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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

极具我军鲜明精神特质的军队歌
曲，无疑是这支有信仰有文化军队的内
涵外化的亮丽名片。在党领导革命战争
和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每个历史阶段，
都有经典军歌诞生，鼓舞激励我军官兵
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不懈奋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尤其在
习主席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联十
大、作协九大时重要讲话指导下，我
军专业与业余音乐创作骨干焕发出空
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他们一头扎进
改革强军实践这一创作富矿，军旅歌
曲、乐曲创作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与高
质量发展的大好局面，大批引领时
代、紧贴生活、艺术精美的歌曲乐曲
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不仅为改革强
军提高部队战斗力注入了强大精神动
能，而且极大丰富了部队官兵的精神
文化生活。

军队音乐创作方向并不是早已一劳
永逸解决的问题，当社会上出现文艺泛
娱乐化与创作“向钱看”现象时，该如何
坚持军队文艺创作的根本方向？习主席
在讲话中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
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
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
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习主席对
文艺创作方向的论述让军队音乐创作者
感触格外深刻。自 2013 年起，全军开
展了“中国梦强军梦主题军旅歌曲创作
征集活动”，并举办全军野战文艺创演
活动、战士文艺奖评选活动等，多次通
过组织作者深入生活、聘请专家进行辅
导、开展交流研讨活动等方式，培训创
作骨干、提高作品质量。五年中，全军
各部队上报参加征集评选的歌曲、乐曲
作品近 3000首 （件），通过专家与基层
官兵代表共同评选，颁发各类奖项 400
余首 （件）。在扎实深入的创作活动
中，《强军战歌》《军人生来为战胜》
《看我的》《就为打胜仗》等一大批优秀
歌曲脱颖而出，在全军部队深入人心，
嘹亮歌声在天南地北军营中此起彼伏，
化作强军兴军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不久前中宣部举办的第十四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音乐类作品

的颁奖名单中，军队上报的 3首作品，
在仅有 10个获奖名额、竞争十分激烈
的情况下全部入选，成为文化界的“现
象级”重大新闻。表现我党我军回望来
路、铭记初衷、重温对党和人民誓言的
《不忘初心》，表现习主席主持召开古田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解决新的历史
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重大
问题的《我们从古田再出发》，表现共
产党人坚守对人民承诺，坚持为人民服
务宗旨的《天下乡亲》，都是紧扣时代
脉搏，抒发当代民族情怀，自产生起就
引起强烈反响的精品力作。

如何有效履行习主席提出的“创作
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的光荣使命？
军队音乐创作人员反复学习、深入落实
习主席在讲话中关于“文艺创作方法有
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
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的教导，怀着对部队、对官兵的深厚感
情，走边关、下海岛、住班排，以改革
强军的伟大实践激发创作灵感，推出大
批有政治高度、传播力度、情感温度的
作品。同步改革强军实践，迅捷反映军
旅生活的“正在进行时”，成为明显区
别于过去歌曲创作大都四平八稳按部就
班的独特创作现象。创作人员推出《长
风破浪》《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梦想
的召唤》等全景式表现中国梦强军梦伟
大理想的作品，创作了表现政治建军的
《古田新风吹过来》《永远的红飘带》
等，表现改革强军的《强军战歌》《强
军加速度》等，表现依法治军的《铁纪
荣光》《铁一般》等，以及表现科技兴
军的《追梦九天》《为航天插上创新的
翅膀》等作品。一首首带着演训场硝烟
气息、伴着指挥所键盘声响、萦绕多样
化军事任务现场感受的歌曲不断从幕后
走向前台，被官兵津津有味地反复咀
嚼、山呼海啸般高声唱响。表现我军在
信息化战场纵横驰骋的《如虎添翼》，
反映作战部队以蓝军为“磨刀石”，通
过实战化训练砥砺打赢真本领的《蓝军
劲旅》，表达航空母舰官兵满腔豪气的
《起飞在波涛之上》，倾诉空军官兵打赢
激情的《太空有我说了算》，昭示火箭
军官兵以“大国长剑”捍卫国家主权尊

严坚定决心的《点火》，歌颂多军兵种
合成训练的 《联合，联合》《握指成
拳》，抒发维和部队官兵情怀的《士兵
的红花哪里去了》，展现新组建的战略
支援部队和后勤保障部队官兵精神风貌
的《我们是刀尖，我们是铁拳》与《钢
铁后勤打仗的兵》等等。

不仅强军实践和部队的日常军事训
练生活成为创作的素材，在每个与军队
相关的重大社会事件中，必是军旅歌曲
以最快的反应速度，最大的社会效益，
表达着军人的存在与作为。如在军队抗
击洪水、地震、火灾等重大灾害的同
时，出现了《又见到你》《满身泥巴的
兵》《最美的逆行》等作品，引起全社
会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共鸣，激发出强大
的社会正能量。我国东海、南海领海和
部分岛屿主权一度遭到外部势力挑衅，
在我国政府和军队发出严正警告同时，
《别再我家门口惹事》《决战深蓝》《我
的中国岛》等一批歌曲针锋相对，唱出
中国军民不畏强权、敢打必胜，坚决维
护主权尊严的钢铁意志。《在喜马拉雅
的风口》《准备战斗》《我站立的地方叫
中国》等，以深沉凝重的情感表达撬动
数以千万计的网络点击量，一时间红透
国人手机荧屏。

近年来，军队音乐中的军乐创
作，同样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创作演奏了一大
批以强军为题材的军乐作品，交响管
乐音乐会《军人的荣耀》在 2014 年第
十届全军文艺会演中独树一帜。这个
团还多次举办新作品音乐会，多次在
国际军乐节、上合组织军乐节精彩亮
相，赢得了部队官兵、社会各界与各
国同行的赞誉。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军旅歌曲、乐
曲创作，不仅在作品数量上硕果累
累，在对音乐艺术创新探索方面更是
收获颇丰，实现了艺术质量的整体大
幅跃升。面对在以流行时尚为导向的
社会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官
兵，广大创作人员牢记习主席讲话中
关于“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
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
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教

诲，将创新视为艺术的生命，在广泛
吸收中外艺术成果的同时，功夫下在
军营内，长期“泡”在基层连队，在
改革强军的崭新军旅形态中发现作品
角度，深入体验部队年轻官兵的语言
特点，在最朴实的军营语言中寻找
“点穴”式的金句。“一声惊雷一腔
火，万丈豪情朝天歌，无敌的信念在
起竖，风云变幻尽在我掌握”，在这首
反映火箭军官兵昂扬战斗意志的《朝
天歌》中，曲作者采用大起伏、强对
比、快节奏的写法，类似流行歌曲中
的“劲歌”，又有着军歌所特有的战斗
性，将火箭军官兵誓死捍卫国家主权
民族尊严的满腔热血表达得酣畅淋
漓，深受火箭军部队青年官兵追捧。
“左脚向前七十五厘米，沿着前脚后脚

的顺序，右手同时向前摆臂，目视前
方走整齐”，“这是班长教给的定理，
狂风烈日也不能扭曲，一字一句时刻
牢记，别惹班长发脾气”。歌曲《75厘
米》 以军人入营后最基础的“齐步
走”训练为视角，写出由这“第一
步”迈出的军旅以至人生的征程。

歌词传达的生活情境生动形象，
曲作者给予的旋律在朴实与刚劲中充
满时代音乐的鲜明印记，令人产生表
面冷峻内心炽热的青年军人行进在队
列中的视觉想象，突显出作者的内
功。在《一个士兵的柔软时光》《在南
沙》《如果你曾经爱过一名军人》等作
品中，靠近流行民谣的创作手法，将
当代军人的阳光与自信、多情与率真
表现得入木三分。走进这五年的音乐

新作，队列歌曲的创作技法更加纯
熟，《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四有军
人歌》《战之必胜》等形象鲜明、激情
澎湃、朗朗上口、易于传唱的好歌不
胜枚举。而走进新创军旅抒情歌曲，
更仿佛走进一片百花盛开的原野，摇
滚、蓝调、民谣、原始民歌风……令
人目不暇接。而不论什么样的音乐风
格艺术特色，在军歌灵魂的融入下，
无不分解化合、加温发酵，散发出健
康向上、提神鼓劲的正能量。新军歌
中的新视角、新手法、新旋律层出不
穷，与带有传统军歌特点的新作品一
起，构成军旅歌曲新时代的新景观，
不仅满足了广大官兵丰富多彩的精神
世界对歌曲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
也将军旅歌曲的创作推进到崭新里程。

军歌嘹亮壮行程
■马正建

在中宣部举办的第十四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音乐类优秀作品
评选中，全国仅有 10首歌曲入围，而军
队上报的 3首歌曲均榜上有名。近日，5
位获奖词曲作者接受笔者采访时，在畅
谈歌曲创作心得之际，也道出了参评获
奖的成功秘籍。

主题重大、内蕴深远，以歌纪事、吟
史成诗，厚重的主流意志表达和高扬的
主旋律气质，使这 3首获奖歌曲彰显出
卓然不凡的思想品格和艺术风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忘初心’四

个字作为一个热门语汇、特殊语境，已
深深烙在我党的政治生活和老百姓的
日常生活中。歌以言志，文艺工作者就
是要捕捉这个伟大时代的社会情绪和
思想律动，大力唱响我们党和人民的革
命初心和崇高信仰，激励全国军民勠力
同心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歌曲《不忘初
心》的词作者朱海对此颇为感慨。

歌曲《我们从古田再出发》词作
者、著名军旅词作家王晓岭也抱有同样
观点。“中华文化的文脉传统就是‘文
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
就提醒军队文艺工作者，要时刻关注时
代发展、关注国家命运、关注民族忧

患、关注百姓疾苦、关注官兵心声，很
多时候，你选择创作什么，往往比怎样
创作更重要！”该作品曲作者、国防大
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也认为，作品
开宗明义地宣誓了人民军队的信念信
仰，展示了强军力量，使其以排山倒海
的气势、铿锵有力的节奏、不可阻挡的
力量鼓舞人、感染人。

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
踩坚实的大地。”歌曲《天下乡亲》曲作者、
著名军旅作曲家臧云飞对此深有体会：
“只靠艺术的敏锐直觉，只靠娴熟的技巧
技法，可能会产生轰动一时的好作品，但
注定成就不了文艺经典。我始终认为，最
好的创作一定是满怀虔诚与敬畏之心，深
入历史现场，深入火热生活，深入人民群
众去真听真看真感受，才能最终酿出艺术
的佳酿。”作为大型情景声乐套曲《西柏坡
组歌——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重头音乐
作品，歌曲《天下乡亲》的创作曾让臧云飞
煞费苦心，五次奔赴西柏坡深度体验生
活。

同样，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
开半个月后，王晓岭就带着创作任务赶
到了闽西。他对笔者回顾到：“一下车
映入眼帘的就是‘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八个大字，历史的庄严感、使命的神圣
感油然而生。特别是吃着南瓜饭，坐在
当年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时的
长条凳上，蓦然觉得历史的回声清晰入
耳。”

《不忘初心》曲作者、空政文工团著
名青年作曲家舒楠也认为，除了深入历
史现场和生活一线，文艺创作同样离不
开创作者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和情感
投入。一首时代大歌要让人可触可感、
入脑走心，恰恰需要小切口拉近距离
感、小视角折射大主题。

综观这 3首获奖歌曲，创作立意上
别出心裁、别具一格，表达呈现上清新
雅致、新风扑面，歌曲一经推出就获得
军地观众广泛赞誉。
“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

出，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
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
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
和创意的对接。这些都提醒我们，军
旅文艺创作需要用新理念激活新思
维，用新表达引领新风尚，用新创造撬
动新突破。”王晓岭认为，主旋律创作
离不开恢弘的军旅气派和现代音乐语
汇的结合，善于创新运用个性鲜明的
音乐符号，主旋律歌曲也可以充满诗

意浪漫和人性温度。
栾凯说：“创作歌曲《我们从古田

再出发》时，我们将铿锵有力的队列
歌曲和温情浪漫的抒情歌曲有机结
合，将民族风格和西洋音乐元素和谐
交融，使这首作品彰显出鲜明的中国
特色和军旅特色，又透着一股国际范
儿和时尚感，极大地提升了可听性和
传唱度。”

臧云飞颇有感触地表示，军旅音
乐创作要善于发现、积极打造新的增
长点，必须在艺术创作上引入新思维
新表达。“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
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一曲
《天下乡亲》 之所以唱得观众热血奔
涌、泪眼婆娑，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歌曲巧妙地运用了河北梆子、河北民
歌的音乐元素，而演唱者丁晓君本身
是一位优秀的京剧演员，她将戏曲的
演唱技法融入民歌表演，拖腔绕梁、
响彻九霄，别具感天动地、撼人心魄
的艺术效果。

时代之声最动人
■王欣阁

精品·心得

聆听《不忘初心》这首歌曲，令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尤其是歌中“万水千

山不忘来时的路”这句词，警醒我们不忘我党我军的根本性质和宗旨，激励广大

官兵不忘初心、超越自我、奋勇前行，走好中国道路。在兴我中华、壮我国威，实

现中国梦、强军梦中贡献力量。 ——92196部队医院 张学海

悠扬的旋律，催人奋进的歌词，聆听歌曲《我们从古田再出发》，88年前那段

珍贵的历史仿佛又再现眼前。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

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一个国家的崛起，一支军队的强大，往往发轫于一个时

代变换的新拐点，这也是这首歌的重要意义所在。

——32143部队宣传科干事 徐水桃

诗言志，歌传情。认真聆听《天下乡亲》这首歌，让人在旋律中受到打动，在

意境中感受荣光，心灵在震撼中经受洗礼。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这首歌告诉我

们，人民的厚重恩情不能忘，奋进之路上的使命与责任不能忘。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排长 杨义秀

赏歌·感言

大型情景声乐套曲《西柏坡组歌——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领唱与混

声合唱《天下乡亲》剧照。 王 冰摄

这五年·军旅音乐新气象

“我凌晨打开院门，看到满街倒

地而睡的解放军战士，我的眼泪就下

来了……”蒙蒙细雨中，疲惫至极的

战士，就这样和衣抱枪，整夜睡卧在

道路两侧。1949年的上海，当激战的

枪声已经平息，解放军部队严守入城

纪律，露宿街头，此情此景深深印刻

在人们心里。它让人们看到，什么叫

做令行禁止、纪律严明，这支军队为

什么叫人民军队，为什么能够赢得老

百姓的衷心拥护，为什么能够屡屡在

绝境中战胜强敌。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历史

规律的昭示。人民军队90年的历史

告诉我们，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

人民军队的鲜明品格，也是人民军

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着眼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

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鲜明

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

基，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

略，领导我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

事法治体系，加快实现治军方式根

本性转变，奏响了人民军队法治建

设的时代强音。

（陈洪佳）

拂晓 （油画） 肖 锋 宋 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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