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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越来越多的黎族
青年歌者正以一己之力推广
着黎族民歌，而对于青年一
代来说，黎歌还可以唱得更

“活”，不再局限于民歌。注
入年轻活力的黎歌开始逐渐
走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在
新媒体的推动下，很多人又
重新关注到富有时代气息的
黎歌。但不可否认的是，它
的演唱语言又注定了它的小
众与发展道路上的不易。

形式多样黎族歌
曲回归大众

曲风粗犷，没有太多花
哨伴奏，这大概就是不少人
对“哈鹰组合”作品的第一印
象。

“我们专注于黎族原生
态音乐。”哈鹰组合主唱邢日
清说，他常跟别人讲，哈鹰组
合的歌曲来源于老人的传
唱。哈鹰组合的歌曲基本上
都是邢日清根据老人们的一
句话创作而来，这一点倒是
与五指山黎族歌手黄婷丹类
似。而不同的是，后者为创
作的歌曲配上现代的音乐
等，更加符合人们对“民歌”
的理解。

有一次，哈鹰组合下乡
演唱黎歌，结束后，一位黎族
阿婆握着邢日清的手激动地
说着：“孩子，我都快忘了，你
怎么会唱？”

“哪里的故事就要用哪
里的调唱。”邢日清说，自己
一直在坚持着这样的原生态
歌曲创作，对他来说，这样古
朴的曲调与唱法是他对黎族
文化与音乐的认知与传承。

同样是黎族歌手的创
作，85后歌手阿侬子黎的作
品与哈鹰组合、黄婷丹的可
谓截然不同。最近一直忙于
自己环岛巡演的阿侬子黎，
终于有空在海口与几个专注
于本土音乐发展的同行们聚
会。聚会时，他唱起了自己
的几首代表作。

阿侬子黎告诉记者，他
的歌曲是一种“融合”，将黎

族音乐传统曲调与现代流行
元素结合，以此来创作民谣
音乐。对于很多作品，他用
普通话演唱大部分内容，在
歌曲高潮部分以黎语演唱。

或许，也正是这样的创
新“混搭”让阿侬子黎的歌
曲有时受到些许“不是黎族
歌曲”的质疑。但这也并不
影响阿侬子黎对创作的坚
持。“我的理念是，用新方式
展现我们的传承。保留原
生态的调子加以全新创作，
这样也更有利于对年轻人
的推广。”

都是在抱着吉他浅唱，
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则完全以
黎语或是海南话演唱民谣。
刘洪余、黎行者组合就属于
这一类型。方言演唱近年来
颇为流行起来，黎族歌者们
用自己质朴的民族语言，传
递着年轻族群对于民族文化
的认同。

原生态、新民歌、民谣
……黎歌的展示形式在现代
都市的纷繁之下变得愈加丰
富多元。每一个类型也有着
自己的忠实拥趸。

困难浇不灭创作
上的坚持

“我真的很感谢《黎族家
园》这个剧目，可以让我们的
《围猎歌》借此平台正式推
出。”邢日清说。

今年9月，大型原创歌舞
诗《黎族家园》代表我省参加

“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
会演”获得成功，哈鹰组合演
绎的原生态歌曲正是其中的

一段表演。如此感谢这样一
个舞台，是因为哈鹰组合深
深体会到现代文化的环境之
下，留给他们民族歌手的舞
台是多么“小”。

“原生态音乐平时可以
演出的平台还是有些少，希
望社会能给予更多的展示舞
台，例如电视台开设民歌栏
目等等。”

在采访这些黎族歌手
时，无论是唱原生态、新民歌
抑或是民谣，几乎所有人都
提到了“演出平台少”这样的
困难。将唱歌作为自己主业
的阿侬子黎也面临着同样的
问题。平日里，他主要会在
酒吧里驻场，而这也常常让
他陷于“漂泊”，例如演出场
地常常更改等。但即便如
此，阿侬子黎也一直没有放
弃。

他也提到，这两年来，随
着政府的重视，他的展示平
台相比前几年还是多了一些
的。同时，随着大家本土意
识的加强，也有越来越多人
关注到了他们的音乐。

唱民谣的年轻歌手们告
诉记者，他们希望有一天，海
南的本土音乐产业发展，特
别是民谣市场的发展可以像
台湾一样，更加系统、成熟。

新媒体助推黎族
歌曲传播

正如这些歌手们在采访
中提到的，黎族歌曲能够渐
渐得到人们的了解和关注，
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微信公众
号这样的新媒体平台。自媒

体的盛行无疑让拥有着同样
兴趣爱好的人聚集到了一
起。如今，微信上就有许多
个专注于做黎族音乐的公众
号。这其中，由乐东黎族小
伙子韦少球创建的“黎族音
乐”算是规模较大的一个，而
网名“爬球”的韦少球并不常
住海南。

“2015年时经常在微信
朋友圈听到高中校友刘洪余
分享他唱的黎族歌曲，身处
他乡的我倍感亲切，回想起
许多黎乡的生活。从那时候
起，我开始爱上黎歌，也有过
做平台来传承黎族文化的念
头，只是还没有一个清晰的
定位。”随着自己对黎族歌曲
一步步深入的了解加之本身
从事IT工作的优势，韦少球
于今年1月正式成立了“黎族
音乐”微信平台，成立当天就
发布了一首黎族歌曲。

做公众号最难的就是坚
持。从创立之日起，韦少球
坚持每天推送。他有自己的
公司和工作，所以平台完全
是他利用闲暇时间去打理。

“能得到这么多黎宝宝们的
认可和支持，有时候想想真
是为自己的坚持而感动。”韦
少球笑着说道。

时至今日，黎族音乐公
众号已拥有4万多粉丝，90%
的用户来自海南黎族。公众
号每天推送的文章平均阅读
率都在5千至6千次，有些推
送的文章，其内附的歌曲累
计有过“10万+”的阅读率。

不仅是微信公众号，他
与同伴们开通了黎族音乐部
落QQ群，由于加入群组的黎
族兄弟姐妹太多，他们的群
一个接一个达到成员上限，
目前，他们已经开通了7个
QQ群组；与此同时，他们还
有8个微信群。

新媒体平台聚集了一批
关注本民族音乐和文化的年
轻人，而对于韦少球而言，他
最大的收获是朋友。“我们时
常组织线下活动，令我印象
深刻的是，今年7月开始，我
们公众号生产了黎族音乐纪
念服，从设计、生产到推广，
大家都特别积极的参与了进
来。”

在韦少球看来，互联网
的普及赋予了黎族音乐新的
生命力，他希望借助互联网
技术，让黎族音乐跟上时代
步伐，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
展。

虽然，自己的公众号平
台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但
韦少球不认为自己是推动黎
族音乐的贡献者。“我心目中
理想的黎族音乐，应该是在
国内音乐市场有一席之地，
就像中国蒙古族的草原歌
曲、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歌等
能传唱到祖国的大江南北，
它要走向世界。但这绝对不
是我个人能做成的事情，这
需要年轻的黎族音乐人共同
努力，当然也需要社会各界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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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两天，黎族歌

手黄婷丹的微信依旧
能收到来自四面八方
朋友们的祝贺，与此
同时，她的朋友圈里
还有友人在发着“十
一”期间央视播出“中
国民歌大会”时她唱
歌的照片。

黎族民歌是黎族
人民用传统民族曲调
演唱的歌谣，伴随着
黎族人民的海岛生
活、山地民风一代代
地传唱下来。时至今
日，传唱于琼中地区
的黎族民歌已成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当古风走入当
下，在传统与现代相
遇的语境下，在流行
文化搭乘移动互联网
的翅膀飞翔的环境
中，黎歌通过不少新
生代黎族歌手的推
动，正焕发出新貌，最
近几年涌现出了越来
越多元的词曲内容和
演唱形式——或用流
行曲调翻唱，或是随
兴而发自弹自唱的新
民谣，或继续黎汉文
化融合，用普通话或
海南话演唱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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