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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存霞

“捧起吉祥的哈达，我们来了；踏上天骄的
故乡，我们来了；唱着悠扬的赞歌，我们来了；
聆听冬天的故事，我们来了……”随着“十四
冬”的脚步越来越近，这首大气恢宏、优美动听
的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
动会会歌《冰雪之约》，在全区各地唱响。

《冰雪之约》由乌兰那日作词，乌兰托嘎作
曲。这首歌词曲结合自然，易唱易记易流传，
巧妙地将冰雪运动特色、奥林匹克精神、内蒙
古深厚的人文底蕴及时代风貌恰到好处地结
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它犹如一位热情开放的使者，以亲切的口
吻向全国、向世界发出邀约：2020年2月，相约
魅力内蒙古，共赴一场冰雪盛宴！

近日，《冰雪之约》的创作者、著名作曲家
乌兰托嘎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了会歌的创作故
事。

“向世界发出冰雪邀约”

2017年 11月，“十四冬”会歌征集工作正
式启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蒙
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也跃跃欲试，一心想为

“十四冬”贡献一份力量。
“‘十四冬’是咱们内蒙古第一次承办的全

国大型冬季运动会，又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
的练兵场，主赛区还设在我的家乡呼伦贝尔。
所以，我想为体育运动尽一份力，也想为家乡
内蒙古尽一份力。如果能留下一首老百姓都
很喜欢的冰雪方面的歌曲，那就是我们最大的
收获。”乌兰托嘎说。

作为一名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蒙古
族音乐家，乌兰托嘎创作的歌曲大多充满草原
风格和蒙古族特色，他创作的《父亲的草原母
亲的河》《呼伦贝尔大草原》《天边》等歌曲，都
备受赞誉、广为流传。

但为《冰雪之约》作曲时，乌兰托嘎却刻意
没有加入蒙古族特色。“‘十四冬’是在内蒙古
举办的全国大型冰雪运动会，是要向全国、向
世界发出冰雪邀约，所以我想写成比较大气的
风格，不要纯粹的蒙古族风格。”乌兰托嘎认
为，《冰雪之约》的歌词中已经包含了很多草原
风格的意象，如“捧起吉祥的哈达”“这里是风
景亮丽的北疆”等，所以旋律要大气，要舒展，
要恢宏。

“写歌的过程中，考虑到这是冬运会会歌，
我就想到了冰雪运动的那种滑翔、滑行的感
觉，所以我就用西洋大小调的风格来写，用圆
舞曲的形式来写，这种风格的特点就是很抒
情、很欢快、很流畅，饱含着青春活力，表达一
种冰雪爱好者在滑翔和旋转中来到北疆，在阳
光下的照耀下实现梦想的意境。”乌兰托嘎说。

精益求精打造用心之作

会歌创作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乌兰托嘎
创作了不同旋律、不同风格的3个版本音乐，
经过反复斟酌，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最后才
敲定了如今这个版本。敲定之后，还进一步做
了很多次修改。

这首歌的歌名，也前后更改了三次。“最初
歌名叫《光荣梦想》，后来又改成《我们来了》，
想以此表达全国冰雪运动员和冰雪爱好者都
来参加‘十四冬’，一起在赛场上拼搏、滑翔，展
示精湛的技术和运动的激情。”乌兰托嘎介绍
说，蒙古族词作家那顺在把歌词翻译成蒙语
时，提出用《冰雪之约》这个名字更好，经过商
讨，大家一致认为《冰雪之约》比《我们来了》更
为贴切，会歌最终定名为《冰雪之约》。

“创作过程中，音乐和歌词都做了很多次
修改，有时候甚至是完全打乱、重新来做，有时候
改过了又觉得还是原来的版本好，又改回来……
总而言之，这是一首经过长时间的推敲和反复

琢磨而成的用心之作，我本人还是比较满意
的。”乌兰托嘎说。

“小孙子听几遍就会唱了”

词曲创作正式完成后，会歌进入了录音阶
段。“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录音棚录音，找了不同
的歌手来试唱。通俗唱法、美声唱法等等都试
过，一共有过4个版本的录音。如今大家听到
的，是第5个版本。当时我们提出的创意是，
请两位内蒙古的青年歌手和两位冰雪运动健
将一起合唱。最终，我们邀请到蒙古族青年歌
手乌英嘎和傲日其愣，索契冬奥会速度滑冰冠
军张虹和中国花样滑冰队总教练赵宏博共同
完成了这首《冰雪之约》。”乌兰托嘎介绍。

录音时的一件小趣事，让乌兰托嘎至今想
起来都觉得很高兴。“我原本以为这首歌不是
很好唱，但第一次录音的时候，我的小孙子听
了几遍就会唱了。当时他还不到3岁，一直哼
着‘我们来了，来了’，一录音他就唱，在家里也
经常哼唱，这让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比较朗朗上
口的。”

乌兰托嘎说，这是他第一次为冰雪运动盛
会写歌，能有机会为在家乡举办的“十四冬”写
歌，他很自豪，也很骄傲。

MV制作略有遗憾

9月中旬，乌兰托嘎与团队开始筹拍《冰雪
之约》的MV。“如果是拍摄一首流行歌曲的
MV，可以拍得很个性化、很自由。但作为‘十
四冬’会歌的MV，一定得是大主题，要有大气
魄，还要有很强的逻辑性。MV中不仅要体现
冰雪运动的魅力，还要体现出亮丽内蒙古的元
素，以及青年积极向上的朝气。”乌兰托嘎说，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团队还是非常认真地
完成了这项工作，经过多次的补拍、修改，最终
在11月初完成了MV制作。

“歌手和冰雪健将们的时间都比较紧，拍
摄场地预留的时间也不多，拍摄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很多，但好在最后的结果令人很满意。不
过，最遗憾的就是拍摄MV的时候还没有入
冬，所以没能拍到我们内蒙古牧民的一些冰上
运动。”乌兰托嘎说。

“希望这首歌能在内蒙古唱响”

虽然为冬运会写了一首会歌，但乌兰托嘎
本人却不擅长体育运动。“体育运动是我可望
而不可即的，因为我从小弹琴，所以一直担心
参与体育运动会伤到手指。不过，我特别热爱
冰雪。每到冬天，冰雪覆盖着北疆大地，那种
美丽让我一生难忘。而运动健儿们不惧严寒，
在冰雪中玩得热火朝天，让我觉得非常羡慕。”

乌兰托嘎在呼伦贝尔长大，他的很多朋友
都是冰雪健将。在创作《冰雪之约》时，他头脑
中涌现出许多童年时伙伴们的冰上故事，眼前
浮现出那些冰雪健儿们蛟龙般矫健的身姿。
于是，他把这种热血沸腾的勃勃激情融于旋律
中，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运动精神，表达出内
蒙古人民对“十四冬”成功举办的美好祝愿，呈
现出冰雪健儿相聚“十四冬”的喜悦、兴奋、欢
快情感，体现出内蒙古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喜
迎“十四冬”的浓厚氛围。

乌兰托嘎深情地说：“如果老百姓都喜欢
听这首歌，都喜欢哼唱，我就很高兴。如果我
的音乐能表达你的情感，就是我的快乐。希望
这首《冰雪之约》能在内蒙古唱响，让更多的人
喜欢这首作品，传唱这首歌，也希望更多的人
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

“让冰花在旋转中绽放，让热血在滑翔中
激荡，让雪花在腾空中飞扬，让青春在拼搏中
充满力量。我们来了，来了，相约在银色世界，
我们来了，来了，相逢在辽阔雪原……”2020
年2月，让我们相约内蒙古，共享冰雪盛宴，放
飞金色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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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作的歌曲《父
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呼
伦贝尔大草原》《天边》
广为流传，如今，他又用
歌曲向世界发出了冰雪
邀约——

乌兰托嘎讲述《冰雪之约》
创作历程。 牛天甲 摄

【有料】

“小雪团儿”
唱响
《冰雪之约》
□本报记者 李存霞

“我们来了来了，相约在银
色世界；我们来了来了，相逢在
辽阔雪原；我们来了来了，阳光
下欢聚一堂；我们来了我们来
了，放飞着金色梦想……”最
近，呼伦贝尔学院大三学生张
吾佳总是在不经意间哼唱起这
首歌。这首气势恢宏、朗朗上
口的歌曲，便是“十四冬”会歌
《冰雪之约》。

张吾佳是一名“十四冬”志
愿者，几个月来，他和所有的

“小雪团儿”们一样，兼顾着学
业和“十四冬”志愿服务工作，
刻苦学习志愿服务知识，加紧
训练，力求在“十四冬”的赛场
上展现出内蒙古青年志愿者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作为一名志愿者，我很关
注‘十四冬’相关的内容，第一
次听到会歌《冰雪之约》时，我
就很喜欢这首歌，我们在合唱
比赛中还唱过呢。”张吾佳告诉
记者。

前段时间，呼伦贝尔学院
要举行“守初心 担使命 颂祖
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师生大合唱比赛，来自
学校各院系的志愿者们组成了
一支“十四冬”志愿者合唱队。
学校团委的老师为大家挑选了
几首歌曲，“小雪团儿”们一致
认为，“十四冬”会歌《冰雪之
约》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既能为

‘十四冬’做宣传，营造浓厚的
‘十四冬’氛围，也能鼓舞士气，
激励大家做好志愿服务工作，
于是他们决定唱这首歌。

“学校找了专业的指导老
师帮助我们排练。刚开始，大
家难免有些腼腆，不过慢慢地，
我们都敢放声歌唱了。从最初
的生疏、走音到后来完全掌握
曲调，从明显的抢拍、拖拍到后
来的‘步调一致’，我们的进步
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我们80
多名志愿者辛苦练习、共同努
力的结果。因为大家都是‘十
四冬’志愿者，所以唱得都很来
劲！”“十四冬”志愿者杨雨婷
说。

大合唱比赛当天，80余名
“小雪团儿”高质量完成了表
演，获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
气势恢宏的曲调，优美动听的
旋律，深情嘹亮的歌声，展示出

“小雪团儿”们将以热情、细致、
周到的服务，高质量地完成“十
四冬”志愿服务工作的态度。

“唱响‘十四冬’会歌《冰雪
之约》，做好‘十四冬’志愿服
务，是我们每个“小雪团儿”的
愿望。希望明年2月，八方宾
朋齐聚内蒙古，共赴这场冰雪
之约！”张吾佳说。

【冬运看点】 《冰雪之约》MV
盼望着 盼望着

“十四冬”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十四冬”会歌《冰雪之约》MV也于近日重磅来袭，

扫二维码先睹为快吧！

相约辽阔雪原。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享受冰雪运动的乐趣。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冰球比赛。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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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日其愣（上）与乌英
嘎唱响会歌《冰雪之约》。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运动健儿正在奋力滑行。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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