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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军爱
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许多年轻人
也许没有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但一定听
过脍炙人口的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学生时
代的校园合唱比赛，总有一些班级将其作为参赛
曲目。《万泉河水清又清》最早正是现代经典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插曲，它婉转悠扬的曲调，
向人们诉说那一段柔中带刚的传奇故事。

万泉河畔求解放

上世纪20年代中叶，王文明、杨善集等琼
籍革命志士从上海、广州返乡，带回了马列主义
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今天的琼海市阳江
镇正是王文明的故乡，他在这里竖起了革命的
旗帜，也推动了妇女革命掀起热潮。

当时，已参加妇联会的王时香遇到了一位
叫女不花（后起名庞琼花）的小女孩。被恶霸地主
逼迫当小妾的琼花不嫁不从，地主狠命地毒打
她，妇联会的同志一齐赶到，与地主理论，不但
救出了庞琼花，还将其他几名弱女子救了出
来。后来，庞琼花在家人的影响下加入了红军，
此后成为娘子军的连长。

“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打敌人。”歌曲
《万泉河水清又清》中所唱的正是历史的真实写
照。1927年9月，椰子寨战斗打响，乐会县（今
琼海）妇女解放协会组织300多名女青年跟随
讨逆革命军开赴前线，参加支前和救护工作。

1927年，在中共琼崖特委的直接领导下，乐
会县委在乐四区成立，特委办公地就在共青团
乐会县委书记冯增兴家屋后的“鸭寮园”。冯增
敏是冯增兴的七妹妹，得到父母兄长支持的
她，结识了常来冯家听哥哥讲授革命道理的
庞学莲、王金兰、王运兰、黄墩英等进步青
年妇女。

“反动派杀了男的，还有女的，杀了我，
还有你们姐妹……只要你们坚持到底，就一
定能胜利！”这是1928年夏天冯增兴被国民
党反动派杀害时留下的遗言。冯增敏与姐
妹们含泪立下誓言：“女人要活着，只有挺起
腰骨斗争，才能获得自由，为这自由，我们就

把青春献给革命！”
1931年3月，特委批准先在乐

会县创建“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作
为试点。其后，为进一步发挥琼崖
妇女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
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
连，并进行了征召宣传。

得知这一消息后，进步青年
妇女们按捺不住心中革命的热
火：要做好后勤保障，更要亲自
参军走上战场与敌人厮杀。当
时强烈要求参军的女青年达到

700多人。按照征召规定，经
过严格挑选，冯增敏、王

时香、庞学莲等100余
名青年妇女被征召，成
为红色娘子军。

如今，当人们站在位于琼海市阳江镇的红
色娘子军成立大会旧址前，仿佛还能看到90年
前的场景：当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
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大会召开时，头戴红五星八
角帽、脚打绑带、目光坚定的女子军在鲜红的党
旗和连旗下宣誓。

征战沙场筑传奇

娘子军成立后不久便投入武装斗争中英勇
奋战，为琼崖革命做出重要贡献。沙帽岭伏击
战中，娘子军首役立功；此后娘子军女战士又配
合红三团主力攻打文市炮楼，娘子军战士活捉
敌人头目；文魁岭保卫战中，娘子军女战士独立
战斗，击溃来犯的敌人……

在成立的一年多时间内，娘子军先后在万
宁、乐会、定安等5个市县参加了50多场战斗，
骁勇善战、军功赫赫，有效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
焰，成为琼崖革命的一抹亮色。

“红色娘子军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
一个创举，是世界妇女争取解放斗争的光辉典
范。”琼海市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表示，紧
跟党走、坚贞不屈、敢为人先、英勇奋战是红色
娘子军的4个重要精神内涵。

《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歌曲作为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中的一首配歌，歌曲配合舞蹈极
其深刻地表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
这也是红色娘子军这段传奇最明显的特点。

观看电影《红色娘子军》时，不少人都为影片
中一位女战士背着刚出生的孩子赴战场的场景
而动容，这位女战士的人物原型正出自红色娘子
军。1932年8月，为躲避国民党的再次围剿，琼
崖红军决定向母瑞山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在
女子军特务连中担任排长的王运梅正怀有身孕，
路途中条件艰苦，大家风餐露宿，但她还是毅然
决然地跟随党的大部队，在行至母瑞山附近时，
在用树叶临时搭起的产棚里产下一名男婴。

但是，由于敌兵的穷追不舍，为逃避追击，
在孩子出生第二天她就抱着孩子与战友继续前
进。然而，在恶劣的行军环境下，大家都食不果
腹，由于没有乳汁喂养、缺乏营养，王运梅的孩
子出生不足两个月，就在她的怀里停止了呼吸。

1932年底，由于人数、武器装备等与敌人悬
殊太大，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失败，女子军
连一部分战士壮烈牺牲，一部分失散，连长、指
导员等被捕入狱，女子军第一、第二连被迫先后
解散。

1932年冬，陈汉光旅部驻琼东县（今琼海）
大路墟时，女子军连干部及其他一些妇女干部
被押解到这里。此时，琼崖特委主要领导人冯
白驹、符明经等人正在不远处的母瑞山上苦苦
坚持。女子军连干部也得知了这个情况。她们
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保守党的这一核心机密，
捍卫了琼崖党政机关的安全。

被俘的娘子军女战士虽然遭受了各种酷
刑，但无一人叛变投敌，无一人出卖组织，娘子
军的坚贞不屈，在“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
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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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4年第一次到海南采风，到后来再次
创作时，两次到海南“补课”，为了《万泉河水清
又清》这首歌，曲作者杜鸣心先后三次来到海
南。“每次到海南，我的收获都非常丰富。”93岁
的杜鸣心近期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说，正
是基于这些丰富的体验，他对《万泉河水清又
清》的创作过程记忆犹新。

如今，《万泉河水清又清》的广泛传唱，让世
人更深入了解红色娘子军的传奇故事。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
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红色经典歌曲四处传

唱。杜鸣心对此感慨颇深，“红色歌曲对人的影
响，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红色歌曲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红色歌曲在创作的过程中，一部分是劳
动群众在革命和劳动生活中完成的，一部分
是艺术家深入到群众和士兵的战斗、劳动、娱
乐中完成的。从旋律到歌词，从创作到传播，
红色歌曲都蕴含了特殊意义，担负着重要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杜鸣心说，从红色歌曲中，我们能够更深入
地了解到，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

幸福前仆后继地投入到
革命中。红色歌曲书写
了革命道路上无数可歌可
泣的事迹。

“红色歌曲的传唱、演绎都
是由群众来完成的。当一首歌被一
个人唱的时候，它的感染力、震慑力较小，但
是如果一首歌曲被成千上万人传唱，那歌曲的
传播效果是令人震撼的。”杜鸣心说，新时期，要
让红色歌曲不断传唱下去，要让更多新时代的
年轻人了解红歌背后的感人故事。

《万泉河水清又清》曲作者杜鸣心：

红色经典咏流传
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梦晓

⬅ 红色娘子军雕像。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中央芭蕾舞团红色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
出剧照。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听，熟悉的旋
律，正飘荡在耳际
——

“万泉河水清又
清，我编斗笠送红
军。军爱民来民拥
军，军民团结一家
亲，一家亲……”

《万泉河水清又
清》这首歌曲以优美
动听的旋律和极具
代表性的历史创作
背景，被选为国家领
导人参加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时的出场
乐和年会举办时的
背景音乐，由此响彻
世界。

又值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开幕之际，
《万泉河水清又清》
的旋律再次在会场
响起。这首经久不
衰的歌曲，背后隐藏
了多少故事？

俯瞰琼海万泉河。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部分经典红色歌曲：
《红色娘子军连歌》
《万泉河水清又清》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解放军来到咱黎村》
《黎家代表上北京》

链接

“海南给了我丰富的创作灵感”

“《红色娘子军》是为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
当中央芭蕾舞团下定决心要将电影《红色娘子军》
改编成芭蕾舞剧时，已是1964年的春天了。时间
很紧迫，因为10月1日就是国庆15周年，不能有延
后的可能。”《万泉河水清又清》曲作者杜鸣心近日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杜鸣心回忆，开始组织创作班子的时候，中央
芭蕾舞团首先找到音乐家吴祖强，让他牵头把音乐
班子搭建起来，为芭蕾舞剧作曲。吴祖强又第一时
间找到了他。

从接到任务到正式演出，只有半年左右时间，
非常仓促。一般来说，一部芭蕾舞剧的作曲需要用
一两年时间。接到任务后，杜鸣心等人马上就开始
创作。1964年国庆期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正式首演。《万泉河水清又清》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
插曲，集中表现军队的生活，体现了“军民团结一家
亲”的主旋律。正式演出后，舞剧和歌曲都获得广
泛而热烈的反响。

杜鸣心说，作品能广受好评，这和他在海南的
生活体验有关。

琼海是红色娘子军的故乡，为了将芭蕾舞剧的曲
子写得更贴近历史，杜鸣心专门来到海南体验生活，
和海南人民同吃同住，感受当地的传统文化。

“海南人民是如此敦厚、朴实，万泉河的水蜿蜒
波动，五指山的峰云雾缭绕。一联想到红色娘子军
在万泉河畔打响战役、五指山里黎族人民的生活，
歌曲的旋律就自动从我的脑海里冒了出来。”杜鸣
心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在海南体验生活的感受。
现在距离1964年他为《万泉河水清又清》谱曲已过
去了57年。

当年，杜鸣心来到海南山村，热情好客的海南
人立即就爬上椰子树，给他摘下一个椰子，“椰子水
的甘甜，就像海南人民纯净的内心一般，让我感受
到海南的美好；黎族同胞的山歌对唱，带着浓郁的
本地色彩。可以说，是海南这片热土，给了我丰富
的创作灵感。”

两次“补课”，丰富歌曲内涵

杜鸣心1964年创作《万泉河水清又清》第一稿
的曲调时，思绪如飞，灵感喷发。上世纪70年代
初，接到修改《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歌曲的指示
后，不少作曲家积极响应，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
河水清又清》涌现出来。

“我当时压力很大，因为第一稿《万泉河水清又
清》是我写的。作为第一方案的作者，我又义不容
辞地多写了三四个方案，希望能用得上。”杜鸣心
说，为了激发再次创作的灵感，他又先后两次来到
海南采风“补课”。

在这两次的采风中，杜鸣心再次深刻感受到
海南文化的独特性，“海南不仅拥有丰富的黎族
文化，还有很丰富的地方戏曲文化。我在很多地
方听到海南人唱琼剧，通过琼剧唱腔感受到他们
对生活的热爱和热情；看海南人民跳舞，看他们
独特的服饰，感受他们特殊的方言文化。他们
有着劳动人民的单纯朴实，也有着知识分子的
创作力。”

在两次广泛搜集创作素材的过程中，杜鸣心观
看海南少数民族舞蹈，了解海南本土音乐特色。经
过学习、消化、综合，他在第一次创作的基础上创作
出新的音调，融入了更多的海南元素，再次丰富了
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的文化内涵。

最后，时任国家文化部部长于会泳，选择了目
前大众耳熟能详的《万泉河水清又清》的歌曲版本，
这个版本由杜鸣心谱曲。当年得知自己的创作再
次被选用后，杜鸣心感觉心里的包袱终于卸下来
了。

“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具有海南文化的特色
和风格，跟当地民歌有点相似，但又不是完全照搬
过来，是一种结合了海南本土文化的新创作。
1964年创作的第一版歌曲，抒情较为含蓄。现在
广为传唱的这个版本的歌曲更为明朗阳光、朗朗上
口，非常流畅，更容易广为传唱。”

万泉河，永恒的旋律

在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歌词的创作上，吴祖强
全面记录和展示了琼海人民和红军的军民鱼水情。

琼海市阳江镇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曾走出红色娘
子军这一支英勇的女性革命队伍。在当地，红色革命
文化深入人心。“为了干革命，大家都会无条件支持红
色革命者！”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坡笠代表
传承人冯增超说，在阳江，编织斗笠，不仅仅是一门谋
生的手艺。正如《万泉河水清又清》里所传唱的“我编
斗笠送红军，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打敌人”，这
是真实发生的动人故事。

随着编曲的修改，歌词部分也发生了变化。最初
版本的歌词，是三个字一小节——“万泉河，河水清，
编斗笠，送红军，军民一家亲……”。后来，再次进行
修改创作时，歌曲旋律改变了，歌词也改成现在广为
流传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军爱民
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宣部组织
专家评选出100首优秀歌曲，海南题材歌曲《万泉河
水清又清》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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