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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羽先生不久前驾鹤西去，享年95岁的前辈以他漫长

的创作生涯为我们留下了永远的歌：《我的祖国》《让我们荡

起双桨》《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牡丹之歌》《人说山

西好风光》《夕阳红》《说聊斋》《大风车》……这些歌曲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人，成为永恒的经典。缅怀和纪念乔羽先生最好

的方式，是学习传承他的创作理念和方法，这是一笔宝贵文

化财富，对于年轻作者的健康成长和繁荣当今的歌曲创作都

功莫大焉。

乔羽先生的传世之作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贯彻创作始

终的是歌唱祖国和人民、赞美生活和时代的主旋律，这些作品

不仅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消磨褪色，反而越显璀璨光华；二是

他创作的弘扬主旋律的歌曲作品数量多、存活率高、生命力

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唱响。这种现象

极为罕见。大家都知道，弘扬主旋律的歌曲创作难度大，被社

会普遍认可难度更大，流传久远的难度尤其大。乔羽先生是怎

样做到持之以恒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精品创作的呢？说来话

长，我们不妨赏析一首他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汾河流

水哗啦啦》，从中应当可见一斑。这首歌在乔羽先生的众多作

品中或许不是最重要的，但给予我们的启示却非常重要。

《汾河流水哗啦啦》是电影《汾水长流》插曲，电影讲述的

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山西一个农村实现农业合

作化的故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自己面对这个创作

命题该怎么落笔？恐怕十有八九要从农村合作社写起吧。

可是乔羽先生却不是这样想的，先看歌词第一段：“汾河流水

哗啦啦，阳春三月看杏花。待到五月杏儿熟，大麦小麦又扬

花。九月那个重阳你再来，黄澄澄的谷穗好像狼尾巴。”起笔

放眼汾河两岸风光，把目光聚焦在杏花、杏儿、大麦、小麦、谷

穗这些应季节而生而长而收获的农作物，其余皆省略不表。

这极简的笔墨既为作曲者提供了灵动的音乐动机，又反映了

农村欣欣向荣的活力，同时避免了浅白的直奔主题，可以说

是一箭三雕。那时乔羽先生还很年轻，但经验告诉他，通常

情况下人们对多段体歌词只唱或只偏重于第一段。开篇布

局不拘泥于一时一事一地，可以避免时过境迁，使主旋律作

品有了超越时空的可能。

当然，电影插曲不能脱离电影的叙事主体，“合作化”的

主题在歌词中无可回避，乔羽先生的高妙之处在于分寸拿捏

得恰到好处。我们再看第二段歌词是怎样表现的：“夸的是

汾河的好庄稼，喜的是咱们合作化。千家万户一条心，集体

思想发新芽。新家那个新业新天地，再不困守单门独户旧篱

笆。”当出现“合作化”的字眼儿时，先用“喜的是”做定语，就

把语气重点放在了表达人们的喜悦心情上。我们还发现，这

句话前面已有了“夸的是汾河的好庄稼”的铺垫，以此形成了

形象彼此呼应的对仗句式。经过这两句过渡，再揭示“集体

思想发新芽”的思想内涵，就不让人觉得语境突兀了。但歌

词如果只写到这里，仍难免有说教味道，于是又添了一个神

来之笔：“再不困守单门独户旧篱笆”。这是一语双关的象征

笔法，小农经济的景致虽然很美，走集体化道路却是农村和

农业发展的大趋势。在历史走进新时代的今天，“乡村振兴”

和“共同富裕”仍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和时代主题。乔羽先

生当年不一定料想到今后如何发展变迁，但唯其如此，更耐

人寻味。

歌词第三段是乔羽先生注重形象思维的进一步阐发：

“打开小门旧篱笆，社会主义前程大。一马当先有人闯，万马

奔腾赶上他。人心那个就像汾河水，你看那滚滚长流日夜向

前无牵挂。”把人心比作滚滚长流的汾河水，是歌曲主题思想

的崇高升华，这种升华不是政策性的人为的拔高，也不是华

丽词句的堆砌，而是形象思维的水到渠成。歌曲以及影片的

主题，就这样在美的意境中呼之欲出了。

《汾河流水哗啦啦》有一首姊妹篇，叫《人说山西好风

光》。乔羽先生的这首歌更为人们所熟知，其中“左手一指太

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每每被人传诵，誉为口语入词的佳

境绝句。注重运用形象思维的手法，妥善处理艺术与政治的

关系，在乔羽先生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一以贯之。乔羽先生

最深入人心的代表作《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其产

生过程已多次被人们论及，这两首歌同样都是寄宏大于微

观，把功夫下在了提炼鲜活的艺术形象上。

说到歌颂祖国的重大题材，当今有四首歌影响最大，按

照产生年代的顺序，依次为：《歌唱祖国》（王莘词）、《我的祖

国》（乔羽词）、《我爱你，中国》（瞿琮词）、《我和我的祖国》（张

藜词）。其中诞生最早的已历时70多年，最晚的也超过40年。

这些歌曲之所以经久不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主题

思想的形象化表达。“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

江”“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百灵鸟从蓝天上飞

过，我爱你，中国”“我和我的祖国，像海和浪花一朵”。这些生

动形象的佳句，构成了歌曲主题的有力支撑。从那以后几十

年来，又产生了难以数计的同类题材歌曲，有些也曾传唱一

时，但能够保留下来的究竟不多。究其缘由，值得深思。

所谓形象思维，是通过事物的个别特征去把握一般规律

从而创作出艺术美的思维方式。作家的思想通过形象表达

出来，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既是明确的又是隐含的，既是

即时的又是前瞻的，所以作家的思想形象一般都大于他的思

想本身。作家塑造的形象是多维多向的主体美学动态结构，

它具有多层次：作家感知到的表象、蕴含的生活内容、超时空

的意象和作家心理构筑的审美积淀。这就为接受者提供了

再创造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也为作品的延展和扩想提供了生

长点和落脚点。从这种意义上说，当形象大于思维时，作品

便获得了恒久的艺术魅力。

（作者系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中国音协《词刊》主编）

优秀歌曲离不开形象思维
——从乔羽先生的一首歌想起 □王晓岭

歌词创作系列谈

七月的北京骄阳似火，上古神话新

说新杂技《涿鹿之战》在天桥艺术中心上

演，该剧的出品方北京杂技团也迎来了

她65周年的华诞。近年来，北杂在加快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艺术实践中，聚焦传承和重构天

桥杂技“难、奇、绝、美”艺术特色，在探索

新杂技表演范式的孵化上进行了一些有

益尝试，推崇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交融

性艺术风格。本剧出品人和总制作人、北

京杂技团书记兼团长杨敬荣介绍：“我们

赋予一场战争以温情，注入六位演员以

真情，激发对一匹‘战马’的共情。”总的

来说，新杂技《涿鹿之战》是写意的，它的

写意在“美”的欣赏上、在“真”的认知上、

在“善”的教化上，具有新时代的艺术气

息。

这是一场对既有杂技认知的颠覆之旅。“蚩

尤戏”，上古大战催生的人类身体奇迹；杂技，人

体创造的力与美的奇迹。追溯杂技的源头，还真

和“涿鹿之战”有关。传说蚩尤长相怪异，头上生

角，常常以角抵人。后人为取乐，也在头上戴牛

角，两两相抵，模仿战争场面，并把这称为“蚩尤

戏”，就此构成了杂技的雏形。新杂技《涿鹿之

战》把顶技、蹬人、叠罗汉、舞流星等绝活通过多

种艺术语汇的融合及孩子游戏的趣味表达出

来。在该剧监制、北京杂技团副团长汪艺玮看

来，“新杂技”是对杂技艺术的一种开拓性创新，

其创新性包括引导杂技演员用杂技去塑造人

物，充分借鉴中国传统戏曲审美中的写意与节

奏，音乐与肢体高度融合，追求与观众的情感共

鸣与当下性。

剧中动作设计的介入恰如其分、语汇洗练，

手执面具的上古诸神内心与肢体表演巧妙的结

合，为该剧平添了一份特别的舞台质感，给人以

一种视觉与心灵的双重激荡。该剧努力发挥杂

技形式所长，把作品的矛盾加以突出，造成强烈

的冲突；将故事情节加以集中，造成紧张的情

势；就作品中的人物加以深化，形成迫切的自觉

意志和贯穿性的肢体表演空间。导演在择取一

个个有机联系的故事细节和场景中，形象而直

观地将本剧的题旨传达给观众。

在笔者看来，这类新杂技具有了传情和达

意的双重功能。它以身体为材料、动作为语言，

以肢体语汇的构织实现作品传达的艺术形式，

承载了对整个故事内容的传递功能，又具有杂

技本体的审美属性。如何解决好杂技的戏剧化

传递？如何准确把握杂技属性，并用肢体表演为

故事讲述服务？这是做好该剧最为重要的难点。

这里，我们不妨先梳理一下肢体语言的类型：一

是具有传情达意的肢体动作，这类动作组合能

给人比较具象的感受；二是具有某种抽象美感

的动作组合，它虽然不表现具体的情意，但能体

现诸如抒情的、欢乐的、优美的、雄壮的、庄严

的、滑稽的等抽象概括的肢体美感；三是表现某

种技巧的动作组合，这类肢体语言不表达一定

的具体情意，只带有某种肢体动作的技巧美，戏

剧家阿甲曾以“难能而不可贵”来批评“炫技”的

表演脱离了人物。杂技与生俱来的“技巧性”是

无法定义的，但从杂技本身来看，它有助于意

境、气氛、情势、高潮的渲染与促成，翻滚跌扑等

技巧也起到了肢体语言的镶嵌作用。该剧令笔

者比较欣赏的正是其没有一味地设计追求技巧

的那种“无情之举”。

诚然，具有表意性的肢体语言在杂技中亦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在剧中承载的功能

以及作为表演艺术的意义等。因此，在杂技中导

演需要合理构思剧情中的动作设计，以便于观

众清晰了解导演的想法。此外，合理调配抒情性

动作语言与表意性动作语言在杂技中的任务，

最终完成杂技表达的诉求尤为关键。看似不同

艺术形式的倒挂，也是艺术发展进程中的融合

与补强。

船小好调头

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杂技在当代怎么生

存？需要用时代的新语言、变换各种样貌跟现代

人沟通。学习传统当然是必要的，新杂技的创排

一定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遵照杂技作为

艺术的特殊性重建它与生活、与时代的关系，才

有可能寻找到新杂技发展创造的路径，使古老

的艺术焕发全新生机，全面融入和重回生活，这

不仅是我们的期待，也是中国杂技努力的方向。

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曾提出“四面八方”

的舞台表演美学观点。意思是说演员的表演要

顾及多个舞台角度，适应不同方位观众的视角，

以创造性地充实均衡的舞台表演构图，唤得观

众欣赏的美感。剧中有一场景，演员们匍匐地

上，蠕动、喘息、跳跃，模仿各类动物，像是若干

只小兽，做出各式各样表现动物质感并非常有

趣的姿容，剧场内的演出效果非常好。

作为一部低成本、小制作的新杂技作品，该

剧舞台表演空间并不大，但却让观众真实地感

受到了作品的充分存在。新杂技很贴近都市人，

尤其是儿童，但这种贴近又是“有距离”的贴近。

演出古拙至极，畅快淋漓，演员采用了大量无实

物的表演样式，如不用“钻圈”的“圈”，但还用这

些翻腾技巧等。整场杂技给观众带来一种“看电

影”的感觉，通过底幕影子的呈现，形成了虚实

对比的二度空间场域。

该剧中还融入了许多戏剧元素，但这种融

入又完全是属于杂技的而非简单移植或增补，

在新杂技语汇中衍生的新的张力，扩张出更丰

厚的表现空间，体现出当代杂技人希望更多地

用自己的方式开辟新杂技的剧场空间。“创作”

是不怕想法太多的，怕的是没有相应的生动达

意，没有鲜活的感性形象去展现内涵，怕的是强

行为之，以一种概念图解另一种概念，陷入纯粹

形而上的不接地气，那只能让艺术流于寂寥的

孤芳自赏。

举棋三步走

《涿鹿之战》是上古神话新说新杂技系列的

第二部。首部作品是《斗水》，此外还将推出第三

部《大地》，力图共同构成“国潮熠风”的审美范

式。在该剧演绎的上古第一大战中，不仅有黄帝

和炎帝的参战，《山海经》中“风伯”“雨师”的助

阵，还有传统戏曲、多元音乐、创意舞蹈、装置艺

术等多种艺术元素融合式的“顺水推舟”，为观

众奏响一支“新杂技”的奏鸣曲。

《涿鹿之战》取材于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场

大规模战争，讲述一个孩子因思念战场上的父

亲，偷偷混入出征队伍寻父，陷入险情被

父亲的战马救下后，与出征的战士们一

起为家族部落冲锋陷阵的故事。全剧以

孩子的纯真视角，带领观众梦回中原大

地壮怀激烈的史诗级战场，身临其境感

受上古之战的惊心动魄，体味骨肉相连

的父子情、质朴深沉的战友情、荡气回肠

的氏族情。

亮点一：杂技借鉴了京剧脸谱、靠旗

等传统戏曲元素，战场打斗场面与京剧

武戏相得益彰。剧中的主人公深陷迷雾

山谷时，学演了京戏短打武生的名段《三

岔口》中无对手开打的场面，流露出独特

的中国戏曲舞蹈神韵。《三岔口》中的“摸

拳”和“拿法”程式表演很符合新杂技的

剧情，因此，在打这套拳时特别强调以

“摸”字来表现厮杀的意境，用“拳”来表现武打

的激烈。“摸”是虚，“拳”是实。这种虚与实的交

融既惊险又有趣，独具魅力、引人入胜。“拿法”

近似于武术的擒拿术，主要以“锁拿”腕、肘、肩、

胯、膝等大关节来制约对方，适合于近距离的搏

斗，把这种武打运用在该剧中也很恰当。

亮点二：节奏性为表演提供了伸缩性，怎一

个“快”字了得。舞台背景只用了一块“布”来做

底衬，场景转换很迅速，表演节奏非常紧密，情

感变换更是间不容发，做到了快而不乱、有情有

景，将人、神、马混战的戏剧性场面表现得生动

传奇。

亮点三：借助“天桥八怪”之一的传统赛活驴

中的表演形式，创造性地编制了“马头”、打造了

“马蹄”，演活了活泼又威猛的形象，而剧中“小石

头”和战马的很多技巧也都是从传统杂技里获得

的，足显其“创新当中见传统”的特色，全情上演

了中国版“战马”而艺惊四座。在笔者看来，新杂

技汲取了传统的营养，是传统和当代文化混杂交

融的复合体，求新、求变的“不满足”正是为了建

立自己的杂技语言系统，通过自我的艺术把脉，

表达杂技人在当下真实的感受和思考。

亮点四：杂技与管弦乐、中国民族打击乐、

陕西地方曲调等多种音乐的结合，对故事的文

化背景、地域特色的模糊化处理，放弃了“不可

能完成的”创造与尝试，回归于“两张皮”的简单

缝合。可以说，剧中呈现的是一个五光十色的

“大杂烩”。它充满了好奇感，只留下整体感知而

无具体认知，也就自然规避了不够真实准确的

指摘。

笔者以为，新杂技的艺术革新始于“雾外江

山看不真”的彷徨，转到“只凭鸡犬认前村”的苦

寻，再到茫茫的雪野上找其前行的路，“印我青

鞋第一痕”，留下了探路者的清晰足迹。新杂技

《涿鹿之战》为我们提供了形式分析的可能性。

杂技并非只关乎语汇形式美，而同时注重“在场

感”的交流。期望经过一段演出周期，观众会从

这系列作品中回味到新杂技的时空观与意境

美。该剧中，不仅演员获得了充分展现其想象力

的表演空间，观众也尽情发挥想象力，使之成为

新杂技艺术表现力的一部分。如此，创作的理念

空间得以充分拓展，新杂技自由创编的手脚被

彻底地放开，舞台上的元素都可能得到淋漓尽

致的发挥，而“原创”的意义便就凸显了。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北京文艺评

论家协会理事）

天桥“上新”：新杂技《涿鹿之战》
□金 浩

歌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是抒发民族情感、反

映时代心声的大众文艺载体。优秀歌曲离不开诗意

隽永的歌词。近年来，随着歌曲传播形式的日益丰

富，新歌不“新”、老歌不“老”现象凸显，当下一些歌

词创作中不同程度存在的思想贫瘠、内容空洞、文

辞粗浅、情感缺失等问题也日益引发关注。如何提

高歌词创作的“含金量”，以内蕴丰厚的创作为时代

留下新的经典之声？为此本报特邀当代知名词曲

作家及业界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以期促进新时代

歌词创作的健康发展。 ——编 者

济南市吕剧院是一个有着原创传

统的戏曲院团，历史上创作推出的名

剧佳作甚多，其中蜚声海内的《逼婚

记》就是其一。可以说，山东地方剧种

走向全国，该团几代艺术家功不可没。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济南人，父亲

是吕剧作家，从小就是听着那些四平

二板长大的，因此对吕剧情有独钟。我

也曾尝试着为该团写过现代戏《大官

皮景升》与神话剧《泉城传说》，并因此

认识了该团领导张玲女士、导演孔铁

先生、音乐家王大乾先生及一大批吕

剧表演艺术家。

两年前，孔铁导演找到我，说有个

以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烈士事迹为蓝

本的剧本《长歌尽美》，是该团舞美设

计房珉同志的大戏处女作，要我提提

意见。当时我想：这个题材已经有各种

艺术形式搬上过屏幕和舞台，再度深

耕难度巨大。但当我认真看过剧本之

后，我兴奋地给孔导打去电话，认为这

个本子角度独特、开掘深入，戏剧性

强，是一部有一定文学品质与审美价

值的好坯子，并建议孔导与编剧要深

耕细作，耐住性子努力写出自己的个

性与认知，为逝去的革命先驱、为今天

的观众敬献一部关于信仰、关于青春、

关于生命的英雄史诗。

今年7月 8号，我接到了张玲书

记的邀请，去济南观摩该剧试演，同时

心里也为我的朋友们捏了一把汗。去

年是建党100周年，类似的作品铺天

盖地，其中不乏精品力作，亦不乏为完

成任务而匆匆搬上舞台的“应景”之作。红色题

材的“扎堆”推出难免带来同质化、标题化、脸

谱化的现象，令观众产生审美疲劳。有些作品

甚至为了赶时间、赶风头，将原本我们一生敬

仰的英模与先烈塑造得平平庸庸，十分令人遗

憾。那么，《长歌尽美》会是什么样子？

由于职业原因，我看戏的时候总是带着历

史上的那个真实人物所带给我的已有感动去

对照舞台上的那个“他”，其剧作的思想高度、

审美高度、穿透力度、延伸维度和观众接受度

常常是我要审视和追问的。一个世人皆知的英

雄人物，究竟是什么东西感动了我，感动了剧

场中各个年龄段的观众？

我感觉，首先是一剧之本。编剧的独立思

考及创作想象力功不可没（导演孔铁也是该剧

一个“不挂名”的编剧，近两年时间打磨剧本的

过程始终由他主导，甚至剧中许多细节及大段

唱词都是由他完成的）。编剧的不同之处在于

其讲述方式，在于对吕剧这种艺术形式的熟悉

与认知，在于对历史人物的了解、敬畏与时代

背景的熟知。该戏中，主创人员用心思考了两

个维度的问题：一是红色表达，二是吕剧表达。

先说其一，王尽美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这

短暂的一生中他并没有那些金戈铁马、沙场驰

骋的所谓颇具戏剧性的波澜壮阔，但他作为中

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作为当时山东省党组织

的领导者、开拓者，一生为其信仰顽强奋斗、直

至生命终结，其诸多经历又充满了大起大落、大

生大死的传奇色彩。在这出戏里，编剧没有照本

宣科地书写人物大传、记流水账，而是艺术性地

还原了烈士从投身革命到面对死亡的几个历史

瞬间，通过散点透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进步青

年成长为党组织领导者的生命历程、思想过程、

步履行程。正是对这些闪光足迹的放大与微雕，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只活了短短

27个年头却被传颂百年的革命者波澜壮阔、丰

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与伟大贡献。

二是所谓吕剧表达。相对于全国众多戏曲

形式来说，吕剧的历史并不久远，脱胎于山东

琴书的吕剧也很难脱胎其“坐唱”的本质，以歌

舞演绎故事的先天能力也与许多剧

种不同，其长项是以家庭戏为主的

“家长里短”，正是这些特质，造就了

吕剧独特的风格与底色。在该剧中，

主创们正是精准把握了剧种特色这

个“命门”，在故事的讲述方式上运

用了“适合”结构。剧情从王尽美的

母亲手捧烈士遗像思念儿子切入，

中间不断地在过去时与现在时之间

自由穿越，把母亲、妻子在王尽美生

命历程中的支撑、激励、思念、挂怀

融入主构之中，让英雄有了生活，有

了温情，有了来源与归宿，让一个伟

大的灵魂有了栖息与牵挂的乡土、

亲情。而这一切的设计又都契合了

吕剧的表现风格、吕剧的剧种长项，

使剧作表里如一、形神兼备。

在这里，我不能不说说孔铁导

演，孔导出生于戏曲世家，十几岁就

以“主角”的身份站到了泉城的京剧

舞台上。后改行做吕剧演员、导演、编剧，是个

真正的老戏骨，对传统戏曲艺术的各路功法驾

轻就熟，反应敏捷、才华横溢，尤其在对吕剧传

统戏曲的改良与重塑方面建树颇丰。在该剧的

二度呈现上，他同样秉持着一贯的守正创新理

念，力求让红色题材的戏剧也能做到好听、好

看、易记、易传。比如剧中转台的使用，让整场

表演做到了无缝连接；合唱伴唱与剧情的融

入，让人物的内心世界多层次，多支点；形成多

媒体的有机渗透，等等。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

导演对人物性格的开掘、对戏剧“场面”的个性

化处理。吕剧团不大，演员资源有限，但导演在

剧中大胆“借景入园”，用简单的道具变化出了

千军万马，让传统的戏剧美学在一部现代戏里

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实在是可圈可点、可喜可

贺。此外，孔导作为一个“戏篓子”，照常规而

言，他编排舞台调度与演员身段应该处处有

“点”、富富有余，然而，我今天看到的却是孔导

的慎重，而这种源自于自身的限制与内敛恰恰

适合于“这一个”或“这一次”的精确表达。我倒

觉得，他之所以摒弃一些信手拈来的套路恰恰

源于他对人物身份、个性及整个“戏剧场”的思

考与把握，在整个戏的演出过程中，我看不到

常见的那些为舞而舞、为打而打的俗套子，让

观众能安静地看戏，安静地体味人物的思想脉

络并与之同频共振。

同样，《长歌尽美》的演员力量也让我惊

喜。可以看到，剧院要推年轻人，让新生代得以

成长，让吕剧命脉得以延续。还有整个戏的音

乐与唱腔，作曲家邓吉红老师充分运用了吕剧

音乐、地方歌谣的特点，句句有耳音，段段有新

意，清新悦耳、声情并茂。

戏是写出来的，更是排出来的、磨出来的。

《长歌尽美》的试演一经亮相就惊艳了泉城，很

不容易，当然，往后的路也许更难走，一些不足

之处也需要继续打磨，如一些枝枝蔓蔓的修

剪，一些舞台动作的合理性问题。期盼剧组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真正为山东观众、全国观众

留下一台传得开、演得久的吕剧艺术精品。

（作者系原总政话剧团团长，国家一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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