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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了山山水水，美不过辽阔的草原；听遍了四海
歌声，还是牧歌最动人⋯⋯”正如这首脍炙人口的草原歌
曲经久传唱的那样，从北疆大地飘向全国、飘向世界的

“最动人的牧歌”，在内蒙古草原音乐走出去、草原文化走
出去的历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传承发展的前行路上，生于斯、长于斯的词曲作家
一代代成长起来，汲取传统民族文化养分，运用草原音乐

“母语”辛勤创作，使草原歌曲的大花园里朵朵新花竞相绽
放。2019新年伊始，主题为“守望相助在美好家园”的全区
蒙古语原创歌曲演唱会上，20首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原创
歌曲响彻内蒙古艺术学院音乐厅。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这些让草原曲库更加充实的原创作品，大有“来头”！

有一种情感流淌在心田，从未改变⋯⋯

音乐的魅力，不仅能穿透时空的阻隔，更可以打破语
言文化的障碍，实现心灵的沟通。对亲情的记颂与感恩，对
故乡的眷恋与难舍，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是音乐创作永恒
的主题，也是草原歌曲旋律中真挚而浓烈的情感抒发。

在 1 月 6 日晚举行的全区蒙古语原创歌曲演唱会上
演出的 20 件作品中，独唱《慈爱的父亲》、乐队组合《额
吉》、独唱《父亲和母亲》、独唱《佛心的的额吉》等多首歌
曲都是对亲情的感恩咏唱。

此外，还有声乐组合《心灵的故乡》、独唱《遥远的家
乡》、二重唱《心中的故乡》，以及独唱《蓝天的故乡》和《我
的故乡》等作品，则唱出了浓郁而美丽的草原乡愁。伴随
着民族特色鲜明的旋律，蒙古族歌者用母语深情诉说，让
听众的情思飞越祖国北疆那辽阔无垠的蓝天碧水大草
原，久久难以平静。

独唱《家乡的黑小伙》和二重唱《伴侣》等作品，则唱出
了草原儿女的美好爱情，时而满怀炽烈，时而含蓄婉转，悠
扬的旋律宛如草原上的清风，沁人心脾。

演出中，优秀的原创蒙古语歌曲不仅让现场和通过
网络直播收听收看的观众如痴如醉、大呼过瘾，而且让众
多专业人士纷纷点赞。

“作品风格多样、内容丰富、看到好多新面孔、听到了
好多优秀作品！”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学科带头
人、国家一级作曲斯琴朝克图博士说。

身被中国“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带头人、中宣部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工程人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获得者等多重光环，斯琴朝克图对这次演出活动不吝溢
美之辞。他热切地表示，希望以后多多举办此类创作培
训和作品展演，“这对音乐创作事业的发展及创作队伍业
务提高有着重大意义！”

有一种情感漫溢在草原，从未改变⋯⋯

这些作品，源自一次成功的创作笔会。
2018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1 日，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在

呼和浩特市举办了全区蒙古语歌曲创作笔会。在一个星
期的时间里，既有来自全区各盟市、旗县的文艺团体、乌
兰牧骑、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的众多词曲作者踊跃参与其
中，也有中小学、幼儿园音乐教师、网络媒体、各种新媒
体、农村牧区音乐及音乐文学爱好者等各行各业的中青
年词曲作者的作品加入进来。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来
自最基层的牧民作者也参加到此次笔会当中。

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布仁青格勒告诉记者，按
照笔会的要求，参与的词曲作者每人预交 3部近期创作的
歌曲作品，并在笔会期间再创作出每人两部作品，期间共收
获了120余部母语原创歌曲作品。

为了确保笔会的创作质量，自治区文联和音乐家协
会还聘请区内外著名词曲作家斯琴朝克图、乌·纳钦、那
顺、色·恩克巴雅尔、朝鲁门、潮鲁等老师前来，给参加笔
会的学员们授课交流，对他们的词曲作品进行现场修改。

“像这样把词曲作者集中起来，共同研究探讨、现场
交流创作经验和心得，并邀请区内外著名词曲专家授课
以及现场修改歌曲作品等形式来举办蒙古语原创歌曲笔
会，是内蒙古音乐创作史上的首次。”布仁青格勒表示，这
也是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创新开展音乐艺术创作工作的新
型工作模式。

2018 年 9 月，内蒙古音乐家协会组织词曲专家对培

训学员创作的歌曲进行筛选，经过了 3 个批次的筛选之
后，最终选出这20首优秀作品，作为全区蒙古语原创歌曲
演唱会的参演作品。

“由词曲作者共同参与的蒙古语原创歌曲笔会的首
创形式让大家感到非常新颖、独特而且收益匪浅，效果非
常好。”布仁青格勒说，集中“收获”如此丰厚的创作果实，
实属难得。

有一种情感澎湃在血液，从未改变⋯⋯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和探索，也得到了广
大观众和词曲作者的一致好评。

“看了网络直播，晚会圆满成功！太精彩了，你们太
辛苦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
究员，著名歌曲词作家乌·纳钦赞不绝口，“以前即便是有
我的作品的晚会，我也是很少看完的，但是这台晚会的歌
曲似乎都有一种魔力，都能抓住我的心，让我感到那么的
亲切，从而欲罢不能。我觉得，吸引我的可能就是这些歌
曲中不约而同地流露出的那种蒙古族民歌的气韵吧！”

除了浓烈情感的表达，乌·纳钦从专业的角度对此次
笔会和藉此创作的歌曲给予中肯评价。他表示，这些歌
曲作品共同的特点是结合了传统与现代，结合了继承与
创新，虽然免不了一些瑕疵，但整体上体现了全区蒙古族
词曲作者们艺术水平的明显提升，也展现了他们立足本
土、放眼世界的美学追求。

布仁青格勒介绍，参加这次笔会的词曲作者绝大部
分是各盟市、旗县基层音乐工作者，平时他们都在农村牧
区生产第一线工作，对现实生活、传统文化艺术了解最
多、体会最深。“我们邀请了几位最基层的牧民歌词作者，
基层牧民作者参加自治区级词曲创作笔会，这是第一次，
而且牧民作者的歌词作品得到了词曲专家们很高的评
价。”布仁青格勒说，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和体会
到当今社会游牧文化的本土气息和文化底韵，大大地激
发了曲作者们的灵感。

“这种‘笔会+晚会’的创新模式，对提高全区词曲创
作水平具有显著的实践价值和意义。”乌·纳钦说，如果能
坚持下去，内蒙古的原创歌曲必将迎来数量和质量的双
丰收，在繁荣草原文化的基础上，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
献一份力量。

□文/图 本报记者 院秀琴 孟和朝鲁

当此之时，我区精准扶贫工作正处于攻坚
决胜的关键时期，广大扶贫干部奋战在基层一
线，在北疆大地上谱写着一曲曲动人的壮歌。
与之相呼应，内蒙古文艺界也在以自己的方式
为扶贫工作呐喊助威，涌现出一批以脱贫攻坚
为主题的优秀文艺作品。作为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确定的“内蒙古青年文艺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支持项目，由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乌力格尔蒙
古剧团出演的话剧《红手印》就是其中之一。

取材：源自鲜活的基层扶贫故事

“相当真实，尤其是那些细节，都让人很受
触动！”演出结束后，呼和浩特观众小赵还在座位
上回味着。

话剧《红手印》首演结束后，记者在随访现
场观众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对这部农牧区题
材的主旋律“正剧”表达出发自内心的喜爱。

这是一部怎样的戏？公演之前，主创人员
为这部话剧写下了这样一段“自我介绍”——

“话剧《红手印》讲述的是在全国吹响脱贫

攻坚战号角的关键时期，解国良主动请缨来到
新扎木，面对群众的质疑、家人的不理解和工作
中的各种困难，真心体察民情，了解村情，因地制
宜，科学规划，带领村民发展种养殖业，走上产业
脱贫的路子。演绎了扶贫工作中共产党员与基
层群众的一个个暖心的故事，讴歌了以解国良
为代表的扶贫干部舍小家为大家，勇于担当、任
劳任怨、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正如这段“自我介绍”所写的那样，剧中“男
一号”解国良刚到新扎木时，村民们不理解他、抵
触他，质疑他是“假扶贫”“做样子”，甚至有人不断
地给他“使绊子”。此时他的心境，正如这句台词
所讲的那样：“这儿真冷，风好像能吹透这厚厚的
棉衣，好像瞬间把一颗火热的心吹寒吹透⋯⋯”

通过帮巴雅尔家的羊只联系买主、帮乐娃
联系特殊学校，以及经历了养鱼风波、饱受挫折
之后终于帮助当地培育起肉驴养殖特色产业等
波澜起伏的剧情演进，主人公解国良终于让村
民们渐渐地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也渐渐地相
信了他要让新扎木脱贫致富的决心。

随着剧情推进，当解国良要离开时，村民们
牵挂他、挽留他，还写了一封联名“上访”信，摁满
了 57 位村民的红手印。这时候，他的台词和到
来时遥相呼应，反映出深刻的转变：“真奇怪，这
风和我几年前来的时候一样，还是那么冷，可是
这儿却越来越暖了，2020，还有两年！”

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的真情演绎，深深地打

动着每一位观众。主人公一段段意味深长的独
白，与剧情发展的节奏丝丝入扣，既点亮了主题，又
烘托出更具感染力的氛围。首演现场，不少观众
被解国良发自内心的独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这部话剧提取的是众多扶贫干部的经典
故事，我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而已，脱贫攻坚战的
胜利离不开千千万万扶贫干部的艰辛付出。”作
为《红手印》主人公的人物原型，乌兰察布市察右
中旗科布尔镇阿令朝村第一书记解良这样评价
这部话剧。他表示，主人公解国良身上汇集了
许多扶贫干部的特质，是内蒙古千万基层扶贫
故事的浓缩。

创作：新生代主创团队崭露头角

一道道山圪梁，一间间简陋的土坯房，一个
个身着破旧衣裳的村民，他们一会儿为了扶贫
款互相争执，一会儿和书记“扯皮”，一会儿说到
生活的难处又忍不住抹泪⋯⋯

剧中这些“土味儿”十足的人物与场景并非
凭空而生，而是主创团队多次前往乌兰察布市察
右中旗阿令朝村，与基层群众“打交道”的积累。

《红手印》的导演、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导演
郭洪波感慨地说：“剧本到现在已经是第 12 稿
了，我们到察右中旗实地采风，去接触故事的主
人公解良，与当地村民吃住在一起，我们从策划
之初，就是要创作出观众愿意看，演员愿意演，能
够真实感动观众的作品。”

《红手印》的主创团队及演员都是
“80 后”，可谓内蒙古话剧艺术领域的
新生代。“大家合作起来很轻松。更有
意思的是，演员基本都是我在上海戏
剧学院的同班同学，还有 2 个是小师

妹。”《红手印》的导演占德热介绍，自“内蒙古青
年文艺拔尖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立项以来，他们
多次去往阿令朝村，熟悉人物和环境。

创作团队严谨认真的艺术创作态度，让剧中
主人公的人物原型解良也颇为感动：“剧团接到
这个任务以后，前前后后去了我那十几回，跟我
一起住着，每天我干什么，他们跟着干什么，听我
讲一些生活当中发生的故事，了解当地老百姓的
生活起居，了解他们的语言表达，真是不容易了。”

在剧目创排实践过程中，剧院特别聘请上
海戏剧学院艺术研究所副教授高城博士、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导演郭洪波等话剧界名家，通过
导师带学员的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剧院编剧、导
演等青年人才的专业水平和能力。

“这部剧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来自语言，演员们
来自全区各个盟市，而且都是蒙古族，说起方言来，
总是感觉不对味儿。”主演苏日雅说。“我们下一步
的计划是运用一种新的内蒙古方言，让东部、中部、
西部的人都听起来舒服。”占德热补充道。

表达：用农村戏展现新时代风采

“我们的目标是用小切口来表现大环境，完
好地体现出国家相关举措的意义和成果。”占德
热说。

在占德热看来，《红手
印》没有用空洞的说教，也
没有部分主旋律作品中那
些饱受诟病的“口号式”台
词，而是用农村戏的表达方
式，来赢得观众的好感，“这
样普通观众看了才会觉得
好看、好玩儿，又感动，同时

还能展现出精准扶贫取得的成果。”
这种表达，在剧情中也得到呼应。解国良刚

到新扎木时，激情满满，把贫困当作敌人，发誓把它
赶出新扎木。后来渐渐发现，新扎木的农村生活
一样复杂，“套路”也挺深。村民们具有农民这个群
体共同的品质：淳朴，善良，憨直，但每个人心里的
小算盘却照样精通。不认同解国良养鱼致富的方
案，就向上级打小报告；合作社刚出生的小驴接连
夭折，就开始瓜分合作社的固定资产⋯⋯最终他
们反应过来错怪了解书记时，怀着愧疚又期盼的
复杂心情按下了一个个红手印⋯⋯

我区著名剧作家单学文在话剧《红手印》的
研讨会上表示，《红手印》以真实英模人物故事为
素材进行艺术创作，聚焦扶贫这一社会热点以
及党和国家脱贫攻坚重大战略布署，塑造了真
实可信的派驻贫困村的基层支部书记，带领大
家脱贫的感人事迹，反映出了党和国家精准扶
贫战略取得的可喜成果，虽然是一滴水，但是折
射出的是大海的光辉。

春节过后，占德热和剧目的其他主创人员、
演员又将开始新一轮的剧本修改和剧目排演，
来提升《红手印》这部话剧的厚度和分量，为下
一步在全区、全国巡演作准备。

《红手印》：脱贫攻坚故事闪耀话剧舞台

还是牧歌最动人
内蒙古音协推荐 20 首原创蒙古语歌曲新作

链接
□文/本报记者 院秀琴 图/本报记者 金泉

1.声乐组合《绵绵山脉》
作词：哈斯布和
作曲：图们
演唱：金马蹬组合
2.独唱《慈爱的父亲》
作词：乌日图
作曲：斯琴朝克图
演唱：乌英嘎
3.独唱《愿天地吉祥》
作词：那·白音朝克图
作曲：高雅涵
演唱：巴音宝力格
4.二重唱《伴侣》
作词：博·乌云达来
作曲：乌日图那顺
演唱：阿娜尔 敖敦宾巴
5.独唱《飞燕草》
作词：那·道力格尔
作曲：贺喜格陶格陶
演唱：布赫
6.独唱《哈纳》
作词：拉木扎布
作曲：宝力道
演唱：俄日和徹辰
7.声乐组合《心灵的故乡》
作词：尼·巴雅尔
作曲：巴音
演唱：香水组合
8.二重唱《我的母亲是教师》
作词：色·德力格尔
作曲：达·哈斯图雅
演唱：德格金 达·哈斯图雅
9.乐队组合《额吉》
词曲：阿西达
表演：阿西达与乐队
10.独唱《遥远的家乡》
作词：布仁乌力吉
作曲：达·布和朝鲁
演唱：乌其日拉

11.独唱《生命的小径》
作词：色·乌力吉巴雅尔
作曲：呼日查
演唱：小孟根
12.独唱《父亲和母亲》
作词：斯·哈斯乌力吉
作曲：其力格尔
演唱：宝乐尔朝木
13.独唱《佛心的的额吉》
作词：马·乌力吉
作曲：热瓦迪
演唱：萨仁格日勒
14.二重唱《心中的故乡》
作词：萨仁苏和
作曲：玉梅 编曲：辛巴
演唱：呼和木其尔 南丁呼思乐
15.独唱《家乡的黑小伙》
作词：萨日娜
作曲：乌日力格
演唱：乌云花
16.三重唱《妈妈是我的世界》
作词：乌·纳钦
作曲：乌力格尔
演唱：那顺 萨如拉 呼德
17.独唱《信念之歌》
作词：色·乌力吉巴雅尔
作曲：莲花
演唱：斯琴毕丽格
18.独唱《我的故乡》
作词：瓦·萨仁高娃
作曲：巴·哈斯图雅
演唱：敖特根图雅
19.独唱《真诚的心》
作词：那顺 作曲：赛音朝克图
演唱：其其格玛
20.独唱《蓝天的故乡》
作词：乌·纳钦
作曲：色·恩和巴雅尔
演唱：其其格玛

守望相助在美好家园
——2018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原创歌曲 20 首

欢迎圈内高手、资深票友，还有雅好文艺的读者踊跃投稿。
如果您掌握各地的文艺新鲜事儿、演艺资讯，最新的影视观影指
南，演艺界人物故事等，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投稿邮箱：
nmgrbch@126.com，QQ 群名称：内蒙古日报彩虹版，群号：
858786836。

联系我们

扫一扫

，看视频

歌手乌英嘎演唱歌手乌英嘎演唱

《《慈爱的父亲慈爱的父亲

》
。
》
。

阿娜尔阿娜尔

、、敖敦宾巴在演敖敦宾巴在演

唱唱

《《伴侣伴侣

》
。
》
。

德格金、达·哈斯图雅演唱歌曲《我的母亲是教师》。 主持人登场。

独家发布

香水组合演唱香水组合演唱

《《心灵的故乡心灵的故乡

》
。
》
。

解国良和村民初次见面解国良和村民初次见面

。。

村民们争先恐后地村民们争先恐后地

在请愿书上摁手印在请愿书上摁手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