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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战“疫”战斗得十分激烈之际，王富

强以强烈的使命感、饱满的创作欲，为我们创

作了六首反映此次战“疫”的公益歌曲，成了

他献给大家的一份厚礼。在这六首作品中，除

第三首是邬大为作词、王富强作曲外，其余五

首歌曲的词曲都由王富强一人完成，可谓功

劳巨大，奉献不小!
第一首《众志成城的中国人》描写了新冠

病毒出现后，全国遵照党中央指示精神，全力

参加阻击战的情景。第二首《非常时期》写的

是全国人民在大疫爆发之际团结一心、奋勇

战斗的状况。第三首《爱的天地》描写了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的真实心态。第四首

《最美的风景》歌颂了逆行者的形象、担当和

决心。第五首《世界有你们才美丽》，热情讴歌

了全国对武汉的无私援助。第六首《我把吉祥

送给你》，既可以理解是全国人民、全世界人

民对武汉同胞的祝福，也可以理解为武汉人

民对驰援武汉救助他们的社会各界的谢意，

还可以理解为所有被疫情所困的人在欢送出

征人员战“疫”胜利凯旋返家时发自内心的唱

给（她）们的感恩歌谣。

这六首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次战

“疫”的情状，其中有战疫的动员，逆行者的出

征，白衣战士的奋战，群众的支援及对参战者

的祝愿等。把它们分开来欣赏，皆各有特色，

而集中起来一起品味，又完全是一个主题突

出、风格多样、相互关联、彼此补充、立体完整

的组歌，它既描写了战“疫”，也展示了王富强

的一片赤诚和绚美才华。

从这六首歌曲来看，各有各的个性，都有

闪光的东西，如———

《非常时期》是一首很有特色的歌曲，题

目鲜靓，角度新颖，语言亲切，富有张力。其中

写道：“新冠毒疫/是个顽敌/你不胜它/他就要
灭你……”“全民战疫/烙下记忆/你为了我/我
也为了你……”作者用十分精当、响亮的词句

唱出了战情的险峻和战“疫”的性质，题中“非

常”二字极为传神。“非常”在何处？一般来说，

白衣战士救死扶伤对自己不会有什么伤害，

而此次战“疫”却截然不同，不仅有危险，还有

生命之忧。君不闻，在战“疫”初期，由于医护

人员与患者的近距离接触加上当时防护措施

及设备不够完善，致使近 2000名医务人员受
到感染，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奏响了

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世纪壮歌！这个非常时

期的非常战争，是非常光荣的非常牺牲。这个

歌名是对这一重大事件、重大群体和重大贡

献的最好诠释。

《最美的风景》热情地讴歌了“逆行者”：

“你知道是战争/形势很严峻/你却仍然那样果
敢坚定……”“你知道很危险/甚至会牺牲/你
却依然那样充满信心……”“为了那座城/为了
那里的人，你的逆行承载着一种使命……”

我们伟大的祖国为什么能够久经烽火而不

灭、长遭磨难而不倒？就因为有一种勤劳勇敢、

坚强不屈的品德和精神。在这次战疫中，再次显

示了它的风采和威力。有人说，一个军队要是没

有科学，一打就倒；要是没有文化，不打也倒。这

个文化，就是民族的品德和精神。词中最美的风

景就是歌颂这种品德和精神。

《世界有你们才美丽》描写了疫情对武汉的

巨大伤害：“古老的黄鹤楼变得忧郁/绽放的樱
花没有诗意/繁华的武汉城失去活力/葱茏的树
林没有鸟语……”但是由于无数逆行者的到来

改变了一切，所以作者才写出了《世界有你们才

美丽》这首歌。这无疑是对冒着生命危险前来驰

援武汉的勇士们的最美礼赞和最高赞赏！

据史料记载，我国自西汉到清末共发生

了 321次瘟疫，平均十几年一次，每次少则死
一两万，最多的一次是西汉末年大瘟疫，殃及

半个中国，死亡竟达两千多万人。而 2020年
这次瘟疫由于病毒新、传播快，死亡率高，堪

称大疫，但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全国人

民的合力围剿以及白衣战士的浴血奋战中，

损失降到了最小程度，而逆行者就是创造这

种奇迹的人，《世界有你们才美丽》正好唱出

了时代的强音和人民的心声！

王富强的这组作品值得肯定的一个突出成

就就在这里。它们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奉献！

这些作品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王富

强情的沸腾、爱的结晶！他们像六朵春花灿烂

地绽放着，迎接着春天，欢喜着春天，歌唱着

春天，美丽着春天！

(作者简介院邬大为，原沈阳军区前进歌舞
团艺术指导，国家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将军待遇，著名歌词作家、词评家。历任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辽宁省音乐文学学

会副主席，辽宁省合唱协会副会长等。现年 89

岁。代表作品有《红星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有一个美丽的村寨》《北疆连着我的家》

《红星照我去战斗》等。著有系列词集《北疆之

恋》《北疆之爱》《北疆之光》《北疆之情》；编著

有大型辞书《歌诗韵谱》《歌词技法》，专题激

光唱碟、盒带《人民的儿子———献给邓小平的

歌》《人间最贵是真情》《神仙住过的地方》等。)

这三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新型

冠状病毒在神州大地上一度疯狂肆虐，坚强

不屈的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奋勇投身到了这

场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抗疫战争中。在这场

漫长而艰苦的疫情防控战争中，广大音乐工

作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用感人的词句

讴歌抗疫英雄，用昂扬的旋律鼓舞抗疫士气，

用真诚的爱心描绘抗疫历程，用深挚的情怀

弘扬抗疫精神，他们中的许多人用自己的作

品彰显出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厚爱。我的

好友、著名歌曲作家王富强先生就是他们当

中的一员。

认识王富强先生是在中国文联、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 2014年在杭州举办的“第八届
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上。他的

热情、善良、真诚、宽厚，以及在文学、音乐、评

论方面的卓越才华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自疫情爆发时起，王富强积极投身于抗疫

歌曲的创作中。面对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王富强不畏艰辛，勇于担当，深入到抗击

疫情的第一线，用他的音乐作品履行着自己

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为战胜疫情做出了自己

的贡献。他的“抗疫组歌”正是这些作品中的

最美华章。

“二零二零年，中国受磨难，新冠肺炎困

武汉。疫情是命令，生死一线悬，五湖四海的

志愿者，迅驰第一线……为了我武汉，军民手

相牵。众志成城的中国人，世界都赞叹！”（《众

志成城的中国人》）

这首由王富强作词作曲的《众志成城的

中国人》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抗疫歌曲，它最

显著的特点是紧紧围绕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

志愿者们在抗疫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英雄气

概，热情讴歌他们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词句

简洁平实，毫无造作之态，每字每句都闪现着

对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人们的崇敬之意，深

切表达出这些与凶恶病魔殊死搏斗的壮士们

大无畏的气魄，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非常时期，我坚信自己，万众一心就能

夺取胜利。新冠毒疫，是个顽敌，你不胜它，它

就要灭你。非常时期，我们没有缺席，中华儿

女牵手阻击。每个人都是前线的战士，每个人

都是战斗的主力……非常时期，我把你惦记，

彼此安好胜过千言万语。全民战“疫”，烙下记

忆，你为了我，我也为了你。非常时期，我们看

见美丽，中华民族再创奇迹。你和我都是奇迹

的主人，我和你都是动听的旋律……”（《非常

时期》）

这首《非常时期》也是王富强策划创作的

战“疫”公益歌曲。在歌中，他以一个普通人的

视角，细致描绘了疫情爆发之后全民抗疫的

那段“非常时期”。歌词没有艰深难懂的语汇，

旋律没有故作高深的技巧，而是采用了一种

老百姓最容易听懂的诉说方式，在亲切平和

的旋律中，因防疫给社会造成的疏离感被消

解了，人们的心慢慢靠在了一起，他们真切地

感到自己没有和祖国分离，自己始终被全国

人民牵挂着、惦记着。在十四亿同心协力的中

华儿女面前，再肆虐的病魔终将会逃遁，美好

的明天一定会来临。这充满了深厚情谊的歌

声胜过了千言万语，不断滋润着聆听者的心

田，使他们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茫茫人海里，我们这样相识相遇，心和

心相融，情和情相依。在你要远行的时候，我

把吉祥送给你，也许旅途很遥远，也许道路很

崎岖。吉祥送给你，我把吉祥送给你，让吉祥

伴你一路顺风，让吉祥伴你万事如意……”

（《我把吉祥送给你》）

在疫情最严重的日子里，每个人的情感

都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烦躁、焦虑、忧伤、恐

惧等负面情绪也如同病毒一样在社会上蔓

延。此时，一首带有温暖真挚情愫的歌曲，对

化解不良情绪、抚慰受伤心灵的作用是显而

易见的。由王富强作词作曲的《我把吉祥送给

你》正是这样一首有温度的歌曲，它用质朴的

语言诉说了疫区人民和医护人员之间发自内

心的互相关怀，从不同的侧面歌颂了奋战在

抗疫前线的白衣天使和普通百姓们的高尚情

操，起到了安定人心、舒缓压力的良好效果。

“为了那座城，为了那里的人，你的逆行

承载着一种使命！武汉刻录了你的身影，你的

逆行是这个春天最美的风景……”（《最美的

风景》）“感谢你，我们的姐妹兄弟，大地有你

们才蓬勃生机！致敬你，骄傲的中华儿女，世

界有你们才这样美丽……”（《世界有你们才

美丽》）

《最美的风景》和《世界有你们才美丽》堪

称是这组“抗疫组歌”中的姊妹篇。它们都是

以抒情见长，都是通过扣人心弦的音符和震

颤灵魂的语言来表达对抗疫战士的颂扬，对

武汉人民的赞美，具有很强的感召力。这两首

歌曲虽然各自独立，但却似被某种微妙的东

西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为那些在疫情笼罩下

的人们提供着丝丝慰藉，让人们捕捉到了生

命的顽强和美丽。

“不用问我姓甚名谁，何须打听年老年

少，在这个爱的天地，我们都是骨肉同胞。奋

勇冲破火海道道，昂首踏平恶浪滔滔，全民一

心众志成城，胜利永远向着我们微笑……”

（《爱的天地》）

一首好的歌曲不仅要靠语言所赋予的意

象，同时还需要歌词与旋律的紧密配合。由邬

大为作词，王富强作曲的歌曲《爱的天地》，歌

词着笔十分独特，旋律设计非常巧妙，将动听

的旋律巧妙地与歌词中的“道道”、“滔滔”等

叠音字相呼应，营造出一种气势磅礴的效果，

使旋律所承载的为爱而战、奋勇向前的精神

内涵得以尽情抒发，极大地增强了歌曲的感

染力。这在诸多同类歌曲中是颇值得称道的。

藏族歌手罗尔吾在演唱这首歌时动情地说：

“很开心也很荣幸能首唱由邬大为、王富强两

位老师联袂创作的《爱的天地》这首歌！拿到

歌谱时我就很激动，演唱之后更是心潮澎湃。

《爱的天地》是一首从爱出发、为爱而战，高歌

中国精神的作品，充分抒发了舍小我、顾大家

的家国情怀。谨借由这首歌向战斗在抗疫一

线的勇士们致敬，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
纵观数月来全国抗疫歌曲的创作现况，

以王富强先生为代表的广大音乐创作者对抗

疫的反应是迅速的，创作理念是真挚的。他们

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唤起人们对国家、对民

族、对社会、对他人的关爱，他们用自己的满

腔热忱抚慰了无数被疫情困扰的心灵。在他

们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艺家强

烈的使命意识和家国情怀，他们的才情、勇

气、坚毅、果敢让人永难忘怀。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数量众多的抗疫歌

曲中既有大量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

也存在着内容苍白空洞、形式华而不实的应景

之作。二者对比，可以明显反映出其作者在体验

关照抗疫生活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距。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说过：“文章合为时

而著，诗歌合为事而做”。的确，密切关注时

代，关注社会，是文艺工作的须臾不可忘却的

使命与责任。文学如此，音乐如此，任何一种

艺术门类也都是如此。而在具体表现中，则需

要全面调动艺术工作者的能力，最大程度地

将时代中最为可歌可泣的人与事通过艺术成

功再现出来。

艺术来源于生活，不存在生活的真实就

不会有艺术的真实，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我

国古代的经典著作《礼记·乐记》就曾明确提

出：“唯乐不可以为伪。”歌曲创作者如果对现

实生活体验缺乏必要的关照，他们的作品势

必会显得矫揉造作、虚情假意，就难以唤起人

们心灵的触动，无法将抗疫斗争中个人的情

感融入到整个社会的集体情感中去，也就不

可能激发出人们心中的热情，使之形成推动

抗疫斗争走向最终胜利的强大力量。

在回归生活真实的同时，音乐创作者还

需要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不断增强歌曲

的艺术表达能力。在当前抗疫斗争常态化的

形势下，人民和社会仍然需要抗疫歌曲来激

发热情、鼓舞斗志、凝聚士气、抚慰伤痛、宣泄

烦恼、振奋精神。要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在歌

曲的艺术表达能力上下功夫。事实证明，那些

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共鸣、能够被广大人民群

众认可的抗疫歌曲，都是在艺术表达上精益

求精的作品。王富强“抗疫组歌”的成功告诉

我们，艺术创作没有所谓的终南捷径，最好的

做法就是创作者沉下心来，对现实生活进行

深切的体验，下大力气不断扩大探索生活的

力度，不断提升追求思想的高度，不断用心增

加情感的温度，不断努力强化技巧的精度，如

此才能够写得出至善至美的词句，才能谱得

出至情至性的乐曲，才能具备催人泪下、感人

肺腑、震人眉宇、撼人心魄的艺术表达能力。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过：“艺术家以心灵

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艺术所表现的主

观情绪与客观世界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

无论何种艺术形式，其本质都是对人们心中

意境的表现，从这个角度上讲，所有的艺术都

是相通的。音乐对于艺术表达能力的要求，也

同样适用于戏剧、电影等其他艺术门类。因

此，透过王富强的“抗疫组歌”，我们可以获得

许多有益的启示，它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

到，要想创作出令人民群众喜闻乐赏的好作

品，就必须紧紧牢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时

时刻刻专著于他们的所思所想，随时随地发

掘他们的真情实感，同时尽最大的努力锤炼

自身的艺术表达能力，义无反顾地向爱而歌、

为爱而演、与爱同行。

我们相信，疫情的阴霾终会过去，我们的

音乐人、戏剧人、电影人以及从事所有艺术工

作的人们，必将在下一个灿烂的春天为祖国

和人民献上更加丰美的灵魂盛宴。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渊作者简介院孙昭，陕西省艺术研究院艺
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陕

西省戏剧家协会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陕西省喜剧美学研究会副会长。曾获第 31届

田汉戏剧奖论文一等奖等奖项，参与《陕西省

高级中学地方戏曲教材》编纂工作。著有《梨

园拾音———当代戏剧的发生与发展》《传统戏

曲艺术的浴火重生》等著作。冤

那些年，父亲要乘坐绿皮火车

到达他的建筑工地

父亲天刚刚亮就出门

从村里步行到乡政府门前

乘坐三轮摩托到达县城车站

换乘公交车到省城

这一番辗转才能坐上绿皮火车

父亲一生究竟坐了多少趟

绿皮火车，他也记不清

父亲的绿皮火车很慢

他一生的旅程却这么快就走完了

再打我一次吧，父亲

父亲仅有一次打我，却没有打疼我

是不是故意没有打疼我

至今是一个谜

因为仅仅一次，就记忆深刻

那年父亲的客人来前

我却将桌上的茶壶玩碎了

他随手捡起一株花生藤

在门前小路上追着我

而我像兔子一样飞奔

父亲终究没追上我

那年父亲三十出头，年轻力壮

却没有追上我

九泉之下的父亲，会不会怪我？

他对我所有的爱，我都迷迷糊糊

却唯独对他的那次追打

历经三十多年，仍记忆犹新

退休的父亲

父亲总觉得，退休这个词语

对于他显得奢侈

每天都从一杯茶、一根烟开始

他常绕着这栋五层楼房

在围墙外走几圈，如同

凯旋的将军检阅自己的战利品

从事建筑业那些年

他停留过很多地方

如今，在儿女一再催促之下

他停下了走南闯北的脚步

坐上餐桌，他必斟上一杯高粱酒

自斟自饮，慢慢品味

他高大英俊的外表

一直是我的偶像

父亲极少去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

只找那些曾搞建筑的老哥们

喝上几杯小酒

偶尔也吹一些不上税的牛

东北、西北、中原大地……

父亲曾经踏过的那些雪地

像他寄回老家的洁白信笺

等待着他挥笔写上

东南沿海的一个村名

———浅谈王富强的“抗疫组歌”兼及抗疫作品创作应当注意的问题

姻 筱楚

■ 孙昭

迈进她的门槛

就有花香鸟语相迎

走入她的怀抱

就有清风明月相伴

我神魂牵依

我们的家园

对你

我总有倾诉的冲动———

我借赤壁的千古雄风传你颂你

愿你图强奋起大展宏图

我以长江西流的臂弯拥你挽你

愿你直挂云帆通江达海

我以九宫的紫气萦你绕你

愿你更加仙风道骨神采飞扬

我以陆水的雄浑和三湖连江的隽秀妆你美你

愿你青春常在靓丽永驻

我以脚盆鼓提琴戏采茶调闹你唱你

化不开的乡情乡味

我以铜鼓石板街的古韵老色追寻你

醇郁似酒的人文气息

我借后羿的神箭诱那玉桂里的佳丽

我用沁人心扉的温泉泡你月亮湾的女人

我以汀泗贺胜的刀光剑影映你脸上坚毅的轮廓

我借西凉的月色描你的情调绘你的意境

我以淦河传说潜山夜话忆你的温馨念你的绵长

我以拍打舞跳你独特的瑶族风情

我以白云寺前的菩提树幽你药姑的转世身影

我是你无边绿海的一棵竹啊

身上有着永不褪色的鄂南绿

我是你漫山遍野芬芳着的一枝桂啊

摇曳日月 幽香千年

我是你心里流出的一捧泉啊

岁岁年年怀揣着不变的温度

我是你茶马古道走来的一片茶啊

朝朝暮暮浸泡着浓酽的情思

我是你织机中逡巡的一缕麻啊

绵绵密密纺织七彩的希冀

最动人的是你绿风千里报春第一枝

最爱听的是你夏日里此起彼伏的蝉歌

最爱看的是你秋天的金色田野

最忆念的是你隆冬里红红炉火

母亲的土地啊

你是我血脉里永远流淌的河溪

你是我心中怎么也唱不完的歌谣

你是我诗词里用不完的言语

你是我梦里夜里的无眠

你是我眼里常含的泪花

致咸宁
■ 杨华

桌前堆坐良久

剥离琐碎 起身

安抚肢体的酸痛

推开窗 只见

下午的阳光

斜射在没有停车棚庇护的

几辆车和植物园的棕榈树上

油亮油亮的 光彩摇曳

围墙外的大路上

车不时 相向来往

各自的喇叭声 繁杂也和谐

下午的阳光

没有负担的模样

捋顺出窗前的空白

心里的安定

舒缓之后很给力

定如明日的朝阳

楼下的阳光
■ 叶小美

情的沸腾 爱的结晶
———赞王富强战“疫”歌曲六首

■ 邬大为

荫邬大为

父亲的
绿皮火车（外二首）

新时代文艺工作的责任与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