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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曲库全面扩容

“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是红色民歌和革
命歌曲，比如大家都会唱的《草原上升起不落
的太阳》，还有《骏马奔驰保边疆》等等，一些经
典电影的插曲和主题曲也跟着火起来，比如
《地道战》等等。”今年已经66岁的呼和浩特市
民张金芳是一位从事了大半辈子音乐教学工
作的老教师，如今一提起改革开放40年来不
同时期流行歌曲的变化，她依然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自信心
也在不断加强，因而激励人奋发向上的主旋律
歌曲成为当时乐坛的主流。《祝酒歌》《我们的
生活充满阳光》《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
的田野上》等一批充满生机、歌唱希望的歌曲
迅速传唱开来。

作为中国音乐版图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内
蒙古自然也不可能缺席。当著名蒙古族歌唱
家拉苏荣先生唱起动听的《小黄马》、深情的
《森吉德玛》，唱起豪迈的《啊！草原》、悠远的
《北疆颂歌》，还有那首隽永的《锡林河》，激荡
着多少人心中的草原情怀。而由他深情演绎
的经典歌曲《敖包相会》，牵挂着多少人心中的
草原情愫，草原歌曲的“曲库”加速扩容，创作
数量和传唱范围同步提升。

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
提升，我们迎来了文化艺术领域的开放，各种
歌曲类型和曲风纷纷兴起，特别是流行音乐的
浪潮澎湃而来。

“上世纪80年代，港台歌曲进入大陆，从
音乐这方面来说，带来了一定的活力，使文艺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像邓丽君的《甜蜜蜜》，费
翔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那时候特
别流行，春节晚会上播过之后，很多人都会学
着唱。”张金芳说，这一时期的民歌也有不少广
为流传，如董文华演唱的《望星空》《十五的月
亮》等。

紧接着，西北风、摇滚音乐在国内盛行，代
表作有崔健的《一无所有》、范琳琳演唱的《黄
土高坡》等。“特别是1989年在呼和浩特成立
的零点乐队，太让人激动了，这可是我们本土
的乐队啊，代表作《爱不爱我》《粉墨人生》《相
信自己》也是十分流行。”张金芳自豪地说，无
论是创作、演唱还是音乐制作，各种各样的歌
曲类型都少不了内蒙古元素的参与。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
进步，人们的自豪感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许
多振奋人心的歌曲，例如反映香港回归的《东方
之珠》，反映改革开放成就的《春天的故事》，都
进入了人们喜欢的歌曲榜单中。“当时我们带着
学生学唱这些歌曲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很振
奋。”张金芳告诉记者。

时至今日，新生代草原音乐人创作了不少
草原新民歌，他们把对草原的深厚感情融入到
歌曲之中，创作出许多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
如乌兰图雅的《站在草原望北京》，将民族音乐
与流行元素相结合，唱出了草原儿女的中国
梦。

传统民乐气象更新

改革开放前，歌曲《敖包相会》随着电影
《草原上的人们》的热映，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歌曲《草原之夜》作为电影《绿色的原野》的插
曲，以细腻悠扬、婉转动人的旋律，被誉为“东

方小夜曲”；《草原晨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
阳》《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歌曲风格独特、旋
律优美，久久回荡在人们心中，成为当时脍炙
人口的名曲。

“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让
观众记住了那首借鉴蒙古族长调民歌创作的
歌曲《赞歌》和演唱技术精湛的男高音歌唱家
胡松华。”同样从事了近40年音乐教学工作的
呼伦贝尔退休教师吉日嘎拉告诉记者。

随着时代的变迁，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
蒙古族歌曲也越来越时尚化。蒙古族歌曲吸
收、融合了多种时尚流行元素，逐步形成了多
种多样的演唱风格和表演形式，精彩纷呈。

“像德德玛演唱的《草原夜色美》、那顺演
唱的《雕花的马鞍》、腾格尔的《蒙古人》等都是
这一时期蒙古族歌曲的优秀代表。”吉日嘎拉
说。

2005年，一曲《鸿雁》成为全民点赞的草
原金曲，呼斯楞用清澈的嗓音唱出了乡愁和牵
挂；2006年央视春晚，《吉祥三宝》凭借新颖别
致的曲风、轻松活泼的问答说唱形式，以及英
格玛稚嫩纯真的童声、布仁巴雅尔和妻子乌日
娜甘醇的歌喉，令人耳目一新；杭盖乐队、HA-
YA乐团、九宝乐队等音乐团体崭露头角，掀起
摇滚民族风……

从厚重的蒙古族音乐传统中汲取丰富营
养，注入时代精神的表达与传播，草原歌曲创
作事业焕发出无限活力，彰显出无限魅力。

时尚音乐火爆来袭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北疆草原以更加
宽广、更为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反映在歌唱
领域，就是更加丰富多元、更加时尚前卫的“好
声音”。

进入21世纪，来自欧美的街舞、嘻哈，来
自日韩的DJ音乐、劲舞，来自港台的青春偶
像，都影响着新一代年轻人的娱乐趣味。

“2001年，我开始粉周杰伦，他的音乐里
面融合了R&B、hip-hop等多种音乐风格，有
的深情，有的动感，每一首我都特别喜欢。”鄂
尔多斯市80后小伙刘尹回忆起追星的经历滔
滔不绝。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电脑的普及，网络文
化成为一种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主要位置的娱
乐及文化形态，网络成为流行歌曲新的主要的
传播渠道，同时数码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手
机铃声形式的出现，也推动着流行歌曲的网络
化发展。

“这个阶段有很多网络歌曲，比如《老鼠爱
大米》《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两只蝴蝶》《猪之
歌》《你是我的玫瑰花》，都是著名的街头音乐，
商店门口的音响总放这些。”刘尹笑着说。

不断引领时尚潮流的歌坛上，闪耀着一颗
又一颗来自内蒙古的明星，让每一个家乡人引
以为豪。从鄂尔多斯走出去的腾格尔，从呼和
浩特走出去的韩磊，从包头走出去的杨坤，从
锡林郭勒走出去的斯琴格日乐……曾几何时，
大江南北都在传唱他们的作品，让草原音乐流
行起来、时尚起来。

近年来，流行歌曲越来越多元化和个性
化。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使音乐文化的
社会需求量极剧扩大，多元化的受众促使流行
歌曲风格更加多元和个性，流行歌曲品种更
多,如“雷鬼”“饶舌”“嘻哈”等等。数字化电脑
音乐制作技术的普及也极大地降低了流行歌

曲合成录音的成本和创作门槛，促使流行歌曲
创作更加多元。传播媒介也越来越多元，除了
广播、电视、影视传媒、发行CD唱片等传统传
播方式外，网络歌曲、彩铃、手机音乐等，都成
为推动流行歌曲传播的强劲引擎。在这一进
程中，活跃着一大批敢想敢试的内蒙古音乐
人。

“这几年，《中国好声音》《中国新说唱》《蒙
面歌王》《我是歌手》等电视节目层出不穷，这
也促进了流行歌曲的多元化发展。”刘尹说。

在去年央视举办的《中国民歌大会》中，蒙
古族选手大获全胜，乌英嘎夺得第二季总擂
主，阿木古楞连续4期获得擂主桂冠，成为停留
时间最长的选手。而在今年元旦播出的山西
卫视年度民歌盛典《中国民歌夜》节目中，来自
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的孟和乌力吉
以一首乌珠穆沁民歌《赞歌》成功夺冠，获得

“黄河歌王”称号，成为继蓝野乐队后，我区第
二个获得该荣誉的歌手。

还有云飞，阿云嘎，傲日其愣……越来越
多的内蒙古音乐艺术人才在全国各地的电视
荧屏上、在联接一切的互联网上频频亮相，弘
扬草原音乐文化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草原
音乐的铁杆粉丝。

草原歌声唱响世界

当年一曲《吉祥三宝》登上央视春晚，温
暖了多少中国人的心。兼用蒙汉两种语言，
唱出不一样的精彩和最深长的情怀。21世
纪以来，汉译的蒙古族歌曲在全国各地广泛
流传，借鉴蒙古族民歌风格创作的歌曲也日
渐增多。

“近几年涌现出一大批融合了鲜明的草
原特色和强烈的现代气息的实力派歌手，如
布仁巴雅尔、韩磊、呼斯楞、凤凰传奇、乌兰托
娅等，他们有蒙古族人的音乐灵性，又受到了
现代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创作和演绎的歌曲
受到很多人喜欢。”吉日嘎拉介绍说。

这一时期，涌现出很多新创作的蒙古族
歌曲，如《草原在哪里》《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呼伦贝尔大草原》
《天边》等，蒙古族歌手在唱，其他民族的歌手
也在唱，专业歌手在唱，业余的音乐爱好者也
在唱。

“值得一提的是凤凰传奇，他们把蒙古族
的传统民歌和rap、现代说唱糅合到了一起，
创作和演绎了《月亮之上》《自由飞翔》《荷塘
月色》《最炫民族风》等歌曲，使得民族风格和
流行风格完美地结合。”吉日嘎拉说，还有来
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乌兰托娅，用扎实的声
乐演唱功底和迷人的独特嗓音演唱的《套马
杆》《陪你一起看草原》《莲的心事》等深受大
众欢迎。

近年来，以安达组合为代表的一批蒙古
族音乐人以弘扬传播草原音乐文化为己任，
积极探索出将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世界音
乐相结合的新的发展模式，在国内外产生了
较大影响力。特别是安达组合，接连斩获国
际大奖。今天的内蒙古，掀开了草原音乐走
出去、草原文化走出去的精彩一页。

从一种声音到“百鸟朝凤”，从题材狭窄、
曲风单一，到风格迥异、万紫千红，既拨动时
代旋律，也抒发张扬个性，既穿透耳膜，更穿
越心灵……唱的都是“同一首歌”：一曲盛世
欢歌，一曲时代赞歌！

□王珉

岁月是一把杀猪刀，但对于“拼命三郎”阿
汤哥而言，明显钝了些。56岁高龄的他依旧老
当益壮，23年流逝却容颜未改。

《碟中谍 6》在国内上映后，目前票房已突
破 6亿，所有专业电影网站的口碑“炸裂”。阿
汤哥在《碟中谍 6》的搏命程度依旧惊为天人，
在不可能中创造无限可能，力挽狂澜，大展神
威。《碟中谍6》的片名英语直译为《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但伊森却将不可能实现了。

伊森号称是“最有价值的动作英雄”，因为
从第一部开始，阿汤哥所有动作都事必躬亲，
没有使用替身完成高难度表演，成为世界知名
的全能极限运动员。体能上的演技，跨越了运
动、电影和影像的分界，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标
签，满足观众对于间谍动作片的想象空间。《碟
中谍6》和《007》《谍影重重》《速度与激情》等系
列片不同，它集合了动作、幽默、枪战、科幻、悬
疑、惊险等元素。

《碟中谍6》简而言之就是恐怖分子盗窃了
三颗钚核炸弹后，想在特定地点引爆，达到消
灭地球三分之一人口的目的。但反派莱恩和
他所属的恐怖组织，无非是想制造出《恐袭波
士顿》纪录片般的惊悚气氛，最终实现政治阴
谋。后来，伊森意识到，他所面对的敌人，不仅
是恐怖分子，还有潜藏在身边支持恐怖分子的
内鬼沃特。政治势力犬牙交错，整个任务支线
和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剧情不断反转，惊险镜
头层出不穷，场景更是横跨全世界。

阿汤哥此次丝毫不给观众喘息的机会，接
连展现五大惊险场面——HALO 高空跳伞低
空开伞的技能；巴黎街头没戴头盔逆向驾驶摩
托；持续在楼房间跑酷跳跃；爬飞行直升机的
垂掉绳索，尔后驾驶直升机回旋下坠；徒手攀
爬陡峭悬崖展开生死格斗，最后一秒遥控关闭
钚核炸弹的生死营救。全程让观众像打了鸡
血般震撼，能猜中结局，却想象不到过程的艰
险。

伊森虽然背负寻找钚核炸弹的任务，舍弃
了小家的爱情，但他依然有血有肉，爱憎分
明。他会在危急时刻选择救同事和挚友，也不
会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警察被反派击毙。没
有权衡利弊，没有顾及后果，那只是瞬间的本
能反应。电影通过行云流水的动作场面展现
他的风骨，辅以文戏的闪回段落，穿插了大量
回忆、对前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思念，与早
期《谍影重重》的暗黑快速有异曲同工之妙，完
美诠释出其阳刚硬汉的魅力，胸怀世界和平，
在从容不迫的姿态中，直面所有阴谋。

《碟中谍 6》延续了动作片的“暴力美学”，
需要一张熟悉的公众面孔和一个生招牌。前
者，阿汤哥就是最佳人选。而后者，非战斗力
最强的哈尔滨武术冠军杨亮莫属。杨亮扮演
的反派亚洲买家，身穿银灰色西装领带硬朗帅
气，在夜店厕所狭小隔间内，以一挑二和伊恩、
沃克展开搏斗，两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打斗的
场面凌厉，动作犀利快准狠，成就银幕上后空
翻玻璃碎了一地的视觉效果，也赋予一定程度
的破坏性。

杨亮一通爆锤的擒拿格斗，经过快速剪
辑，使得动作更写实，拳拳到肉，招招致命。犹
如《死亡游戏》中的李小龙，增加拳击的速度，
同时增加出拳的隐蔽性。杨亮充分利用断裂
的厕所栏杆，抑或手持白刃，吸收了李小龙的
出手方式，对付伊恩和沃克，寻求力学把握和
心理刺激，一触即发属于真正的武术。他不但
没有被两位好莱坞巨星比下去，甚至风头碾压
两人，更富有青春活力和朝气蓬勃。他是土生
土长的黑龙江东北爷们，自幼习武，身为武术
指导的他，曾参与多部国际大片的武打动作设
计和演员替身工作。

如今，经济与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中国，在
好莱坞电影市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碟中谍 2》中国导演吴宇森，《碟中谍 3》上海
的中银大厦和杭州都有大量篇幅，《碟中谍 5》
中国配角张静初，《碟中谍 6》中国功夫新星杨
亮等许多幕后班底。导演为了票房，刻意取悦
中国观众的心机无处不在。中国市场，看来已
成为好莱坞动作和科幻片的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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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光辉岁月，像一首流淌的歌，
拨动着人们的心弦。

40年的大潮奔涌，像一条宽广的
河，吟唱着时代的律动。

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在波澜壮
阔、惊涛拍岸的时代春潮中，成千上万
首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在内蒙古草原
上绵绵不绝、激情唱响。

奋进新时代，放歌大草原——有多
少难忘的记忆，萦绕在草原儿女的心
头，激励斗志，振奋精神，扬鞭跃马，砥
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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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草原原 碟中谍６碟中谍６：：
阿汤哥的极限任务阿汤哥的极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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