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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蒙山高，清清沂水长。山东创排的大
型民族歌剧《沂蒙山》，从2018年12月首演以
来共演出40多场，唱响了一曲大气磅礴的沂蒙
精神赞歌。其中的唱词更是牵动人心、感人肺
腑。这部红色精品是如何打造而成的？主创人
员的创作力量从何而来？被称为大型演出的“定
盘星”“头脑发动机”，他四十余年创作的激情从
何而来？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沂蒙山》编
剧、词作者王晓岭，他一一作答。

大型创作的“头脑发动机”

说起王晓岭，百度词条列出的头衔一大
串。而他自己摆摆手，说自己现在只是一个艺
术工作者。

而翻开王晓岭的履历，“著名词作家”
“一级编剧”“文职将军”的背后，是一大串
不容忽视的重磅作品。可以说，他是国内大型
创作的“定盘星”和“头脑发动机”。

从多届央视春晚和国家新年戏曲晚会到中
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文艺演出，从大型
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到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晚
会《胜利与和平》，从全国“中国梦”主题歌
曲征集到战斗精神和强军目标歌曲创作，王晓
岭多年担纲着重大创演活动的核心创意、文学
统筹、撰稿、作词。

40年来，王晓岭作词的1000余首歌曲，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军队发展变革的历程，唱
响了时代强音。他有近百首作品荣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国务院文华奖、国家舞台
艺术精品工程奖、中国音协金钟奖、解放军文
艺奖、全军文艺汇演优秀奖等国家和军队重大
奖项。他的作品中，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
源源不断推出的主旋律作品。从上世纪70年代
的《歌唱敬爱的周总理》到80年代的《风雨兼
程》，从90年代《当兵的人》到新世纪的《当
那一天来临》，王晓岭在不同历史时期都留下
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声乐作品。歌曲《祖国赞美
诗》《让我们舞起来》《送你一枚小弹壳》
《军中姐妹》《阳光路上》《强军战歌》《我
们从古田再出发》《跟着你》《看山看水看中
国》，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
《永不消失的电波》《祝福》，舞剧《红楼
梦》《草原记忆》，大型声乐套曲《西柏坡组
歌——— 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传遍军营内外。

在1999年、2009年、2015年连续三次天安门
广场大阅兵中，每次都有王晓岭作词的军歌旋
律回响。三军将士在《当兵的人》《当那一天
来临》《强军战歌》《我们从古田再出发》的
乐曲声中接受光荣检阅。

作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和中国音协
《词刊》主编，他对创作实践和理论并重。他撰
写的歌词理论专著《歌词门》重版15次，发行20余
万册，是人民音乐出版社畅销书。他发表在《解放
军报》的《军旅歌曲如何唱得响传得远留得住》一
文，是当今迫切需要解决的创作课题。

近年来，王晓岭的创作重点转向舞台剧。

2016年，王晓岭担任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大型文艺晚会《永远的长征》策划和撰稿。他
提出了以“山、水、路、梦”为篇章布局，以史为红
线贯穿，以诗为理想升华，以典型人物接力表演
和主题音乐首尾呼应的创作理念。晚会被誉为继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之后的又一个里程
碑。他编剧的歌剧《玛纳斯》取材于中华民族三大
史诗之一。他编剧的舞剧《迷戏》讴歌民族气节、
弘扬国粹艺术，被业内专家看好。

这样资深卓越的创作经历，让王晓岭从一
开始就进入了《沂蒙山》主创团队的视野。
2017年，王晓岭受邀参加民族歌剧《沂蒙山》
的创作，作为剧作者、词作者，与知名军旅艺
术家栾凯、李文绪、黄定山等合作。

2017年6月，王晓岭等人第一次到沂蒙山地
区采风，参观了大青山突围战、源子崖村保卫
战旧址及纪念地，了解了这片红色土地上真实发
生过的感人拥军故事，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素材。
这些素材最终成为艺术精品《沂蒙山》的基石。

好作品要流行、流传、留存

歌剧《沂蒙山》是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的优秀文艺成果。这部剧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有机统一，深情礼赞“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激励人们“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被观众和专家誉为“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传承红
色基因的精品力作”。

脚下沾着泥土，心中沉淀真情。《沂蒙
山》主创团队11次到临沂采风，打造出了一部
民族歌剧艺术的高峰之作。

“2017年，山东省委宣传文化部门找到
我，想要打造一部艺术精品，我了解到还有作
曲家栾凯、编剧李文绪、导演黄定山等军旅艺
术家，在山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组成了一
个创作班子。”王晓岭回忆，没多久，大概在6
月份，他们就到临沂进行了第一次采风。

八百里沂蒙，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直到踏上沂蒙的土地，王晓岭说，主创团队才
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句话的震撼。“我们参观
红色遗址，访问革命后代、沂蒙红嫂，亲身体
验沂蒙山区的风土人情、红色基因，获得了大
量第一手素材。”

很多人看《沂蒙山》的时候，潸然泪下。
在北京天桥剧院演出时，更是全场起立长时间
鼓掌，在业界引起震动。为什么这部剧这么感
人，王晓岭认为，这是因为《沂蒙山》来源于
历史的事实，而历史上，沂蒙山的人民做的只
会比这个更加动人。“很多历史上真实发生的
事件、战役，军民相处中发生的感天动地的
事，我们都攒到一块儿了，所以整部剧的矛盾
冲突特别强烈，能够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

全程参与《沂蒙山》创作，王晓岭透露了
很多细节，比如，在第一版故事中，有的人物
没有出现，最初没有确立以一个村姑的成长为线
索来写这部歌剧。“写成长是比较难的，因为在一
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既要展现人物成长历程，又要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还要唱出来，考虑音乐因素，
是比较难的。基本上，一个角色是什么人、什么性
格，一出场就已经确定了。”

在几次讨论中，创作团队提出一个想法：
这次歌剧创作要创新，只写村姑海棠寻夫的过
程，格局还是不够大，要想从多方面体现军民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必须多

线切入，既要写“民”，也要写“军”。最
终，整部歌剧从两个家庭——— 海棠和林生、夏
荷和赵团长在抗日洪流中的经历展开。

“这个思路能够全景式体现抗战，也能够
体现军民之间双向作用这样一个关系。最终，
《沂蒙山》开创了一个几乎是双女主角双男主
角的新的表现样式。”

“双线表达”的视角确定后，就开始丰富
故事。创作团队认为，有几个历史事实不能忽
略：渊子崖保卫战、大青山突围战、沂蒙红
嫂。歌剧中最后呈现出来的几个主要角色，也
都是以这些史实和人物为基础素材浓缩提炼成
的。“比如，‘谁要当兵俺就嫁谁’，这句话当年真
的有人说过；沂蒙老百姓牺牲自己的孩子保护战
士的后代，在那个特殊的战争年代，也是真实发
生的；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从济南来到临沂参加
抗战，历史上也确有其人；八路军战士临终前
托孤，让孩子吸一口自己的血水，这样的细节
刻画，都是来源于真实的历史素材。”

王晓岭掰着指头，一一调动自己脑海中的
素材库，旋即陷入沉默。“这都是我采风时了
解到的，说实话，当时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过去我们只是知道沂蒙精神，而通过采风，我
的脚踏上那片土地，我的心灵真的和那个时空
的事件‘打了照面’，才明白什么是‘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

“沂蒙精神诞生于沂蒙老区，发展于齐鲁
大地，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句话，我也是采风后、创作中，才体会
到了其中的内涵。”王晓岭说，由于创作的关
系，他去过延安、井冈山、西柏坡，去过全国
很多革命根据地的遗址和纪念场馆，但是近年
来在沂蒙山的采风让他铭记终生。

“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我们常说一部好
的作品要流行、流传、留存，最难做的就是留
存。山东集合全国精锐创作和演出力量，推出
了这样一部艺术精品。”

融合山东民歌和流行元素

“一双鞋子针儿密，一针一线记心里。天
晴时候穿脚上，落雨就在手上提。一双鞋子针
儿密，一针一线有情义。哥是鞋帮妹是底，一
生一世不分离。”——— 海棠、林生对唱《一双
鞋子针儿密》

“你是家乡的雨，我是远行的风。风雨相
随伴征程，等到再相逢。我是村头的月，你是
远方的星。星月相伴乘彩云，等到再相逢。等
着我，亲爱的人，等着我，不变的心。听你听
我，彼此呼唤，一生有情有梦。”——— 林生、
海棠重唱《等着我，亲爱的人》

“妈妈没有奶水，只能喂你血水。孩子，
你尝不到母乳滋味，妈妈对你有愧。妈妈喂你
血水，强忍不住泪水。孩子，你长大后不会后
悔，妈妈是为了谁。宝贝，宝贝，快快入睡。
听那梦中流过的蒙山沂水。”——— 夏荷独唱：
《血水、泪水、奶水》

“巍巍蒙山高，亲亲沂水长，我们都是你

的儿女，你是永远的爹娘。巍巍蒙山高，亲亲沂水
长，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你是永远的爹娘。”———
合唱《沂蒙山，永远的爹娘》

这些感人肺腑的唱词，既淋漓尽致地表现
了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又起承转合整部剧的
情节转换，糅合山东民歌、现代流行歌曲、西
方歌剧宣叙调的风格元素，配以动人的旋律，
在演出现场打动人心、催人泪下，很多国内艺
术家也给予高度评价。

在创作时，如何考虑多种元素的融合？王
晓岭说，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就明确了：歌剧
毕竟是音乐的艺术，每个戏剧的转折点、发展
和高潮，每个主要角色，都要设置经典的唱
段。“歌词既要保持山东民歌的特点，又不拘
泥于此。完全是民歌风格，没有时代元素，现
代人欣赏起来有障碍；同时作为歌剧唱词，要
推动情节转换，也要有歌剧宣叙调的唱词特
点。”王晓岭说，这种创作方法在演出后也引
起了业内争议，认为唱词风格不够统一。比如
《一双鞋子针儿密》，是典型的山东民歌风
格，《等着我，亲爱的人》更像现代流行的情
歌，《血水、泪水、奶水》听起来像宣叙调。
“我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歌剧发展的探索方向。
最好的状态是做到三者的统一，如果有一定的违
和感，那说明我们是在探索中，没有墨守成规，要
通过不断推出的艺术精品去完善。”王晓岭说，其
实每版演出的《沂蒙山》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在唱
词方面都有些微的调整。

“整部歌剧的唱词，我大概用了三四个月的
时间写完，修改了半年左右，其实到现在为止还
在不断调整。”王晓岭说，写唱词的时候要先想好
这段歌曲要表达什么、要推动什么情节、要展现
什么人物性格；其次决定用什么风格写适合。定
下框架之后，就要尝试各种开头：从什么情景、从
什么细节切入比较符合人物逻辑。“最难想的就
是开头。”再往下就是要兼顾音乐，文学的，技术
层面的，每一个句的合辙押韵。

最关键的是每段唱词的核心字眼。王晓岭
说，往往那个核心字眼是最精彩的话，决定这
首歌能不能留存。这句话不一定是特别高深
的，但有可能是一句“人人心中有、但是口中
无”的话、一句大白话。“比如，等着我，亲
爱的人，很直白，但是贯穿了全剧，是《沂蒙
山》的主题曲，亲爱的人，可以是爱人、亲
人、胜似亲人的八路军战士……”

《沂蒙山》最打动王晓岭的歌词，就是
《一双鞋子针儿密》，是他受山东民歌的启发
写的。一开始海棠送别林生的时候唱“哥是鞋帮
妹是底”，小山子唱的时候就变成“爹是鞋帮娘是
底”，就形成了一个歌曲的前后呼应。从爱情到亲
情、生命的延续、军民鱼水情的延续。

“告别了四面荷花三面柳，湖水半城山一
城。书香已被炮火染，安逸的心难再平静。来
到了遍地英雄沂蒙山，风雪一程爱一程……”
这段夏荷独唱的《沂蒙的女儿》也是王晓岭比
较喜欢的一段唱词，剧中八路军女战士夏荷作
为来自省城济南的千金小姐，来到临沂抗日，
“四面荷花三面柳，湖水半城山一城”这段描
写，来自王晓岭去济南旅游时在大明湖旁看到
的牌匾，他用到了唱词里，既形象又交代了夏
荷的身份和背景、学识。

精彩的唱词对人物的塑造功不可没。王晓
岭说，相比地方剧种，歌剧跨地域的传播力还
是比较大的，歌剧是一个具有普遍性观赏价值
的艺术品种。“歌剧《沂蒙山》在山东在全国
引起的反响之大超过我当初的设想。看来，只
要打造出精品，主旋律作品一样受欢迎！”

“这都是我采风时了解到的，说实话，当时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过去我们只是知道沂蒙精神，而通过采风，我的脚踏踏
上那片土地，我的心灵真的和那个时空的事件‘打了照面’，才明白什么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王晓岭：妙笔再现“沂蒙精神”
□ 本报记者 赵琳

《当兵的人》《强军战歌》《领航新征程》《母
亲是中华》《冷的铁索热的血》《我们从古田再出
发》《看山看水看中国》……这一长串儿作品的背
后都有同一个名字：王晓岭。

王晓岭是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他
从事创作四十多年，以笔为枪，让主旋律的歌
声飞遍祖国大地。

因为报道民族歌剧《沂蒙山》，记者认识
了王晓岭并对他进行了多次采访。不管是在会
议间隙、车上，还是在车站候车室，他对记者
的采访，有问必答。爽快、朴实，丝毫没有架
子。他对祖国的热忱，对军队的热爱，对人民
的热情，都刻在骨子里，写在作品中。

有两种声音，烙印在王晓岭的童年记忆
中：鸽哨与军号。这两个形象也被用在一首歌
中：“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鸽哨声伴着起床
号音。但是这世界并不平静，和平年代也有激
荡的风云。”这是歌曲《当那一天来临》的开
头，里面就有王晓岭自己的青春记忆。

似乎从小时候起，王晓岭就不安分于父母
和长辈的安排。1969年，从北京四中毕业后，
王晓岭没跟家里人说一声，就一个人扒上火车
皮，到山西去投奔部队的“熟人” 。而这位

“熟人”，他从没见过，只是听父母交谈的只
言片语中提过几次。到了部队门口，他大声报
上姓名，就这样当了兵。

“我那时候高中毕业，在当时部队里文化
水平算比较高的，站岗打靶之余，自己写写诗
歌，没想到还真发表了。就这样，创作的热情就
被激发出来了。”王晓岭说，他既是战士诗人和连
队文艺骨干，也是一名士兵和班长。他的轻机枪
点射曾连中十环，得过全师比武第一名。

1976年，他调入军乐团。1984年，他进入
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历任创作员和编导室主
任。1994年，他走上团长岗位。他带领全团创
演了大型场馆歌舞与士兵演练《七彩沙盘》，开创
了军旅全新歌舞演绎的先河。

在很多人看来，《当兵的人》是王晓岭最脍炙
人口的作品。王晓岭说，20世纪90年代，社会上出
现一种质疑的声音。在和平年代，军人的价值究
竟在何处？《当兵的人》有力回应了这种质
疑。

这首歌最初的灵感，来自王晓岭多年前在
前线时的见闻，“我曾在猫耳洞待了半年，跟
着演出队送战士们出征，亲眼看到一些战士的
牺牲。”在边陲的青山，有多少士兵永远留下

了年轻的生命。“进入和平年代，军人的价值体现
在哪？军人和普通百姓，究竟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呢？”王晓岭也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最终他把回
答写在这首歌中，这首歌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
的价值，唱出了新时期士兵的心声。

他认为，战士们和老百姓“一样”有血有
肉，会想念家乡与爹娘，他们的“不一样”，
在于肩负保家卫国的重任。“和平时期，军人
仍然是最可爱的人，祖国仍然离不开军人的奉
献，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
荣光。”《强军战歌》是王晓岭近年的力作之
一。“这首歌就是要写出新时代的大国军威，
要跳出以往军歌的路子 ，体现鲜明的时代
性。”王晓岭说。

在王晓岭看来，对自己创作影响最大的人
是母亲刘薇。刘薇是在抗日烽火中成长起来的
新中国第一批军旅词作家之一，创作了《看见
你们格外亲》《老房东查铺》《祖国一片新面
貌》等众多经久传唱的歌曲。

“我是听着母亲写的歌长大的，当兵后写歌
词，也是在母亲的影响之下。”他表示，虽然写过

《当兵的人》这样广泛流传的军歌，论对军人的

深厚情感与洞察入微，自己远远比不上母亲。
“母亲曾经说过，搞创作主要是做人，当

普通的士兵 ，只有了解和理解了才能写好
歌。”王晓岭说，在父亲王引龙任战友歌舞团
团长近二十年间，在自己担任战友歌舞团团长
后，刘薇坚守一个普通创作者的本分，创作了
歌词也照样按规定送审。

“母亲对人谦和，没有架子。在年逾花甲
之际，资历极深的她却仍和一名普通战士一样
背着背包，下部队体验生活，和战士们甘苦与
共。”王晓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6年和母亲
一起下部队，60多岁的刘薇放着卧铺车厢不
坐，只身跑到了步兵连队的“闷罐”车里，与
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行了六天六夜。

母亲的创作态度一直深深影响着王晓岭，
他坚持从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灵感。创排大型声
乐套曲《西柏坡组歌》的3年，王晓岭“去西柏
坡9次，撰写3年，每首歌词都改了15遍以上，
词曲稿堆起来有1米多高” 。一首《天下乡
亲》他怎么改也不满意。直到有一天，他来到
曾在抗战时期走出著名的“平山团”的地方。
村里老人拉着王晓岭的手说：“可把你们盼来
了。”朴实的话语打动了他，王晓岭终于写出

感人至深的歌词：“风也牵挂你，雨也惦记你，曾
经住过的小山村，我是否对得起？我来的时候，你
倾其所有，你盼的时候，我又在哪里？你望眼欲穿
的时候，我用什么来报答你？”

创作《沂蒙山》时，王晓岭多次和主创团
队到临沂采风，每到一处就细细追问，寻找创
作灵感。脚下有泥土，心中有力量，创作就有
底气。“《沂蒙山》的创作，不仅成就了一部
艺术精品，对我们创作者来说，也是对生命的
洗礼和灵魂的叩问。”

■记者手记

做好“人”才能写出好作品
□ 本报记者 赵琳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王晓岭在沂蒙山采风。

本报记者在车上采访王晓岭（左）。

八路军女战士
夏荷牺牲前，将女
儿“小沂蒙”托付
给村姑海棠，以
“血水”代替奶水
喂女儿最后一口。

日军入侵村
子，村姑海棠和即
将上战场的林生举
行婚礼，“哥是鞋
帮妹是底，一生一
世不分离”。

抗战胜利了，海
棠将“小沂蒙”抚养长
大，赵团长与女儿“小
沂蒙”重逢。“巍巍蒙
山高，亲亲沂水长，我
们都是你的儿女，你
是永远的爹娘”在这
片红色土地上唱响。

民族歌剧《沂
蒙山》中，夏荷到村
里养伤，她教妇女
们识字，与海棠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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