤独，都是在故土所
流传的音乐素材上的再造与升华。

驼铃，承载着追求梦想的初心。大凡有成
就的艺术家，大多是儿时便有的艺术梦想。不
管是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还是家乡故土特有
的生活环境，都会激发出追求艺术梦想的潜
力。驼铃，那苍凉而并不伤感，悠扬而并不倦
怠的韵律，是天籁之音，也是大地绝响。“何处
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风沙吹老了岁月，
吹不老我的思念”这是风行于上世纪 80 年代
的歌曲《梦驼铃》中的两句唱词，谁听了不热血
沸腾？这就是驼铃的魅力，让人畅想，让人振
奋、让人坚守初心的精神力量。如今，“一带一
路”的伟大倡议，又激起新时代驼铃的阔步远
行，穿梭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声声驼
铃，余音不绝，跨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风云际
会，又将演绎多少沙漠绿洲繁荣一方的神话故
事。

驼铃，承载的思想和情感太多太多，沿着
驼铃的大道前行，既是艺术家们的担当，也是
所有华夏儿女的逐梦之旅。

“色·恩克巴雅尔能成为一个作曲家，
与他的母亲是分不开的，他有一个伟大的
母亲。”国家一级词作家克明说。

“我走上音乐这条路，和我的家庭有关
系。我们家 8 个孩子，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
们养大，她经常对我们说：只要我们活着，
就应该高兴，不要怨天怨地，能生存下来就
是福气。”色·恩克巴雅尔说。

在色·恩克巴雅尔的家乡阿拉善，新人
们举行婚礼会邀请色·恩克巴雅尔的母亲
去表演。他的母亲是国家级蒙古长调传承
人，会唱的歌曲非常多，用色·恩克巴雅尔
的话说，唱上三天三夜都不会重复。虽然
他知道母亲歌曲唱得好，但真正认识母亲
还是在那件事情以后。

色·恩克巴雅尔回忆：“在 2006 年的大

年初一，我的认识彻底改变了。那天大家
敬酒以后，母亲回屋拿出几个盒子和一大
摞纸，里面收集的是 260 多首阿拉善民歌
小样和歌词。她问我们：‘咱们家什么最值
钱？’哥哥说了自己的想法，母亲摇了摇头
说：‘咱们家最值钱的是这 260 多首民歌，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把它给你们，希望
你们能传下去，这才是我们家的宝。’当时
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很惭愧，我从来没有
这样想过，到今天我才真正地了解妈妈。”

在这之前，色·恩克巴雅尔喜欢锡林郭
勒地区的歌曲，经常唱哈扎布、拉苏荣老师
的歌，对自己家乡的歌曲了解的不多。通
过这件事，他决定重新认识家乡的歌。

他把母亲给的歌曲重新录制、整理，
并 把 这 些 民 歌 带 到 了 就 读 的 蒙 古 国 学

校 ，他 的 毕 业 论 文 就 是 研 究 母 亲 的 阿 拉
善民歌。一些音乐家听过这些歌曲后问
他：“这是谁唱的？是哪里的人？”得知是
色·恩 克 巴 雅 尔 的 母 亲 后 ，音 乐 家 们 称
赞，色·恩克巴雅尔的母亲保留着卫拉特
原始的音乐元素。

随后，色·恩克巴雅尔出版了一本书，名
叫《一个歌喉九个祝福》，并发行了 9 张 CD。

色·恩克巴雅尔说：“这 9 张 CD 就如同
妈妈的 9 个祝福，我把它写成了《妈妈的九
个祝福》这首歌，正如歌词中唱到：胸襟的辽
阔，苦难的磨练，是谁给我灵魂的灿烂⋯⋯
妈妈的九个祝福，一生伴我走到永远⋯⋯”
母亲的歌声，母亲的大爱和包容，时刻提醒
着色·恩克巴雅尔要热爱家乡，热爱自己生
存的环境。

妈妈的九个祝福

马蹄声、骆驼嘶鸣声，大自然的声响进
入到色·恩克巴雅尔的脑海里，为他打下了
创作音乐的基因，色·恩克巴雅尔最早的和
声训练是在大自然中养成的。

1989 年的一天，他回到阿拉善，住在一
个认识的老牧民家里。吃过晚饭后，他们聊
得很晚，刚要睡下，就听见一只驼羔在窗下
嚎叫。驼羔的叫声十分忧伤，像一段悲伤的
音乐。老牧民起身下地，拿起一只碗，倒入
热水，将半袋奶粉与玉米面、麸子掺和在一
起，端了出去，驼羔大口大口地吃，便不再叫
了。老牧民告诉色·恩克巴雅尔，白驼羔的
母亲死了，因为饥饿，只能趴在牧民的蒙古
包下。

第二天，色·恩克巴雅尔早早起床，他
远远地望去，沙丘上散落着几个驼群，他又

看见了那只白驼羔。白驼羔正在驼群中
寻找自己的妈妈，但是没有驼群接纳它。
腾格里沙漠的风在吹，驼羔在哭，此时的
色·恩克巴雅尔喉咙里仿佛有一团火，泪
水止不住地下落，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他
的脑海里。

回去以后，他没有马上动笔，他说，仅
仅有生活还不够，我要先学习作曲技巧，
学习美学上的表达能力，才能把我的思
想、驼羔的情感表现出来。

1995 年，色·恩克巴雅尔在蒙古国学
成归来后，终于创作出了这首经典的歌曲

《孤独的驼羔》，这首歌获得了“奥林匹克
国际合唱大赛”金奖。

《孤独的驼羔》共分为《孤》《寻》《盼》三个
部分。从歌曲的演绎中，能够直观地感受到

驼羔的孤独、寻找和盼望。队员们扮演不同角
色，风、草、老胡杨在哭泣、怒吼。驼羔在问：我
的妈妈在哪里，大自然无情地回答，不知道，不
知道。最后驼羔陷入昏睡，幻想着在辽阔的草
原上见到了母亲，呼麦声悠扬，代表了一种希
望。

“我的所有作品都是有画面的，和声就
是色彩，嘶吼的狂风、荒凉的戈壁、驼羔的孤
独，如何用音乐去表现，需要一点一点地琢
磨，在生活中去搜集。”色·恩克巴雅尔说。

色·恩克巴雅尔为家乡创作的《苍天般
的阿拉善》，被人们广为传唱，他将自己童年
的记忆和对故乡的情感都写在了歌中。

正如克明所说：“灵魂的东西都在生活
当中，色·恩克巴雅尔的作品都是来自于草
原、来自于生活，是独一无二的。”

苍天般的阿拉善

曾经，色·恩克巴雅尔也是一名合唱队
员，从一个合唱队员到一个作曲家，这条路
并不容易。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要自己写歌？我
当过牧民，又当过农民、工人、厨师，搞过美
术，我的生活经历很丰富，但对合唱的认识
不是那么清楚。所唱的作品都是民歌改编
的作品，像《牧歌》《半个月亮爬上来》《美丽
的草原我的家》《四季》等等。”色·恩克巴雅
尔说：“唱了一年以后，我觉得不过瘾，都不
是我想表达的草原文化作品，于是我就开
始自己创作，第一首歌曲是男生合唱《欢乐
的那达慕》，第二首是《劝奶歌》，第三首是

《八骏赞》⋯⋯一直写到了今天。大家喜欢
唱我的作品，因为很接地气。”

色·恩克巴雅尔的合唱作品《蒙古象
棋》通过模拟象棋比赛的咆哮、欢乐，竞技
的场面，表现了竞争的智慧。《劝奶歌》虽然

是唱给母羊的，更像是唱给人类，要包容、
要爱。《驼铃》告诉我们要保护环境。《蒙古
靴》赞扬民族精神。

色·恩克巴雅尔的作品表达的不仅仅
是情感，也是一种态度。

在 1987 年，他和两个队员组建了蒙古
族青年合唱团。合唱团第一次出国到奥
地利比赛，并不被人们看好，在一个咖啡
馆里，当他们唱起了《八骏赞》，所有人都
沸腾了。那次，他们在国际合唱比赛上获
得了金奖。时至今日，合唱团已在悉尼歌
剧院、维也纳音乐厅，莫扎特音乐厅、国家
大剧院等地留下了美妙的歌声，他们的歌
声被专家誉为“来自草原的绝响”。

国家大剧院著名合唱指挥家吴灵芬说：
“我第一次听到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演出，就

被深深地震撼了。后来他们在奥地利获得金
奖时，全场两万多人起立一起听中国的国歌，
我太自豪了，那个场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去
年，我在国家大剧院指挥色·恩克巴雅尔的作
品，两个多小时，有些观众都没有座位，但依然
流着眼泪听完了整场演出。”

如今，色·恩克巴雅尔的合唱作品，已成
为世界几百个合唱团的必唱曲目，在各地广
为传唱。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也在世界大赛上
屡次获奖。获得的成就没有让他停歇，他依
然在培养年轻合唱人才的路上继续奔波着。

在他的心中，永远珍藏着母亲的教诲、
金色的故乡和遥远的驼铃声。

来自草原的绝响

近日，
色·恩克巴雅尔
合唱作品音乐会
在青城上演。
这位国家一级作曲、
蒙古族无伴奏合唱
艺术的先锋，
带领他的
蒙古族青年合唱团，
让我们聆听到了
来自金色沙漠的
动人旋律⋯⋯

听见

□本报记者 徐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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