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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是哩哩美渔歌的发源地，
而《南海赋》取材于哩哩美渔歌音
乐元素，对于宣传临高、推动临高
文化事业发展、增加文化自信具有
很大的促进作用。主创团队和表
演团队把哩哩美渔歌小调搬上大
雅之堂，把传统音乐和古典交响乐
相结合，衍生出一首首不同风格的
歌曲，构成了一幅南海历史长卷。

《南海赋》具有很强的思想
性。这部作品思想站位高、立意
新，奏唱出南海主权和“祖宗海”的

主题强音，把握住了南海的真实历
史和未来。整部作品唱响主旋律，
充满了正能量，彰显出作者很高的
思想境界，传达了时代精神。

《南海赋》具有很高的艺术
性。《南海赋》是深深扎根于海南渔
家文化沃土的优秀大型交响音画
作品。每一首感人的歌曲背后都
是主创人员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深刻理解，更是对源于生活的
渔家音乐的丰富和发展。

《南海赋》具有出众的观赏

性。从词曲的写作到每一个曲目
的舞台编创，再到表演者的现场发
挥，均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准。每个
篇章的开头还加上朗诵，帮助观众
加强对严肃音乐、高雅音乐的理
解，在提升作品的表达功能和观赏
性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

另外，建议表演人员的服装
可结合剧目内容，突出地域特色设
计。期待在以后的宣传推广方面，
能把一首首相对独立的作品单独
制作，便于传播，让大众分享。

日前，大型交
响音画《南海赋》
作品研讨会在海
口举行。主办、承
办单位相关负责
人，《南海赋》主创
团队、文艺界代表
以及南海文化研
究专家共聚一堂，
从舞台文艺创作、
南海历史文化、全
省文化建设发展、
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等不同角度，对
这一大型交响音
画进行了深入分
析探讨。现将会
议发言摘要刊发，
敬请关注。

近期，海洋文艺在海南引发
热潮，说明我省文艺人的海洋意
识在增强。其中，《南海赋》又由
于更加集中、全面地展现了南海
的前世今生，且在艺术上完成度
很高，更加引人注目。我对它的
总体评价是：顺应时代要求，饱含
激情与思想，寓教于乐，深得人
心，是新时代南海题材一部难得
的精心之作、创新之作。

南海之浩瀚，历史之沧桑，
三言两语难以道尽。主创者采
用中国传统文体“赋”的形式，用

“序”加上“浩哉”“美哉”“奇哉”
“古哉”“壮哉”“伟哉”“盛哉”“和
哉”八章串联起南海广阔的疆

域、丰富的物产、悠久的历史以
及激荡的近现代史、雄浑豪迈的
当代现实，取舍得当，脉络清晰，
情绪饱满，打动人心。《南海赋》
以昂扬的语调，弘扬了“南海是
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宗海”的宗
旨，还以最后一章“和哉，南海”
弘扬了和平合作、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主题，立意高远。

交响音画起源于欧洲，有用
音乐去描绘景物的意味，这其实
与“赋”这一长于状物的中国文体
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赋与音
画的中西合璧，就为《南海赋》展
开南海自然、历史、人文画卷奠定
了成功的基础。当然，我们欣喜

地看到《南海赋》在音画上还有新
的突破，那就是背景视频的运
用。背景视频中出现的画面不仅
仅是烘托气氛，还对音乐有着补
充的功能，有时甚至起到了主体
作用，形成了立体视听，给人们带
来更充盈的思想、艺术享受。

作曲家杜鸣将西方音乐的多
声部复杂结构与单线条的旋律之
美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将诞生于海
南临高的哩哩美渔歌成功交响化，
通过男女声独唱、二重唱、四重唱、
男声合唱、女声合唱、大合唱等多
种形式，构成了丰富复杂的音乐织
体；同时，螺号与圆号齐鸣、椰胡与
小提琴合奏，相得益彰。

此次演出对推动海南省音乐发
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继参演《南海
哩哩美》以来，时隔六年，我们音乐
学院再一次得到省委宣传部认可。
整个演出排练时间不到两个月，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就像《南海赋》总
导演邢时苗先生所说，“爱”与“自
信”贯穿着“南海三部曲”，我们音乐
学院的参演师生同样将对祖国的
爱、对南海的爱、对音乐的爱、对自
身水平的自信、对整个团队的信心
贯穿了整个排练过程，我们克服许
多困难，最终带来一场精彩的演出。

由于人数限制，参演人员的

选拔采取优中选优原则，被选上的
同学们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在排
练中非常认真，排练结束后还主动
加练。正是有着这样的高标准、严
要求，他们得到了由张镇指挥领衔
的广州珠影乐团乐手们的好评。
交响乐团的同学们在与专业乐队
合作期间，学习了演奏法、提高了
合作意识、提升了自身技术水平，
并且通过这种大型演出，增加了舞
台经验，提升了自信。同样，我们
蓝韵合唱团的全体同学，在与王宏
伟、陈笠笠等国内顶尖歌唱家的排
练中，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歌唱的

魅力，在歌唱家的引导下，学习了
更多的音色处理技能，使得合唱团
整体融合度更上一个台阶。

《南海赋》将海南民间音乐交
响化，很多优美的旋律、曲调出自
临高渔歌哩哩美。作曲家杜鸣秉
承传承和创新的理念，在作品中采
用了极具地域特色的民族乐器椰
胡、海螺号角等，既保留了海南传
统渔歌哩哩美的优美旋律，又融入
了西方乐器的多声部演奏，营造出
更丰满的音乐表达，现场通过借用
多媒体效果将音乐和画面结合在
一起，为观众带来了视听盛宴。

《南海赋》是一部宏大的南海
历史叙事体裁的交响音画。作品
运用中国文学“诗、词、赋”中的

“赋”为交响乐的呈现形式，着力
表现中国南海辽远的历史和博大
的文化精神。《南海赋》分八个乐
章、十三个主题音乐，以朗诵、独
唱、领唱、合唱的形式，再现南海
的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以
及新时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新气象。

《南海赋》在不同音乐语言的
融合中寻求突破，在跨文化视域
中不断探索，呈现了具有临高哩

哩美渔歌音乐元素的交响思维。
其音乐创作既有地方特色，又体
现着开放性的人文情怀；既有南
海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又体现着
南海历史文化的包容性。第一乐
章“浩哉，南海”，第二乐章“美哉，
南海”，第三乐章“奇哉，南海”，通
过丰富的织体与交响变化，用音
符将音乐和歌声相融合，使整个
作品音响醇厚绵长，充满了人文
气质和人文精神。特别是第四乐
章“古哉，南海”，第八乐章“和哉，
南海”，在独唱、领唱与混声合唱
中，在交响乐和人声之间，再一次

将《南海赋》的音乐主题旋律和文
化精神推向了历史与未来发展的
高度。

《南海赋》音乐主题的结构张
力，时而气势雄伟，时而优雅细
腻，时而庄重深沉，塑造了一幅辽
阔的南海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壮美画面。大型交响音画《南
海赋》是创作团队音乐探索的成
功之作。期盼《南海赋》在艺术创
作上以高标准高水平，不断总结
经验，在音乐创作中继续打磨，以
其独具魅力的南海区域特色，走
出海南，走向全国。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金生
丽水，鳞潜羽翔。”这是一部气势
恢宏的音乐史诗，作品将戏剧化
的元素融入交响乐，为我们展示
出南海这片“祖宗海”的历史沧
桑。文本作家渔夫不仅行文大气
磅礴，对整部作品的构思也极为
巧妙。通过南海渔民的视角展现
出世代先民在这片大海之上筚路
蓝缕、栉风沐雨的身影。

整部交响音画共分为八个乐
章，作曲家以南海渔歌的曲调贯

穿全曲，故而使每个篇章虽风格
独具，却又浑然一体。哩哩美动
人的旋律渲染了整部交响作品，
使得主题更为鲜明，旋律更加动
听，情感浓烈，振奋人心。作品在
配乐诗朗诵与歌者的时空对话
中，展现了那些为守护这片“祖宗
海”而舟行于大海之上的南海渔
民坚韧而崇高的精神和年轻一代
继承先辈遗志、弘扬传承海洋精
神的信念。

这是我省交响乐创作的一部

上乘佳作。当最后一个音符落
下，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和欢呼声，观众情不自禁地为这
部优秀的文艺作品鼓掌喝彩。值
得一提的是，珠影乐团、海南师范
大学蓝韵合唱团，以及著名歌唱
家王宏伟、陈笠笠，朗诵艺术家徐
涛等的加盟，为这部交响作品增
加了鲜活的色彩。作为一名交响
乐的爱好者，我热情期待在首演
之后经艺术家们的重新加工打
磨，该作品能够更进一竿。

在交响音乐作品中，交响音
画不仅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
性，也是音乐家创编大型音乐十
分看重、较难把握的艺术形式。
所谓“高”，是因为它是一种交响
诗，与文学密切相连，将文学作品
所表现的内容通过听觉艺术与视
觉艺术的巧妙加工，运用通感转
换，形成具体意象，塑造艺术形
象，凝聚精神力量。所谓“难”，是
因为交响音画既要有敏锐的听觉
捕捉，又要有视觉意象穿插，让节
奏、旋律、织体、音色等呈现出具
象感、画面感，达到情景交融，升
华成艺术美感，综合程度之高，艺

术表现之复杂，出离想象。
我更愿意将交响音画《南海

赋》与俄国作曲家鲍罗廷的《在中
亚细亚草原上》相比，更愿将其称
为“民族交响音画”，不仅仅因为其
乐器和旋律有民族特性、地域特
征，更因为其在宏大叙事中彰显出
时代特征与文化自信。当我们置
身现场，可聆听到或沉重、或欢快、
或悠长、或跳跃的织体，聆听到独
唱、重唱与合唱的交相辉映，聆听
到人声与器乐的交错对话、分离统
一、对比冲突，进而感受个体与集
体的艺术张力。这一交响音画主
题集中、形式多样、织体清晰，多方

位、多角度描绘了人民对海洋、对
“祖宗海”的依存和眷恋。《南海赋》
全曲自始至终展现出戏剧性，集中
体现着艺术特征，充满对祖国的热
爱、对时代的颂扬，富有历史感、使
命感、时代感，有心系民族、兼及天
下的高度、宽度与厚度。

《南海赋》从不同角度运用多
种艺术手段，不厌其详、不厌其细
描写南海的人与事、传统与现代、
依赖与爱恋，犹如一曲曲圣咏，荡
涤心灵；犹如一幅幅写意画，澎湃
心潮；犹如一股股清泉，沁人心
扉；更如一部史诗，沉淀历史，意
蕴深远。

如果说这次展现在海南观众
面前的是交响音画《南海赋》1.0版
本，可以肯定地说，演出是成功
的。在这里，我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这部交响音画过度偏
向宏伟气势，而对韵味悠长、深情
细腻的描绘少了点。比如，《爱在
海上》阿雷与阿美对歌的这段内
容，是否可以把歌词写得再接地
气、更深情、更细腻一些，旋律再

亲切暖心、婉转悠长点，把阿美对
阿雷远海打渔的那种担心、思念
的情感表现得更淋漓尽致些，毕
竟远海打渔会经常遇到天灾人
祸，天灾即台风暴雨之灾，人祸即
外贼侵扰之祸。

其次，这部交响音画主要还
是采用临高哩哩美的音乐元素发
展而成，其中也有五指山歌的影
子，我认为在烘托气氛、渲染情

绪、节奏明快的部分，也可以用儋
州调声的元素来发展创作。

再次，歌唱家也可能是对
歌词的熟练程度不够，对一些
歌曲的情感内涵把握还没有完
全到位。

此外，乐团乐手年轻，演奏经
验还有待积累，在乐曲演奏的强
弱轻重方面的拿捏以及以情带奏
的把握，还有待提高。

《南海赋》的首演给我上了一
堂很生动的历史、地理课，让我对
南海的认知更加深刻。六年前，我
观看了歌剧《南海哩哩美》，那个时
候整体感觉很“柔美”，儿女情长，
你侬我侬。如今的《南海赋》，如同
长大的孩子，有了“刚性”。虽然其
中还有需要继续打磨的地方，但是

交响音画的效果已经凸显。尤其
是徐涛老师担纲的诗朗诵角色，每
个篇章都带领我们走进了故事中，
形式非常好。《南海赋》通过交响
乐、歌唱、诗朗诵艺术形式把南海
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表达出来，看
得出创作团队非常用心。其中，
《惊涛》这首歌让人振奋、激动，表

达出奋勇保护南海、在自由贸易港
建设中敢闯敢干的精神。遗憾的
是，作为一部剧，还没有一首很具
代表性的主旋律。作为文艺工作
者，应去探索文艺创作的新路子，
立足于海南，挖掘海南的文化元
素，结合一流的舞台效果，打造出
更多更好的文艺精品。

从音乐创作角度讲，大型交响
音画《南海赋》是对交响乐这一具有
悠久历史和传统的音乐体裁在创作
观念、创作技术层面的突破。传统
交响乐有着严格的格式、形式以及
曲式等要求，比如，第一乐章：奏鸣
曲式，快板；第二乐章：复三部曲式
或变奏曲，慢板；第三乐章：小步舞
曲或者谐谑曲，中、快板；第四乐章：
奏鸣曲式、回旋曲式或回旋奏鸣曲
式，快板等。而《南海赋》却在此基

础上对交响乐进行了嬗变性的革
新。首先，结构方面，打破传统交响
乐的四乐章模式而扩充为八个乐
章；其次，编制方面，将西方管弦乐
与独唱、重唱、合唱相结合；再者，表
现形式方面，将音乐与多媒体相结
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思想内
容方面，将音乐与叙事性文学相结
合。可以说，《南海赋》赋予了交响
乐这一经典音乐体裁以新的内涵。
这也从一个侧面映射了中国当前的

时代特征，即包容而多元。
不过，作为以南海为主题的

音乐作品，《南海赋》在音乐素材及
其最终所体现出的音乐风格方面
稍显单一。《南海赋》音乐的创作素
材不应只局限于海南本土的音乐
资源，而应在以之为主的前提下，
广泛吸纳南海沿线甚至更远国家、
民族的音乐素材，使之与海南音乐
素材形成有机的互动和融合，凸显
更为多元的音乐风格。

近年来，以南海为题材的文
艺作品日渐增多，其中以《南海
赋》命名的散文和诗词就有不
少。渔夫的《南海赋》与众不同。
它采取的是长篇叙事和歌赋抒情
相结合的方式，以大型交响乐为
手段，以宽银幕动态画面为背景，
把祖国南海的浩瀚、大美、雄奇、
古朴、壮丽、瑰伟、盛繁、和平等以
八个乐章的形式展示在观众面
前。这不仅是音乐与摄影的结
合、交响与朗诵的结合，而且是历
史与现实、政治与文艺的结合。
这是一曲维护中国南海主权的史
诗式的颂歌。

赋虽然重铺陈叙事，但它更
重视铺叙中的情怀抒发，即刘熙

载所云：“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
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南海赋》只有四个人物，而且是
组诗和交响音画的组合，因而重
在抒情而非剧情。人物和情节只
是情感表达的手段。通过游客阿
涛对南海的欣赏，阿海公对南海
历史的讲述，青年男女对南海的
现实感悟，虽然铺陈但并不夸张，
从而在他们的诗赋中细腻地表达
出南海的浩、美、奇、古、壮、伟、
盛、和的八种形态，展示的是秦汉
以来中国人在南海的耕耘与经
营，其中包含了叙事背后的许多
关于南海的典故。这八种形态的
赞美，表达出对南海深深的爱
恋。我最喜欢《历史的风帆》中

“我家门前有一片海”。此句可以
看作《南海赋》的灵魂和眼睛。“我
家”，这是我家里的，不是别人家
的；“门前”，自然属于我，世世代
代，与别人家无干；“有一片海”，
只是一片，一眼看尽，生于斯，长
于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俗
易懂，充满感情。

《南海赋》如诗如画，文辞精
简古雅，典故适当，讲求文采和韵
律，重视排比对仗的运用，既古典
又现代，既严谨又自由，真正做到
了雅俗共赏、曲高和众，是一部难
得的艺术佳作，值得推广。只是，
背景画面中在展示历代主权时，
唐朝宋朝明朝清朝都有，但唯独
少了“元朝”，应该加上。

《南海赋》是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创
作的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反映
出创作团队具有高度的政治站
位，饱含家国情怀，热心服务于

“一带一路”建设，为海洋强国战
略的实施，把南海建设成为和平

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推动
南海区域和平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该剧以崭新、立体的艺术形
式，综合性地利用音乐、朗诵、合
唱、视频等艺术表现手法，史诗般
地呈现了南海恢宏的自然和历史
文化，深情讴歌了南海这片中国

人民的“祖宗海”，系统梳理了从
古至今中国人民发现南海、开发
南海、治理南海的历史进程，在国
内外艺术舞台上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该剧表演团队的高水准演
出，也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是
值得向海内外推广的艺术精品。

《南海赋》，作为大型交响
乐曲，一共把握了八个关键词：
浩、美、奇、古、壮、伟、盛、和，这
样的建构既是对中国南海悠久
历史的展现，彰显了我国对南
海拥有的主权；又寄寓了作者
对南海当下发展以及未来的期
望，正像作者表达的，“和哉，中
国南海！南海是和平之海，友
谊之海，合作之海。”这种结构
形式别具深意。

《南海赋》是通过音乐、歌
唱以及配乐诗朗诵来呈现南海
的历史。这部历史从天地玄

黄、宇宙洪荒时开启，涉及鉴真
师徒第五次东渡漂流到海南、
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以及20
世纪与南海相关的重要事件
等。虽说历史线索时隐时现，
但仍然能让人在一个个横断面
上感受到中国对南海拥有的主
权。只是在这样的展现中，还
可运用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如
字幕、话外音等，让历史线索展
现得更清晰。此外，从唐代的
鉴真到明代的郑和，中间少了
元朝。还不止是元朝，秦汉以
及原始时代也可以有相应的呈

现。
当一部歌剧要表现历史的

时候，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难度。
对历史表现的原则，西汉司马迁
认为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这八个字有一个精髓，即“实
录”。这给《南海赋》无形中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要通过场景的转
换、歌曲的跳跃把真实的历史进
程艺术地再现出来。而音乐与
歌词有自身的特点，《南海赋》正
是把握了它们的特点，在唱、诵
及乐曲中让观众沉浸在南海的
今昔中。

《南海赋》不论是剧本还是音
乐，主题都十分鲜明。它以铿锵的
语言、壮美的歌词和鲜明的音乐语
言，展示了南海的浩瀚、奇特、瑰
丽、壮美，申明南海是中国人民的

“祖宗海”，展示自古代起海南人民
就耕海牧渔、用辛勤的汗水开发和
建设这一片蓝色国土，一代接着一
代护卫着南海这片蓝色国土，热情
赞颂中国人民为开发建设南海而
辛勤耕耘、艰苦奋斗的历程，唤起
人们的家国情怀和海洋意识。

《南海赋》构思广阔，内容丰富，

叙事宏大，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
感、深邃感、厚重感。《南海赋》八个
乐章联成一个整体，不但展示了南
海的自然之美，还展示了南海的人
文之美；不但展示了海南人民耕海
牧渔的生活，还展示了中国人民为
捍卫南海主权而进行的不懈奋斗；
不但展示了南海的历史，还展示了
南海在新时代的风貌，展示了祖国
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
倡议的前景，情系于家国。尤其是
《南海赋》还特别安排四个代表性人
物：航行于南海之上的老渔翁“阿海

公”、南海青年船长“阿雷”、南海渔
村的姑娘“阿美”、海上丝绸之路的
游客“阿涛”，这些人物的演唱，特别
是阿雷与阿美一对恋人的对唱，使
作品具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南海赋》不论是文学内容或
是音乐都饱含深情、独具特色，具
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南海赋》的
音乐以完整的结构、严谨的调性、
优美的旋律，构成多样形象和恢宏
之气，而且一章一貌，特色鲜明。
特别是在主旋律中融入“哩哩美”
音乐元素，构成了其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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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交响乐创作的佳作
海南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院长 曹量

意蕴深远的民族交响音画
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王晓平

作品提升的几点建议
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黄远舫

作品富有“刚性”创作颇为用心
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赵媛

赋予传统交响乐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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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推广的艺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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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具有较高政治站位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张一平

结构形态别具深意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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