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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到 一 年 毕 业
时。高考结束了，放
下沉重包袱的学生们
将挥手告别年少轻狂
的中学六年；答辩结
束了，身穿学位服的
学子，依依不舍地回
首大学四年。凤凰花
开了，煽情的毕业离
别再度来到眼前，歌
声，是最淋漓尽致的
宣泄。毕业时你唱过
什么歌？校园生活中
哪些歌曲令你印象深
刻？

校 园 生 活 的 百
感，每一年都能交集
出脍炙人口的歌，虽
然年年岁岁人不同，
但岁岁年年歌相似。
毕业歌“记下我们懵
懂岁月的痕迹，铭刻
我 们 青 春 相 聚 的 日
子” ，今天就让我们
看看不同年代回响在
校园里那些难忘的毕
业歌。

□本期舵主 王慧

毕业时，你曾唱过哪些歌
——— 巡礼中国百年校园歌曲

本报记者 赵晓峰 实习生 杨晓冬

中国近现代的校园歌曲，
要追溯到新式学堂兴起的20
世纪初，1902年新式学堂开
办了音乐课，当然那时的音乐
课程内容单纯，主要是教唱学
堂乐歌。但在当时帝国主义瓜
分中国的严峻形势之下，学堂
乐歌多以“反帝复国”、“推翻
满清”、“抵御外侮”等思想为
主题，沈心工、李叔同等人是
创作学堂乐歌的先驱。

而要说到旧中国最负盛
名的毕业歌曲，当属由田汉作
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它
是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同
时也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歌
曲。此歌作于1934年。影片描
写“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
学生坎坷的生活道路。《毕业
歌》起了号召有为青年走上救
亡战场的作用。歌曲表达了一
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爱国激情。时至今日，每当

这首歌响起，仍能令我们热血
澎湃。而这首歌也是那个时代
进步校园歌曲的杰出代表。毕
业生们高唱着《毕业歌》走上
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经典歌词回放

《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
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
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
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
选择“战”还是“降”？我
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
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
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
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
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
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咱
们工人有力量》、《社员都是向
阳花》、《歌唱祖国》、《社会主
义好》等引人向上、明朗高亢
的歌曲成为主流。人们偏爱
合唱和齐唱这类适合群众性
演唱的形式，各种集会歌咏
活动频繁进行。这与当时的
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是紧密
相关的。

那时候，人们的表情像黑
白电影里那样，干净、简单，脸
上挂着幸福的微笑。五六十年
代是我国校园歌曲发展的鼎
盛时期，青少年们渴望唱出自
己对美好生活的感受，而一大
批音乐工作者更是依据自己
对青少年物质生活和精神世
界的观察与了解，创作了许多
被孩子们接受和喜爱的儿童
歌曲。一些健康向上、悦耳动
听的校园歌曲像泉水滋润着

淳朴的人心。
而在祖国大发展、各项事

业欣欣向荣的时代里，毕业生
们也是唱着那些明亮欢快的
歌曲，奔向祖国建设的各条战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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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友谊圆舞曲》

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
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
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
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
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
欢乐的歌声在回旋荡漾，
歌颂着我们的幸福时光，
亲爱的朋友啊心连着心，
我们有共同的美好理想，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
让我们唱一支和平之歌。

1994年4月，一盒叫做
《校园民谣Ⅰ》的盒带由大
地唱片公司发行。到年底，
《校园民谣Ⅰ》发行近 60
万张。这盒磁带整版的音
乐，全部由北京各高校的在
校大学生原创。它的歌
曲旋律优美、歌词清
新隽永，既有时代气
息，又贴近年轻人的
心声，尤其是贴近大
学校园生活，在大学
生中引起了强烈共
鸣。正是从这盒磁带
中，人们记住了高晓
松、老狼、沈庆、郁
冬这些开创大陆校园
民谣新高潮的名字。
从清华大学退学的
高晓松和《相约》
的创作者郁冬，
也相继推出了
《 同 桌 的
你》、《恋恋
风尘》及《来
自我心》等一首首打动年轻
人心灵的校园民谣。伴随着
这些歌曲，苗扬、巴特尔、
廖岷、王小颖、“老狼”等
歌手的名字，也开始为喜爱
校园歌曲创作的人所关注。

同岁月一起流逝的，是

青春的梦想，这也许就是成
长的代价吧。而这种怀旧的
心绪使我们走在青春路上的
每一次回眸都充满了感伤。
对此，高晓松也许颇有感
受，他说：“回忆是一种
病，而感伤则是终身治不愈

的一种残疾。”这是从一个
BBS上摘下来的，找不到名
字，它代表的思想可能是广
泛的吧。

上世纪 90年代的大学
校园里，有多少对情侣是唱
着《同桌的你》依依惜别，
此时的毕业歌多了更多个人
色彩和多元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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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
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
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
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
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
偶然翻像片，才想起同桌
的你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
你，谁看了你的日记 谁
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
做的嫁衣 你从前总是很
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
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
和我在一起 那时候天总
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
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

转眼就各奔东西 谁娶了
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
哭的你 谁看了我给你写
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毕业歌
歌颂着我们的幸福时光 我们有共同的美好理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毕业歌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上世纪90年代的毕业歌
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新世纪的毕业歌
快乐和眼泪 在未来未来的未来 幸福和疲惫 在未来未来的未来

在 上 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校园歌曲进入了一个
崭新的时期，台湾校园民
谣成为那个时代的杰出代
表。

与台湾校园民谣遥相
呼应的是大陆校园摇滚的兴
盛，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音
乐从一出现就给流行音乐界
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也
给上世纪 80年代的校园音
乐和后来的繁荣埋下了鲜明
的旗帜。崔健的专辑《新长征
路上的摇滚》把年轻人身上

所共有的一股情绪性及反叛
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共
鸣使崔健不但以自己的作品
征服了年轻人的心，《一无所
有》等歌曲在中国乐坛上也
当仁不让地具有了划时代的
意义。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
校园里，弹着吉他，唱着崔健
的歌，告别懵懂的校园生活，
成为了一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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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
何时跟我走 可你总是笑
我 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
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总是笑我 一无所

有 喔 你何时跟我走
喔 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
这地在走 身边那水在流
可你总是笑我 一无所

有 为何你总笑个没够
为何我总要追求 难道在
你面前 我永远是一无所
有 喔 你何时跟我走
喔 你何时跟我走

新世纪并未出现什么
叫得响的“新校园歌曲”，
也没有更加响亮的校园歌
手的名字。仿佛自《同桌的
你》等歌曲诞生以来，校园
民谣——— 大学生心目中的
这一音乐精灵，离人们已经
越来越远。

不过青春离不开音乐，
校园永远会有属于自己的
歌声，我们别离校园时唱
的歌，注定会终生难忘。正

如新生代校园音乐人卢庚
戌在《未来的未来》中所唱
“只因为 不放弃 从前
许下的承诺 /怎么样
的生活 无法停止我心中
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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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未来》

从没有 对你说 我
忍受这孤独漂泊 只因为

不放弃 从前许下的承
诺 怎么样 的生活 无
法停止我心中的火 你是
否 能感觉 对你的爱我
从未变过 最怕听见你说
寂寞 我会放下自己来陪
你 最怕看见你哭泣 我
会忍不住把心给你 快乐
和眼泪 在未来未来的未
来 你能否能否看得见
我深情到心碎 幸福和疲
惫 在未来未来的未来

老狼

你何时跟我走

熟悉的校园一角
分手时不忍说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