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其说是我成就了这首
歌，不如说是这首歌把我和海南
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30 年如一日，《我爱五指
山，我爱万泉河》这首歌奏响了
岁月的华章，每一个时期的韵律
都是令人振奋的，因为海南的发
展越来越好了。

2018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年，海南岛的发展大家有目
共睹。我相信，海南的发展会越
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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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扫码听一听李双江
讲他与海南的故事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声
乐教育家、博士生导师李双
江虽年近八旬，但站在台上
依旧风采照人。3月19日
晚，在五指山市举行的一场
篝火晚会上，他身着笔挺的
西装，嘹亮的歌声赢得台下
群众阵阵掌声。

“我与五指山结缘40
多年了，今年是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年，五指山成
就了我，我把这里的好山好
水唱到了世界各地。这次
再来五指山，这首歌我唱得
更有力量了，30年来，这里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月
19日晚，李双江在接受本
报记者专访时说。

1973年，李双江从新
疆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政治部歌舞团。多年演
唱生涯，他说他总喜欢先
体验生活，这样歌曲才唱
得有味道。但是由于时间
紧、任务重，《我爱五指山，
我爱万泉河》在首唱之前，
他没办法来到五指山。
1973年，这首歌曲通过中
央广播电台正式播出了。

“很多人说我成就了这
首歌，把海南唱给了大家
听，我认为是这首歌成就了
我，这首歌是我的代表作，
也是海南的名片之一。”李
双江说。

1988 年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后，李双江第一
次踏上海南岛。在五指山
下，万泉河畔，这首《我爱
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见证
了海南30年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李双江演唱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
河》传遍了大江南北，人们通过这首歌更多地了解了五指
山和海南，李双江的名字也因此被大众熟知。

3月19日晚，在五指山市举行的一场篝火晚会上，他
身着笔挺的西装，嘹亮的歌声赢得台下黎族、苗族同胞阵
阵掌声。看到如今海南的发展，回忆当年，他感慨颇多。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首歌一唱就是40多年，从祖
国的大江南北，到世界各地。每个时期唱起来，感觉都不
一样。起初，唱的是对海南发展的期盼；后来，是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的希望；而今天，则是对海南30年巨变的深切赞
美。这首歌伴随着海南的不断发展，有了不断更新的内
涵。”李双江表示，40多年前，他穿着军装，这首歌在他的情
感里饱含柔情，而如今，歌声里多了自豪、信心和力量。

■ 本报记者 贾磊

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与海南结缘40余载，《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把
海南的好山好水唱到世界各地

那山，那河，我唱给你听

一首歌曲
结缘天涯45年

1973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的一个录音间里，这首《我爱五指
山，我爱万泉河》第一次被录制出
来。一时间，这首歌通过广播传到
了千家万户，一时间成为人们传唱
的好歌曲之一。

“那时候海南还没有建省，五指
山市当时还是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
的州府，这首歌也引得不少人对五
指山和万泉河产生向往。”李双江
说，在建省前，不少战友去了海南
岛，去看了身边人口中的五指山和
万泉河。

“李双江，你是个‘骗子’，我去
海南看了，五指山哪有你唱得那么
巍峨，万泉河也没有你唱得那么波
澜壮阔，人家是另外一种秀美的风
格。这就是当时我战友开玩笑骂
我，我说当时没条件去五指山，又是
刚刚从新疆调到北京，这首歌我是
按照昆仑山的宏伟和塔里木河的壮
阔去唱的。”李双江忆起当年的往
事，笑出了声。

一直把实地体验看得很重的李
双江，没到过五指山，没看过万泉
河，成了他当时的遗憾，他总想着将
来有机会一定要踏上海南岛好好看
看这两个地方。

1994年，由中国唱片公司上海
分公司出资50万元，在海南拍摄军事
题材MTV。MTV中，海南景点天涯
海角附近一座小山被红布覆盖，而李
双江则站立在巨石顶端引高歌《我爱
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而为了宣扬海
南的风景和体现歌词中的意境，李双
江也在五指山下、万泉河边留下了歌
声和身影。李双江回忆道，在当时相
对闭塞落后的海南，这部MTV破天
荒地使用了胶片进行航拍。那时候，
他见到了万泉河的千重浪，领略了五
指山的红军路。

这部MTV让人们通过声、光、
影的新媒介对五指山、万泉河有了新
的认识，这首歌不仅吸引了广大有志
青年来海南岛创业寻梦，吸引无数游
客想一睹五指山、万泉河的真容，也
带了一段跨越大洋的异国姻缘。

有一次，李双江到美国访问演
出，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军官
对这首歌非常喜欢，专门向李双江
要了谱子。而在20年前的一天，这
位退役的美军中尉带着自己的中国
妻子来到了北京，他告诉李双江，这
首歌让他找到了心爱的人，他想重
新向李双江学习这首曲目。

经过上级批准，李双江收了这位
学生。这名叫戴维的美国学生，经过
几年的系统学习，在当时北京电视台
的一档《外国人唱中国歌》的节目比
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20载记挂海南山区教育

走过了五指山，见过了万泉
河的千重浪，大山里孩子们的教
育问题让李双江十分惦念。就是
这个在很多人看来环境优美，犹
如世外桃源的五指山，20多年前
的普通教育普及率还不高。

“当时我在五指山，看到不少
孩子因为贫穷上不起学，多年后，
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后，我每年
资助海南60名少数民族贫困学
生，从未间断过。”李双江说。

上世纪60年代，李双江因家
贫，学习成绩优秀，他靠着每个月
13元的助学金读完了中央音乐
学院。“我是人民培养出来的歌唱
家，同时作为一名部队文艺工作
者，有了成就之后，应该主动去帮
助这些孩子。”李双江说。

多年来，李双江每年把自己
全年收入的一部分给了山区少数
民族的孩子们。直到近年来有一
次，经常帮助李双江把助学金转

交给海南山区少数民族孩子的战
友婉拒了李双江的钱。

“为什么呢？是钱太少还是
怎么了？”李双江不解地问。这位
战友告诉他，国家实行9年义务
教育，学杂费减免，近年来海南脱
贫攻坚工作不断推进，教育扶贫
让国家的教育扶持资金帮助到了
每一个贫困学子。听到这，李双
江很欣慰。

不能继续以助学金的方式
帮助这群孩子，李双江就用实际
行动帮助他们。在中央音乐学
院任教时，李双江特别关注海南
的学生，尤其是中部山区黎族、
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孩子。在声
乐教育方面，他根据海南的民族
音乐特点，有针对性地对海南学
生进行点拨和培训。“这些孩子
能一路考到北京不容易，我从咬
字、音准、声乐理论等多方面帮
助他们。”李双江说。

海南之歌越唱越有味

2008年5月，李双江5天之
内两次踏上海南岛。

当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20周年纪念活动上，李双江再次
演唱了《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
河》，也许在别人听起来都是一样
的歌，李双江却不这么认为。

“这首歌我唱了40多年了，
每个时期在海南唱起来，感觉都
不一样。”李双江说，同样的一首
歌，起初，唱的是对海南发展的
期盼；后来，是经济特区改革开
放的希望；而今天，则是对海南
30年巨变的深切赞美。这首歌
伴随着海南的不断发展，内涵也
不断丰富。

“很荣幸，当年我作为奥运火
炬手在三亚进行火炬传递，奥运
火炬传递好比交响乐，我们要做

好每一个音符。”想起当时手持祥
云火炬，李双江说，30年来海南
的发展，就像一个个火炬，每一次
传递，都像是奏响发展的乐章。

30年前来海南，李双江在海
南山区里看到了人们生活的艰
苦，纵然有好山好水，但生活水平
不高。“不说别的，以前从海口到
五指山路上要花上一整天，而如
今车程也就三四个小时。中线高
速即将全线通车，海南中部会进
入发展的加速期。”李双江说。

40多年来，《我爱五指山，我
爱万泉河》这首歌就像海南的一张
名片，不断传播到祖国的各个角
落，李双江会继续唱下去，曲调、
歌词不变，但歌曲内涵却早已发
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越唱越有味。

（本报五指山3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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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李双江（右）在
五指山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博士生导师李双江。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剪辑 谢玮
摄像 蔡亲宇

李双江与黎族同胞携手欢唱。 本报记者 贾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