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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听一听陈楚生
讲他与海南的故事

“扫一扫”
看陈楚生访谈视频

楚生
寄语

海南岛是有灵魂的，给予了我许多创作灵感。我的
许多歌唱的是在海南的生活。

我与海南乡亲同系一心，情感相连，我愿为家乡发展
建设贡献力量。

一旦有了目标，大家就要勇敢去追，在朝着梦想奔跑
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付出和努力，要脚踏实地，要享受
这个过程。

核心提示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我能坐下吗/我叫陈楚
生/我在对面的角落里/观察
了你很久很久/我不知道这样
坚持还有什么意义/我经常提
醒自己爱要不留余力……”

2月3日晚，全国歌唱大
赛巅峰之夜暨群星演唱会在海
南大学唱响。晚上9点多，歌
迷们翘首等待的陈楚生正式登
台演唱，他将裹藏于心的那份
对自我的追逐都写进了这首歌
《瘾》里，在镁光灯下，低沉温暖
的嗓音生出无限力量，感染着
到场的每一位观众。

原创歌曲《瘾》是收录在
专辑《瘾》中的主打歌曲，2011
年一经发行便广受听众喜爱，
还被评为2011年度中歌榜年
度金曲。鲜为人知的是，这首
歌是陈楚生在海南陵水黎族
自治县闭关半月创作完成的。

距离上一次回海南宣传
电影《无问西东》仅隔半月，陈
楚生又一次回来了。这场演
唱会前，记者如约采访到了陈
楚生，略显瘦削的他身穿一身
牛仔衣搭着一件白T恤，状态
轻松，轻言细语，从容温润。

2007年，陈楚生凭借出
色的原创才艺和动人的歌声
获得当年的“快乐男声”歌唱
选秀节目全国总冠军，名声大
噪，从此正式出道，踏上演艺
道路。成名后的10余年里，
他无数次回来海南。于他而
言，这里是永远的故乡，是梦
开始的地方，是要用一生来深
爱和回馈的地方。

几乎每隔两年，陈楚生都
带着一张新专辑和大家见面，从
未停止过追逐音乐的脚步。出
专辑、为影视剧创作演唱主题
曲、拍电影、成立工作室，一步步
走来，陈楚生愈发笃定和自信。

2007年7月20日，在长沙举办的歌唱选秀节目“快

乐男声”全国总决赛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来

自海南三亚的陈楚生以330多万票的超强人气夺冠！

那一晚，许多海南家庭早早在电视机前守候。楚

生夺冠那一刻，许多海南乡亲为之雀跃，为之流泪，大

家奔走相告，传递喜悦。有的在酒吧举杯庆祝，有的在

家中高呼，有的点燃烟花爆竹以示庆贺。

华语乐坛原创歌手陈楚生谈家乡：

“我来自海南，海南是我的骄傲”

海南岛
走出去的冠军歌手

2007年7月20日，在长沙举办
的歌唱选秀节目“快乐男声”全国总
决赛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来自海南三亚的陈楚生以330多万
票的超强人气夺冠！

那一晚，许多海南家庭早早在
电视机前守候。楚生夺冠那一刻，
许多海南乡亲为之雀跃，为之流泪，
大家奔走相告，传递喜悦。有的在
酒吧举杯庆祝，有的在家中高呼，有
的点燃烟花爆竹以示庆贺。

一战成名，让时年26岁的陈楚
生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他便停
止在深圳歌厅唱歌，开始进入一个
全新的阶段，许多音乐界人士评价
他的夺冠是现代新民谣的崛起。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其实
陈楚生追寻音乐的道路要更早一
些，早到中小学时期。1981年出生
于三亚立才农场的陈楚生赶上了
一个好时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
海南和全国一样经济文化建设迅
猛发展，港台流行音乐及欧美音乐
传入，流行音乐开始风行，大量优
秀的音乐作品丰富着陈楚生的生
活。读小学时，他就爱听音乐，总
把喜欢的歌词抄在日记本上。

直到今天，立才农场还有着这
样的说法，这些年来，让立才农场职
工扬眉吐气的事情有二：一是上世
纪80年代，立才农场的干胶总产量
曾一度高居全省农垦系统第一位；
其二便是农垦子弟陈楚生夺得“快
乐男声”全国总冠军。

小孩子只关心自己所喜爱的，
哪管其他？但1988年发生的大事
还是给陈楚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一年中央批准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海南从此也是一个省
了”成为大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主
要话题。

“我当时太小还不是很懂，印象
最深刻的就是，爸爸工作单位立才
农场发的信笺纸抬头由‘广东省’变
成了‘海南省’。”陈楚生回忆说。

陈楚生不知道的是，当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的消息传开，一批批
来自全国各地的“闯海人”带着梦想
和激情，不顾一切地冲破束缚，如潮
水一般地跨海奔向海南，自由、开
放、包容的海南岛也滋养着无数生
长于斯的人。

中学时代，出于对新事物的喜
爱，陈楚生用吉他弹唱歌曲。“上
中学时，我偶然听到一位朋友用
吉他弹唱一首古典乐，动人的弦
音太美妙了！”他一下就被吸引住
了，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吉他，他开
始攒钱买书、买磁带，跟着磁带和
书反复练习。

在海南读书时期的陈楚生表现
出了很高的音乐天赋，慢慢地，他发
现不仅是唱歌，写歌也是一个表达
自我情绪的极佳途径，“写歌是有感
而发，就像写日记一样，记录和表达
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而非复刻别
人的情绪。”就这样，他一进入高中
时代就创作了一首《想念》，怀念中
学时期和朋友们的校园生活。

初学吉他既辛苦又枯燥，但对
音乐十分痴迷的陈楚生却不以为
然，“我喜爱音乐，做喜欢的事情是
快乐的享受，何谈辛苦？何谈枯
燥？”至今，陈楚生仍这样认为。

带着一股海南人特有的闯劲儿，19
岁的陈楚生毅然决然背起行囊前往深圳
打拼。未来会怎样？他不知道，他唯一确
定的是自己喜欢音乐，想唱歌。

在深圳闯荡的7年时间里，陈楚生以
在快餐店送外卖为生，“送外卖是个体力
活，每天得送20多趟盒饭，一天跑下来五
六十公里，常常到晚上腿就像灌了铅一
样，抬都抬不动。”陈楚生说，他常常是白
天送外卖，晚上就到琴行学吉他，“在陌生
的城市辛苦打拼，吉他就是聆听我心声的
朋友，音乐就成了慰藉。”

在异乡的辛苦打拼，海南乡亲在自己
参加“快乐男声”比赛时的支持，让陈楚生愈
加懂得故乡的温暖，每每听到旁人对海南三
亚投来羡慕和好奇的眼光时，他身为海南人
的骄傲便油然而生。成名出道后的10余年
里，他多次返回海南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在
我心里，海南是永远的故乡，是梦开始的地
方，要用一生来深爱和回馈的地方。”

2010年，远在北京的陈楚生接到了
一通电话，那头传来父亲激动的声音：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了！缓过神来的陈楚生知道，家乡海南正
在发生巨变。

“每次回来，海南总焕然一新，交通更
加方便，城市越来越现代化。”这些年来，
家乡发生了太多太快的变化，陈楚生印象
深刻的是，因为三亚新开通的迎宾路，他
回家的路更通畅便捷了。

再后来，海南环岛高铁的通车，三亚对
迎宾路、凤凰路、榆亚路3条道路的改造
等，陈楚生每一次回海南都免不了舟车劳
顿，这里路网的建设发展给他带去了最直
观的感受。

陈楚生还发现，今天的三亚，早已今
非昔比，国际范儿十足的三亚以她独特的
山海奇观、阳光沙滩、椰风海韵、人文古迹
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在无数海南人的记忆中，2014年那
场强台风“威马逊”就如噩梦一般，侵袭肆
虐着这座美丽的岛屿。

“我当时在某网站一个不显眼的位置
上看到了报道，这场强台风给海南带去的
破坏让人始料未及。我要回去参与救灾，
刻不容缓！”陈楚生第一时间在微博上以

“海南之于我，是永远的故乡”为标题，呼
吁社会各界朋友带着爱心向海南灾区出
发，并得到了许多知名人士的支持。

带着救灾物资、善款和对乡亲们的关
心，陈楚生停掉工作飞回了海南，并携手
网站向全社会发起募捐活动。“我与乡亲
们同系一心，情感相连。记得当年参加比
赛，海南乡亲给予的支持铭记在心，这一
次家乡受灾，我义不容辞！”陈楚生说。

10多年来，凡是陈楚生回海南参加
的社会活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均给予了
大量报道。2007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特编写了一本书《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陈楚
生》，独家讲述了陈楚生的成长故事。

感受家乡巨变 回馈海南乡亲

海南是我创作的养分
“海南岛是有灵魂的，给予了我许多

创作灵感。”陈楚生说，早期很受大家喜爱
的《有没有曾告诉你》唱的都是他在海南
的生活，记录着他对亲情、爱情、友情的理
解和感悟。

观察生活到细微，感悟生活到情深，
是创作型歌手的能力。陈楚生关于家乡
湛蓝的天、灿烂的阳光、农场葱绿的橡胶
林、环绕的大山等一切记忆，成了他创作
的养分。

这些藏在记忆深处的画面都被陈楚
生写进了《奇幻之旅》这首歌里，他温暖的
声音在轻轻吟唱：“窗外谁画下的明媚/无
边的稻田/屋后的炊烟/白云追赶在这蓝
天/太阳偷偷躲西边/一栋一栋房子落在
我身边/……听风儿在山林里响起了乐
章/花儿在阳光下笑的那样灿烂。”

2009年，受海南邀请，陈楚生为主会
场在儋州的第十届中国海南岛欢乐节创
作了主题曲《欢乐海南》。陈楚生在歌曲
里溶入了海南的椰林、大海、蓝天白云等，
展现了淳朴的海南民风和浪漫的爱情故
事。除了在歌曲中加入了儋州调声的元
素，他还加入了小提琴和吉他元素，对应
歌曲里阿哥和阿妹对歌的景。

“当时手里的工作很多，但我还是以
家乡的邀请为重，创作出了歌曲，只想为
家乡发展建设献上一份微薄之力。”陈楚
生说。

如今的海南，原创音乐氛围越来越浓
烈，一大批优秀的原创音乐人从这片热土走
出去，唱响海南故事，传递海南精神。作为
从海南走出去的歌手，陈楚生对音乐的不懈
努力和追求，俨然成为许多音乐人的榜样。

在爱音乐这条路上，陈楚生一直是不
安分的，是渴求突破的。2015年，他成立
了工作室，做起了独立音乐人，希望给更多
年轻人树起榜样。这一年，陈楚生回到母
校三亚立才中学作分享。看着一张张洋溢
着青春、活力的面庞，他发自肺腑地说：“一
旦有了目标，同学们就要勇敢去追，在朝着
梦想奔跑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付出和努
力，要脚踏实地，要享受这个过程！”

陈楚生总说自己是幸运的，他很早就
视音乐为一生要追求的方向，并纯粹地、
不计回报地去追逐。可当一个人被更多
人熟知和喜欢时，责任和压力也接踵而
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用一颗匠人之心
去精进技艺。”陈楚生坦率地说，早期唱歌
他更多靠天分，近几年的他开始请专业的
老师训练他系统地唱歌，让他的表演更为
丰富，音乐风格更多变。

“我来自海南，海南是我的骄傲”早已
深深镌刻在陈楚生的骨子里和血液里。
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海南文化，陈楚生视
为己任，“当下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只有
把自己打磨得更好了，我们才能更有底气
地、更骄傲地告诉大家，我来自海南！”

今年7月，陈楚生将迎来37岁生日，
和19岁那个跌跌撞撞闯深圳的“傻小子”
不同，历经娱乐圈的沉浮与生活的磨练，
已为人父的陈楚生愈发成熟和笃定。

一有机会，陈楚生就会带着妻儿回海
南陪伴父母亲，每每回到熟悉的家乡，就
是陈楚生最放松的时刻，他总饶有兴致地
对儿子说，“看，这里就是爸爸小时候生活
的地方，希望你永远记得！”

（本报海口2月6日讯）

2015年5月29日上午，陈楚生以公益教师的身份回到他的母校——三亚市立才
中学，站在七年级一班的讲台上，为学弟、学妹上了一堂公开课。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陈楚生。本报记者 张茂 摄

2007年7月20日晚，2007快乐男声全国总决赛上，陈楚生夺冠后与
父母相拥。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陈楚生（右）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