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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下午，一场童音绕梁
的合唱音乐会在海口举行。 孩子们
穿着亮闪闪的演出服， 小身板一个
个站得笔直，在钢琴的伴奏下，阵阵
银铃般的歌声感染了全场。

我们听到了《小纸船的梦》、《让
我们荡起双桨》、《红星歌》、《七色
光》 ……乡村孩子的笑脸浸在歌声
里， 让舞台下陪伴而来的大人们也
备受感染，觉得甜蜜。

“好像找回了我们那一代人小
时候的感觉。 ” 一位家长这样向记
者表达。

孩子纯净的歌声是最震荡人心
灵的，曾几何时，今天的父母亲们也
是伴着这些儿歌童谣长大， 几十年
过去了，儿歌还是当年的那些儿歌，
但社会发展，世事已变迁，一个新的
话题由此产生： 我们耳熟能详的童
谣， 来自革命战争、 来自新中国解
放，来自改革开放之初，但近 20 年
来， 新的让人能记得住并四处传唱
的儿歌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今天的
歌曲无法打动孩子的心弦？

孩子们需要新的儿歌

在这一次海南首届乡村童声合
唱音乐会上， 主办方爱乐女子合唱
团团长邢增仪无不感慨地谈起为何
要将目光聚焦回孩子身上，“当这片
土地上所有的孩子们都在快乐玩
耍，都在放声歌唱的时候，这个地方
一定是世人所向往的地方！ （外国
哲语），我们过去并没有更多地去关
注童谣的创作发展， 我们正是要通
过这一场场或在乡村、 或在城市的
演唱，让童谣重放光彩。 ”

连月来，在海口不少农村校园，
记者也听到了阵阵歌声。 从去年 10
月开始， 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开展
乡村童声公益教学，在海口东山、灵
山、永兴、旧州等中心小学成立童声
合唱团。 在完成这一场首届合唱音
乐后，邢增仪觉得，让孩子们能放声
唱还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十分有必
要在童谣创作上加快脚步，“新的时
代，面对这么多孩子，怎不需要新的
儿歌？ 这是一件多么紧迫的事！ ”

不过，邢增仪也知道，就目前童
谣创作现状而言， 想出产更多的童
谣精品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在我们
身边， 很难找出专门从事童谣创作
的音乐人才。 ”

当代童谣呈现日渐式微的态
势，是一个已存在多年的“不争的事
实”。不仅是海南，从全国来看，因为
商业市场的需求量小，酬劳低，童谣
创作者全国不过几百人，属于“青黄
不接”。

新童谣创作缺乏的事实， 其实
早在 1990年代中后期就已显现。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人们听
腻了“文革”中“硬邦邦”的音调，抒
情歌风瞬时席卷了中国大地。 少儿
歌曲不甘寂寞， 涌现出了一批优秀
作品，《少年， 少年， 祖国的春天》、
《娃哈哈》、《蜗牛与黄鹂鸟》、《采蘑
菇的小姑娘》、《妈妈的吻》、《小螺
号》、《丢手绢》、《歌声与微笑》、《七
色光之歌》、《跨世纪的新一代》，还
有一首在澳门回归前夕广为传唱的
《七子之歌———澳门》。

近日，在海南首届乡村童声合唱音乐会上，海南乡村少年以他们美
妙的歌喉，感动每一位在场的观众。 他们唱得最动人的歌儿还是
来自老前辈创作的《小纸船的梦》、《让我们荡起双桨》、《红星歌》、

《七色光》等，属于他们年代的歌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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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当时，这些
歌曲中绝大多数作品创作于
1980 年代，1990 年代创作的童
谣只有《跨世纪的新一代》和《七
子之歌———澳门》，到了 1990 年
代中后期，受全社会认同并且流
行的儿童歌曲开始减少，众多的
儿童歌曲开始难以在少儿中唤
起回声，此时，已有音乐教育学
者提出，新创作缺乏，将是音乐
界要担忧的一件事情。

近 20 年来， 面对中国数以
亿计的少年儿童，能够表达儿童
心声并为他们喜闻乐见爱唱好
传的作品愈发稀少。如何用创作
家的心智才华，为孩子提供多彩
的儿童歌曲的精神食粮，已经引
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童谣百年历程折射
当今创作缺失

中国童谣的发展具有百年
历史，这一传承不容忽视。

20 世纪初的学堂乐歌，拉
开了中国少儿歌曲百年曲折发
展的序幕。

学堂乐歌就是在新式学堂
音乐课上教给孩子们的歌曲，是
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有意识的
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一种手段，
它的教唱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
这是中国近现代创作史中最先
得到发展的一种歌曲形式，伴随
并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封建统
治阶段的雅乐衰落僵化，来自民
间俗乐的 “雅部”（主要是指昆
曲、 琴曲） 也渐趋走向衰落，于
是，出现了一些反映当时斗争生
活的革命民歌和学堂乐歌。 《勉
学》、《运动会》、《地球》、《赛船》
等乐歌， 曲调绝大多数采自日
本、欧美，在内容上尽量做到通
俗，其中歌词和曲调在艺术上融
合最好的一首经典之作就是李
叔同作词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
天……”， 李叔同或也未曾想过

的是，正是这一批具有典型中西
拼合状态特征的学堂乐歌，掀开
了 20 世纪中国少儿歌曲创作的
序幕。

这一时期，沈心工和李叔同
是成就最为突出的两人。沈心工
当时风靡一时的《男儿第一志气
高》创作于 1902 年，成为我国最
早的一首学堂乐歌，此后数十年
间被广泛传唱，流行不衰。

而李叔同，创办了中国最早
的近代音乐读物《音乐小杂志》，
回国后辗转天津、上海、杭州、南
京等地从事音乐教学。李叔同的
歌曲大多触景生情， 气质典雅，
在声韵上词曲结合非常巧妙，他
所编的《春景》、《送别》、《西湖》，
尤其是《送别》，后来被选为电影
《城南旧事》的插曲，也与影片怀
旧忧郁的氛围极其吻合。但在当
时，儿童歌曲“拿来”的曲调与中
国歌词的搭配，没有考虑和研究
过对少儿心理特征和少儿审美
取向，多数乐歌，仍深奥艰涩，缺
乏童趣。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
立的 30 年间， 少儿歌曲创作进
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表现出了一
种勃勃生机，本土的、民族的少
儿歌曲逐步显现了出来。

1920-1930 年代，出现以中
国儿童歌舞剧新题材奠基者黎
锦辉为代表的儿童歌舞剧创作。
这其中包括教育孩子们要善良

诚实的《麻雀与小孩》，歌曲配有
人物和故事，不但可以唱，还可
以表演， 很快便在学校流传开
来； 同期还有嘲讽封建教育腐
朽， 强调因材施教的 《小小画
家》； 反封建范迷信的 《月明之
夜》等。

在 1930-1940 年代，革命歌
曲大量显现，在少儿歌曲创作队
伍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聂耳、冼
星海、麦新、宋扬等。 于是，我们
听到了那熟悉的歌声：“啦啦啦，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地
去卖报……”《卖报歌》就是创作
于此时。

想想《卖报歌》当年是如何创
作的会至今常唱不衰？1933年，聂
耳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工作期
间，与一个 10岁卖报小姑娘———
小毛头交上朋友， 长期的观察接
触引发创作的灵感， 篇幅小小的
歌曲，却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而今愿意为谱首曲子深扎孩子身
边的创作者，又有几人呢？

当代儿歌创作需举
社会之力

新中国解放后，儿童歌曲创
作也出现了大转机，涌现了一批
创作的专业人才，乐观向上的旋
律深深打动了少年儿童。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
边， 听妈妈讲， 那过去的事情
……” 这一时期，《听妈妈讲那
过去的事情》、《我们是共产主
义接班人 》、 《让我们荡起双
桨》、《劳动最光荣》， 这些耳熟
能详的歌曲在至今 “70 后”至
“90 后”青年人心中仍有着浓浓
的情愫， 这些儿歌使得中国儿
童歌曲创作达到了鼎盛期。

“文革”十年是少儿歌曲创
作的萧条期， 虽然每年一册的
《战地新歌》都推出了一些儿歌，
但内容整个被政治化。这一时期
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有
3 首：《我爱北京天安门》、《火车
向着韶山跑》、《红星歌》等。

回首过往， 感叹今昔，今
天，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在孩
子还没有出生前就开始了音乐
胎教，然而，发展到今天，我们
的孩子， 却没有什么新的儿歌
可唱了，孩子一张口，不是流行
歌曲，就是恶搞儿歌，其实，那
一批影响了好几代人的经典儿
歌，正在慢慢老去，而新的精品
还未成型。

作曲家魏庆荔认为，当代儿
歌的创作和推广， 单靠热情不
行，需要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关
心和支持， 也只有凝聚社会之
力，方能让儿歌重现生命力和曙
光，代代传承。

海南首届乡村童声合唱音乐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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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提供）

半个多世纪前创作的《让我
们荡起双桨》， 仍是今天孩子们
的必唱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