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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海南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型主题活动

联合主办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复星集团

扫码听一听王艳梅
讲她与海南的故事

核心提示

1

艳梅
寄语

我从来不应付事，如果说我要做，就会像
样地做，即使不成功，自己也不会留下遗憾，
事实上，好多事情往往你尽了全力，你就真的
能够成功。

关于海南的音乐作品，早期写景，后期更
多着眼于风景背后的人文精神。包括《感动
海南》《我和你妈妈都老了》《如歌岁月》《为海
南停留》等，内涵更为丰富，力求去触及灵魂，
讲好海南故事。

在海南的这些年，遇见一些人，在我的生
命中绕不过去，他们与我的人生息息相关，韩
少功、张萍等等，还有一些不必说出口的名
字，他们是我永远的师长与朋友。

一首歌，一个时代，能够成为时代的一部
分，我觉得很幸福。

王艳梅接受海报集团全媒
体中心记者采访。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贺立樊 摄

1993年，王艳梅辞掉工作，出发前往海

南，但她还是没有想好，“并不一定非得去那

里，只是想出去，珠海、深圳都是备选。”直到

踏上这座岛屿，大自然的美景震撼着她，也为

她拉开了未来音乐创作之路的大幕。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王艳梅提供）

1995年，海口的夏天仍然有
微风拂过，海秀路上整齐站立着刚
栽下的椰树。整个城市正投入到
轰轰烈烈的公园建设之中，人均绿
地面积从1994年的6.1平方米，增
加到8.1平方米。

此时的海秀东路老电台对面，
有一排简易抗震棚，每间不足9平
方米，小小的棚子里，住着一对夫
妇。在这特殊的一年，刚刚建省7
年的海南，开始有了“向外推介”的
想法。这对夫妇，也在不经意间，
迎来了人生的改变。

通过明星来推介海南或许是
最快捷的一种方式。当时，海南省
旅游局摄制了八集旅游风光片
——《与海南同行》后，如果能够邀
请明星前来作词、作曲、演唱，也许
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成为经典之
作。可是由于经费限制，摄制组的
目光只能投向岛内。

但是在建省初期的海南岛上，
优秀歌唱类作品并不多，何处还藏
着未被发现的佳作？

《与海南同行》的解说词作者，
时任海南省旅游局办公室主任的
陈耀首先出马。他以较强的文学
功底，创作了一首近似散文诗的歌
词——《永远的邀请》。

“请到海南来/请到海南来/海
南把宝石一样蓝的天空献给你”，
歌曲是立体的美，词是身体，曲是
翅膀，歌曲才能飞得起来。谱曲的
工作，交给了当时在海南广播电台
工作的专业词作家智军。

从此，这排简易抗震棚的其中
一间，不时传来断断续续的哼曲
声。几天之后，智军首先写出了一
稿。妻子王艳梅无意间瞥见了，立
刻被歌曲中表现的优美的海南风
光所打动。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
的她，也想试一试身手。

“智军老师这一稿，倒也是大气
磅礴，抒发情怀。可是海南的风光
温婉明媚，海南人的情怀恬淡优雅，
关于海南风光的歌曲，是否也应该
写得温婉一些？”王艳梅接过歌词，
拿起笔，不到半个小时一气呵成。

她把谱子交给智军，在琴上过
了一遍。出人意料，智军忍不住
说，这篇好过那篇。

交作品前，夫妻二人约定，统
一以智军为谱曲人，避免干扰制作
方。结果再次出人意料，制作方选
择了王艳梅的那一版。

没有邀请大牌歌手，还在海南
大学艺术系就读的男生汤子星，与
当时定居海南的业余歌手凌萍搭
档。本土风情融合现代的歌声，婉
转动人的旋律，配以优美流畅的词
句，海南的椰风海韵、碧海蓝天随
着歌曲流淌在听众的心中。

随片播出的《永远的邀请》，在
全国各大电视台滚动播放，不少国
人第一次完整看到了海南的风光，
连同优美的旋律，深深烙在脑海中。

1999年，国家旅游局主办首
届全国旅游歌曲大奖赛，《永远的
邀请》夺得单项奖。

时至今日，《永远的邀请》依然
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后，一张
最亮丽的音乐名片。就在那间不
足9平方米的简易抗震棚里，当年
看似无心插柳的举动，在梦想与现
实之间，王艳梅倾注了对于海南所
有的爱。

1988 年，还在四川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系就读的王艳梅，听说了
海南建省的消息。那一年，学校组
织部分师生前往海南考察、采风，
王艳梅遗憾未能参与。她只能在
同学们热闹的描述中，想象海南的
模样。

“他们说，海南有好多歌舞厅，
很多年轻人在海南组乐队，音乐文
化欣欣向荣，有很多从事音乐工作
的机会。”王艳梅还记得当初同学们
兴奋的神情，那一年的毕业季，果然
有很多校友去了海南。而她自己，
还是懵懵懂懂。去海南意味着什
么，她不知道，她还在努力寻找着未
来的路。

第二年，王艳梅大学毕业，通过
层层选拔，来到四川省内一家企业
的电视台工作。可是工作一段时间
之后，王艳梅却有些迷茫。生在内
陆的她，不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记
忆中同学们那一张张兴奋的脸庞，
总是触动着她。

那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年代，时
代的浪潮推动着人们，涌向一个又
一个海岸。

1993年，王艳梅辞掉工作，出发
前往海南，但她还是没有想好，“并不
一定非得去那里，只是想出去，珠海、
深圳都是备选。”直到踏上这座岛屿，
大自然的美景震撼着她，也为她拉开
了未来音乐创作之路的大幕。

“满街都是椰树，到了海边，
海平面仿佛远远高出地平线，从
没有见过这幅景象。”自然是艺术
的源泉，为艺术而出走的王艳梅，
决定留在这座美丽的岛屿。在同
学的帮助下，王艳梅找到了一份
文秘工作。暂且落脚之后，她还
是向往着音乐梦，可是现实，总是

在无情拷打。
当初同学们口中的“歌舞厅”找

到了，却比建省初期少了很多。随
着投资收紧，经济的短暂低迷，留给
音乐人的机会也少了很多。

“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
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
不潇洒走一回！”王艳梅还记得，几
乎当时的每个歌舞厅里，都会有乐
队演唱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唱
得动人与否，已不重要，也许是真情
流露，也许是一语成谶，那个时期来
到海南的音乐人，大多真的只是潇
洒的短暂停留。

可是王艳梅的梦想，却是永恒
的存在。

组建乐队的年轻人们，凑着钱
挤在民居里，每晚在歌舞厅里声嘶
力竭地演唱到半夜，领到手也不过
十几二十块钱。结束演出之后，大
家凑钱来到海秀路的大排档，吃一
顿麻辣的川菜。白茫茫的热气模糊
了面孔，王艳梅的眼神里，却有着不
一样的光芒。

“那时每个歌舞厅几乎都唱《潇
洒走一回》《选择》，我却很迷惑。关
于海南的歌曲几乎没有，这是我无
法接受的。”即使住在简易的抗震棚
里，即使没有太多的钱，热爱音乐的
王艳梅，还是执着地认为，为海南创
作优秀作品，是她的使命，也是对海
南的承诺。

一年后，海南音乐广播成立，王艳
梅有了施展的平台。1995年，完成
《永远的邀请》谱曲后，歌曲被制作成
小样。时任海口电视台主持人的梅
箐，听过小样之后，连说：“要火！”随即
复制了两盒磁带，带回台里播放。

从此，王艳梅的创作之路一发
不可收拾。

2008年，离开海南十年之后，
梅箐再一次在机舱里听到了熟悉的
旋律。那一刻，泪水涌上了她的眼
眶，距离她第一次将《永远的邀请》
带上电视节目播放，已经过去了整
整13年。13年间，这首歌伴随着无
数架降落海南岛的飞机，无数次回
荡在机舱里，也无数次触动了游子
的心。

作家林森曾经说过，王艳梅的
重要，总是那些重返海南岛的人才
能感受到的。

是的，只有在这座岛屿经历过
出走和归来，才能够感受到《永远的
邀请》中的别样情怀。

在王艳梅所著小说《遇见》中，
这份情怀再一次被呈现。书中的女
主角“韩冬冬”，就像是另一个“王艳
梅”，跌跌撞撞之间来到海南，在建
省办经济特区的大潮之中，尝试着
寻找未来的机会。多年之后，回过
头看，曾经出走的少年，归来已是不
同模样。

“最初谱写关于海南的歌曲，
总是在风光、景色上下功夫。”历经
担任公司文秘、电台播音员、节目
监制、频道总监，如今身为海南省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王
艳梅对于艺术有了独特的理解，

“真正打动人的，往往都是内在的
东西。”

2011年，王艳梅在湖南长沙听
到了交响版歌剧《江姐》，剧中的音
乐早已熟稔于心，然而，当《绣红旗》
《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奉献》这些经

典唱段响起的时刻，她依然泪流不
止，心中的红色情结再次被唤醒，那
个在心底潜藏已久的梦想，忽然间
无比清晰。

她萌生了制作《红色娘子军》
民族歌剧的念头。在省政协、琼
海市，以及热心企业的帮助下，即
使面临着创作压力，王艳梅的作
品仍然得到了中央歌剧院的认
可。2017 年 6 月，大型民族歌剧
《红色娘子军》在国家大剧院问
世，4800 个座位，一连几天爆满。
观众争相观看，好评如潮，优秀艺
术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动力，再一
次得到了认可。

当初为海南创作优秀作品的
承 诺 ，王 艳 梅 始 终 记 在 心 头 。
2004 年，她为“世界小姐”选美大
赛颁奖晚会创作的歌曲《丽人》，
传唱一时；她在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 20周年庆典上创作的《大海
之南》和《因为有你》，更是广为
流传。

与海南共同走过25年，王艳梅
创作了数百首歌曲，记录了海南最
美的模样。

几周前，王艳梅出差归来，当
飞机再一次降落在这座美丽的岛
屿，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

那一刻，她的心头一暖，仿佛多
年前的那一天，她为海南，悄悄发出
了一个邀请，多年之后，这份邀请已
然成为永远，而她，也为一个时代，
做了见证。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

无心插柳
赠予海南一张音乐名片

初到海南
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大海蓝天
海南的歌还要唱下去

王艳梅与海南共同走过25年，创作数百首歌曲

她为海南发出《永远的邀请》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贺立樊

飞机停稳后，后排一位
乘客睡醒了，声音中带着茫
然：“到家了吗，怎么没听到
那首歌？”邻座小声提醒他：
“播了，你睡着了。”

那是所有抵达海南的
乘客，都曾经听过的一首熟
悉的旋律。此时此刻，没人
注意到，前排的一位女乘
客，悄悄露出了笑容。

几分钟前回荡在机舱
里的旋律，是她与海南的缘
起，也是25年来始终不变
的注脚。

从海口海秀路来到美
兰机场，大约需要半个多小
时的路程；从美兰机场走向
更广阔的天空，只需要一份
永远的邀请。

这条路上曾经有一位
来自四川的女子，在一个简
易抗震棚里，写出了歌曲
《永远的邀请》，为海南，向
世界发出了最诚挚的问候。

此后的人生，王艳梅经
历曲折，也收获成功，始终
不变的，是对于海南单纯的
承诺。唯有这份单纯，才能
够催生民族歌剧《红色娘子
军》《感动海南》等作品；也
唯有这份单纯，最终让承诺
变得纯粹，让永恒的旋律，
始终围绕着这座美丽的岛
屿。

作之

惑之

约之

2

3

视频摄像：周达延 韦茂金
视频编辑：周达延

一
九
九
三
年
王
艳
梅
第
一
次
来
到
海
南
岛
。

海
南
省
文
学
艺
术
界
联
合
会
专
职
副
主
席
王
艳
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