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的阳光陪伴我们来到羊城广州，拜
会谢明晶先生。是他将父亲心中美好的旋
律，将海南民歌带到世界音乐之巅，并屡获
殊荣，为中国音乐、为海南民歌赢得一席之
地。

1984年毕业于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
谢明晶老师，是广东实验中学合唱团艺术
总监和指挥、全国模范音乐教师、第二届
国际奥林匹克世界合唱比赛优秀指挥奖
获得者，国际奥林匹克世界合唱比赛13
次冠军获得者。谢明晶屡屡夺冠，声誉遍
及世界合唱领域。我们的话题就从一首
海南黎族民歌改编为一首世界合唱名曲
开始。

记者：在海南众多的民歌当中，您为什
么选择《五指山歌》，并将它带到世界乐坛
呢？

谢明晶：这首《五指山歌》也叫作《五指
山五条河》，在海南流行很广，尤其是五指
山腹地，最早应该是1948年左右，由黎族
曲调“罗尼调”经过琼崖纵队文工团改编而

成。从小到大，一直到我从事专业的音乐
工作，都深深地受到了父亲音乐的影响，父
亲的音乐里面，又主要是以海南的民歌，以
及民族音乐为主。我就是听着父亲哼唱的
海南摇篮曲和黎族民歌长大的，所以对于
海南音乐的喜爱不言而喻。

回顾父亲一生的音乐之路，跟他早年
投身五指山地区工作、生活、创作有着十分
密切的关系。他经历过1950年五指山地
区的黎歌对歌活动，那盛大、热闹的火爆场
面，令他终生难忘，更是给他的音乐创作、
收集和整理提供了天然的条件。那些黎族
歌者曲不离口，走到哪就把歌声带到哪。
无论是田野独行，还是乡里集会；也不管是
婚丧嫁娶，还是闲坐说笑——他们都离不
开歌声，只要酒桌一摆，肚子里的歌就被赶
出来了。常常彻夜歌唱，听歌者如醉如痴，
多年后回忆起来父亲仍然赞叹不已。黎族
同胞丰富的情感，浪漫的情怀，淳朴的天
性，让父亲终身受益，这样的情感情绪也感
染了我。

记者：我有幸成为谢文经先生的忘年
交，也曾多次听他讲述五指山腹地的黎族
苗族同胞给予他的音乐滋养，也曾目睹他
在五指山与黎族民间歌手和音乐人的交
流、交往。黎族同胞常说，有酒必有歌，有
歌必有酒，最美的歌声在酒桌上，那样的酣
畅淋漓，令人陶醉。

谢明晶：是的，可以说父亲的一生与
黎族苗族同胞结下了深深的缘分，他的创
作也须臾离不开海南情愫。回到刚才的
话题，为什么要选择《五指山五条河》作为
我的合唱参赛作品呢？改革开放初期，我
们国门打开，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可以跟世
界交流，作为合唱团指挥，这时候我们也
有了很多机会，带领合唱团的同学们一起
走向世界舞台。大概是1990年代初，我
带队参加了很多次的国际交流之后，发现
中国民歌在国际舞台上，特别受欢迎。有
一天，我跟父亲讨论这个问题，父亲跟我
说，每次看你们出去都唱很多中国的民
歌，你能不能也唱一首我们海南的民歌，

或者从我写的民歌里面去挑一首啊？我
有很多这种好听的民歌可以提供给你
啊。就是这一个话题，把我的思路带回到
海南民歌里面。

当时跟父亲是这样讨论的，因为要参
加1994年的中国国际合唱节，我跟父亲说
想找一首有特点的，能够代表海南旋律的
曲子。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久，父亲也唱
了很多民歌给我听。这些民歌我都非常喜
爱，突然父亲讲了一句，他说要不然你就唱
那首《五指山歌》吧。《五指山歌》我非常熟
悉。父亲这一说，还情不自禁地给我哼唱
了几句，引起了我非常强烈的共鸣！当时
我就觉得前面的这几句，“五指山咧五条溪
罗，你知哪条流水多罗……”非常地引人入
胜！我跟父亲同时都有一种感觉，这个歌
可以用，但是如此短小精炼的一首山歌体
裁的东西，怎么把它变成一首能够参与到
世界比赛，在国际舞台更有表现力的合唱
作品呢？这还需要请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作
曲家来重新编创。

父亲诚恳的创作态度感动了我。于
是，我寻机邀请海政歌舞团的中国著名作
曲家张以达老师担任编曲。张以达老师创
作过很多优秀的合唱音乐作品，比如他最
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根据云南民歌改编的
《猜调》，还有《采茶》《编花篮》和《山娃之
歌》等等。对《万泉河水清又清》的旋律情
有独钟的张老师满口答应下来，就这样开
始了这首合唱曲的创作。

张以达老师是一位非常谦逊的作曲
家，他非常尊重原素材的民族性。这首曲
子你从头到尾听完一遍，《五指山歌》它的
原调，完完整整的，没有加以任何修饰地保
留下来，重复了五次都不加以改变，每重复
一次，你都会看到一个新的画面，在整个创
作过程中，张以达老师运用了很多非常现
代的作曲技法把一段短小简朴的原生态民
歌主题加以各种变化和扩展，最终使其成
为一首有着多重变化和表现力非常丰富的
交响音画合唱作品，这就是作曲家的厉害
之处。

记者：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你还没到
过五指山？

谢明晶：是的。我见过五指山还是近
期的事情，但是通过父亲的描述，我竟然能
够很清晰地有一个很好的画面。父亲跟我
说，他年轻时候所供职的海南歌舞团就在
五指山，那段浸染于黎歌苗舞的日子，让他
一个汉族青年深深爱上了那片土地，终生
为她而歌，还希望我将这些歌谣带到世界
各地，让更多人领略她的美妙。

我跟张以达老师讨论作品的创作过程
中，将父亲心中的五指山通过音乐奇妙地
传递告诉他。好多次的沟通，才有了我们
现在听到的《五指山掠影》。它从开头至末
尾的一段，采用了多次的转调，每一次的转
调里面的和声音响，都会给听者呈现一个
新的画面，就像是奔淌的五条河在山间迂
回婉转，这种穿梭流淌，我们仿佛就是乘着
一个独木舟顺河而下，在五指山间，在树林
间，在海南岛富饶的土地上，你可以看到很
大的、雄伟的重峦叠嶂的画面，也可以看到
清澈的河流这种清秀的画面，然后一直向
前奔腾流入大海……全曲的高潮就是这个

河流入大海，回头再看五指山，用了一个蒙
太奇的手法在这里，作曲家在这里充分展
示了音乐的创作技法，以及他的想象力，极
具艺术感染力，一出场，就十分令人惊叹。

记者：这首歌可以说是获奖无数，成为
世界合唱曲库中的经典之作，也可以说是
实现了您父亲的一个愿望。

谢明晶：这首合唱歌曲从1993年萌生
创作念头到1994年的6月份完成，用时一
年又四个月。这么长的时间，我和父亲多
次跟张以达老师不断地探讨才最终完成。
1994年就在第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上演唱
了。古朴而又清新的旋律，让在场的评委

和观众深感震撼，获得了优秀新作品奖。
因为这首歌的技术难度，后来在2002年的
时候它又被其他的合唱团带到韩国第二届
奥林匹克合唱节上去演唱；它最鼎盛的演
唱应该是在2004年，我所指挥的广东实验
中学合唱团在第三届德国不来梅的国际奥
林匹克国际合唱节的比赛中，再次向世人
展示了这首曲子优美、气势庞大的魅力，得
到观众和评委们的高度赞赏，我们获得了
冠军，算是实现了父亲的一个夙愿。

记者：这首《五指山歌》后来为什么改
为《五指山掠影》？

谢明晶：因为这首《五指山歌》通过重新

创编，在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已大为拓展，成为
一首交响音画合唱作品，张以达老师说，演唱
这首歌的时候，歌者就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雄
鹰，盘旋在海南岛上空，顺着五条河一座山一
座山地飞越，所以看到的场景是一幕一幕
的。写完以后，它的第一个名字还是叫作《五
指山歌》，后来演唱完以后，我听取张以达老
师的建议，把它改成了《五指山掠影》。为什
么叫《五指山掠影》呢？张以达老师说我们在
讨论的时候也说到，要一层一层，一个一个画
面地展示，就像从山上顺着河流而下，天上看
到的一幕一幕的人间的情景，看到海南岛的
这种情景，所以可以把它改成掠影，就是这样
一幕一幕地看，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

这首歌成功演绎之后，其实也激发了
我对中国民歌，特别是海南民歌的发掘。
2001年，我还跟父亲成功改编了一首黎族
民歌《斗牛调》和儋州调声，
这成为我们合唱团经久不衰
的曲目。每当乐曲在舞台深
处响起，我都会看到父亲微
笑的面容。他一直以音乐陪
伴着我，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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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口述历史是人类记
录历史的重要方式，使人
类文明得以传承。生命
总是要凋零，记忆需要去
抢救，口述历史是与时间
在赛跑，与遗忘做抗争。
口述历史帮助我们回到
历史的现场，提供了鲜活
视角，丰富了历史表达，
为历史解释的多样性提
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跨
越时空，传递力量，照见
未来。

自古以来，海南就是
华夏文明版图中一个具
有独特地理环境和人文
历史的地区，多民族共
存，民风淳朴，风俗多彩，
文化多元，蕴含着丰富的
人文之声和自然之声。
这些声音需要被记录，被
传播。6月17日，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口述
海南”系列行动启幕仪式
在省博物馆举行，《口述
海南·葩姐说》全媒体视
频栏目同步上线。这是
一次汇聚了各方力量的
文化行动，吹响了海南文
化挖掘、整理与弘扬的集
结号。

为打开口述历史能
见度，海南日报口述历史
研究中心在厚重而丰富
的口述记录中，选取更为
打动人心的部分，自今日
起开设《口述海南》文字
专栏，通过口述历史的方
式告诉人们，海南文化值
得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视
野中加以整理、研究和弘
扬。我们希望通过讲述
一首歌曲、一支舞蹈、一
幅画作、一座建筑……为
读者讲述这背后隐藏的
故事，展现与传播海南独
特的历史文化与民族风
情，构筑海南历史文化的
基因宝库，推动新时期海
南文化的繁荣发展。

古今民歌歌不断，自有源
头活水来。民歌归根到底是民
风，是民情，更是一个民族的心
灵史。民歌中带有大量鲜活的
人类思想观念和情感经历，它
就像一条河，从源头流向不同
的地方，形成多姿多彩的旋律。

我们从海南，从五指山来
到珠江河边，寻找那些流淌到
远方的音符，寻找一首歌所能
抵达的地方。我们发现，家庭
的文化传承力量从未消减，哪
怕在最为艰辛的时代，这种不
可隔断的文脉一直在顽强地生
长着。

谢文经和谢明晶，既是父
子，也是音乐上的知音。父亲
被誉为“海南王洛宾”，一生创
作、整理的歌曲近千首；儿子是
著名合唱指挥家，在世界合唱
领域声名鹊起。

他们以音乐的方式，向故
乡致敬，感受世界，体验人生，
回馈生养他们的土地。从《久
久不见久久见》的红遍大江南
北，到将《五指山五条河》（即
《五指山歌》）改编成世界合唱
家园中的名曲《五指山掠影》，
这中间饱含的艺术才情和人生
理想，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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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由一首民歌变成一首气势磅礴的合唱曲，中间
有父子音乐的传承，也有着艺术家之间为创造美而付出
的才情和努力。从《五指山歌》到《五指山掠影》，这个故

事正好生动地体现了海南民歌的流变、传承和发展，那些
来自土地的歌谣最能打动人心，歌谣里有我们割舍不断
的乡愁，也有先辈留给我们的心灵密码。海南日报口述

历史研究中心
宣传片

《口述海南·葩
姐说》民歌季
第一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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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歌》获奖证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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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谢文经、谢明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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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经1950年代的
演出照。 资料图

谢文经(中)和黎族歌后王妚大（右）的合影。 资料图

蔡葩（前右）与谢明晶（前左）。 周达延 摄

2004年，在德国不来梅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奥林匹克世界合唱比赛上，谢明晶率领和指挥
的广东实验中学合唱团以《五指山掠影》为主要参赛曲目，最终夺得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