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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娱乐

《沙湾往事》创作手法
多样，舞台呈现令人耳目
一新。舞剧在剧情结构、
音乐创作和舞美、灯光、服
装的设计上，采用了多种
新颖的手法，使多维的舞
台呈现如诗如画，具有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

同时，该剧充分运用
大量的蒙太奇手段，将电
影镜头的剪辑方式运用到
舞台上，通过时空变换的
手法，营造实中有虚、虚中
有实的奇特艺术效果，形

成特殊的舞台叙事方式。
作为一部票房和口碑

双丰收的现象级舞剧，《沙
湾往事》巡演所到之处场
场爆满，不仅赢得了观众、
业内专家学者及各地媒体
的一致好评，更荣获第十
五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文华大奖”、第十四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第十二届广东省艺术
节优秀剧目一等奖，并连
续多年获得国家艺术基金
的支持。

一路歌

吴颂今的“歌坛伯乐”之称，
是在广州叫响的。1987年，他作
为优秀人才引入中国唱片广州公
司，从江西南昌举家迁往广州，自
此扎根岭南歌坛三十余年。

吴颂今说：“广州是我的福
地。如果当年我没来广州，《军
中绿花》《茶山情歌》等歌曲就不
会有了。”在这片沃土上，他如鱼
得水，凭借自己的艺术功力和敏
锐的触觉，打造出杨钰莹、陈思
思、小曾、周亮、黄伟麟等知名歌
手，写出大量家喻户晓的原创流
行曲，成为当时佳绩不断的音
乐制作人和词曲作家。吴颂今
跟杨钰莹的师生缘家喻户晓：
1989 年，他把南昌的学生杨钰
莹带到广州，为她量身订造了
一大批动听的“岭南甜歌”。《风
含情水含笑》《茶山情歌》等作品
热卖，杨钰莹成为内地乐坛首个
炙手可热的玉女偶像。

早在 1999 年，吴颂今便在
“第六届羊城音乐花会”举办了
首场个人作品音乐会。18年后
的 2017 年，是他移居广州 30年
整，省市音协于广州为他举
办“ 岭 南 飞 歌 三 十 年

——颂今作品群星演唱会”，廖
昌永、陈思思、张咪、扎西顿珠、
唐彪、李素华、廖百威、东山少爷
等知名歌手登台演唱。

而此前一年，杨钰莹时隔十
余年后参演颂今北京音乐会，被
传为乐坛佳话。此场音乐会由
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创作委员
会、中国流行音乐学会、文化部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中国音像著
作权集体管理学会、中国唱片总
公司联合主办。这是吴颂今首
次在北京举办音乐会，请来关牧
村、杨洪基、于文华、王丽达、乌
兰图雅等歌唱家及他的众多弟
子登台助阵。当晚，杨钰莹压轴
登场，演唱了吴颂今为她量身打

造的代表作《风含情水含笑》和
《茶山情歌》。演唱完毕，杨钰莹
向吴老师献上鲜花，吴颂今感慨
地说：“岗岗（杨钰莹小名）长大
了！”

为了达成此次难得的台上
重聚，杨钰莹也是排除万难：音
乐会与某个电视栏目的拍摄撞
了时间，经过经纪人多方沟通，
杨钰莹终于按时到场参演。“她
不收出场费、不提任何条件，连
到北京的机票和住宿都是自己
解决的。”吴颂今坦言，

“这让我挺感动的。”

除了扎根30年的事业福
地广州和全国文化中心北京
外，吴颂今还把音乐会开到老
家江西南昌以及求学之地上
海。

1966 年，在南昌一中读
高三的吴颂今在江西省电台
发表了歌曲处女作，决心走音
乐道路。可惜遇上那年高考
取消，本已考上中国音乐学院
的吴颂今进入江西铸锻厂当
工人，一当就是八年。务工之
余，他仍然刻苦自学音乐创
作，其成名作《井冈山下唱南
瓜》就写于车间的加热炉旁。
2017 年 11 月举办的“情系江
西三十年——南昌音乐会”是
吴颂今送给家乡的一份沉甸
甸的礼物：演出以“乡音、乡
情、感恩、祝福”为主题，曲目
包括不少赣鄱风情浓郁的江
西题材佳作；当天百名表演嘉
宾中，他培养的江西歌手占了
一半以上。

上海则是吴颂今踏上专
业音乐道路的起点。恢复高
考后，他在 1978 年考入上海

音 乐 学 院 作 曲
系，补足了系统

的作曲专业技能。在吴颂今
看来，他后来的成功离不开上
音师长的谆谆教导。 2018
年，吴颂今的上海音乐会特地
选在 9 月 9 日教师节前夜举
行，向母校汇报，向恩师们致
敬。

如果说江西音乐会的关
键词是“感恩”，上海音乐会
的关键词便是“传承”。吴颂
今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与上
海音乐家协会担任音乐会的
主办方，吴颂今的歌坛弟子和
上海音乐学院的师弟师妹，都
在音乐会上倾情演绎了他的
作品。感人一幕出现在音乐
会尾声：著名新民歌歌唱家陈
思思在压轴唱完成名曲《情哥
去南方》之后，向老师吴颂今
献上一束鲜花；吴颂今则把他
的恩师们——当年母校上海音
乐学院的老院长江明惇、作曲
系老书记沙汉昆，上海音乐出
版社老编辑汪玲、李丹芬，南昌
一中的班主任何竹清都请到台
上，向他们一一献花致谢。老
师、弟子三代同堂，成就一段佳
话。回忆起上海音乐会，吴颂
今言辞中充满感激：“当时汪玲
老师已经定居海外了，80多岁
高龄而且腿脚不方便。但她特
地从伦敦飞回上海支持我，实
在让我感动。”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音
乐生涯里，吴颂今创作了大
约 5000 首歌曲，跨越岭南
甜歌、校园歌曲、军营民谣、
儿歌、主旋律歌曲等诸多领
域，堪称全才。在这么多领
域里，他对儿歌创作情有独
钟，谱写了1500首儿歌，超
过创作总量的四分之一。
这位“儿歌爷爷”，为一批又
一批的小朋友创造出美好
的童年记忆。

吴颂今的儿歌创作与
“ 塞 上 江 南 ”宁 夏 紧 密 相
连。吴颂今 1 岁半时随父
母迁往大西北，在兰州和宁
夏度过童年。在银川，吴颂
今成为“儿歌大王”潘振声

的学生：“我在银川市少年
宫合唱团学唱歌，潘老师当
时 20 多 岁 ，是 我 们 的 指
挥。他教我们唱很多好听
的儿歌，还带我们到电台录
音，后来才知道那些歌都是
他写出来的。”潘振声在吴
颂今的心里播下了音乐的
种子，多年之后，吴颂今的
创作之路也从儿歌起步：他
的第一首全国传唱的作品
《井冈山下种南瓜》便是儿
歌 。 潘 振 声 于 2009 年 离
世，2016 年吴颂今回宁夏
举办“小蓓蕾与儿歌爷爷
——颂今童歌会”时，他专
程把潘振声的女儿请到现
场，向她献花表达感激。

事实上，吴颂今每一场
音乐会都不乏童趣。在广
州场，一群可爱的小演员唱
起他改编的粤语合唱《落雨
大》；在成都场，小歌手唱起
他为老成都童谣谱曲的《胖
娃儿胖嘟嘟》和他为母校创
作的《感谢母校》；在兰州
场，母校的孩子们演唱《小
手 拍 拍》《拾 稻 穗 的 小 姑
娘》……

“西北和成都装载着我
满满的童年记忆。”吴颂今
说，“我在兰州银川长大，12
岁时迁往成都。西北的秦
腔和花儿、四川的民歌和川
剧，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
里，影响着我往后的创作。”

2020 年底，以个人音乐会
为契机，吴颂今回到阔别62
年的兰州，回忆翻江倒海：

“以前的兰州很小，一条主
街半小时就可以走完；邻居
家有个哥哥会捣鼓矿石收
音机，我常去他家听广播听
歌，顺便蹭饭；现在高楼大
厦林立的雁滩，当年也不过
是 黄 河 边 的 一 个 小 岛 啊
……”

吴颂今为此写下《老爷
爷找童年》，在今年1月的兰
州个人音乐会上，他找来三
所母校的小同学，同他一起
演唱这首怀旧的新儿歌。“其
实这是一首挺伤感的歌，但
孩子们却唱得很开心。”

著名音乐人吴颂今
系列音乐会圆满收官

歌坛伯乐：广州打造杨钰莹，十余年后又同台

九城十场
半生尽在音乐里

2021 年的元旦之夜，吴颂
今第十场个人作品音乐会在兰
州圆满落幕。台下坐着吴颂今
童年时代的小伙伴和师友，他
们记忆里那位喜爱音乐的小小
少年，如今已变成台上白发苍
苍的老音乐家；晚会演出的许
多颂今作品，观众们都耳熟能
详，听着亲切又感动。

“这十场音乐会是我50多
年音乐生涯的‘汇报演出’。”两
个月后，著名音乐人吴颂今在
如今定居的广州举办了“视听
分享会”，他如此总结。吴颂
今出生于江西九江，在兰州、
宁夏、成都度过童年，在南昌
读完中学当了工人，后去上海
求学，最终扎根广州立业。他
重回曾经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城
市，连续举办了系列作品音乐
会，把半生的音乐成果奉献给
当地听众。

吴颂今的每一场音乐会都
是群星云集，反响热烈。曲目
选自他半个多世纪的创作成
果，经典老歌加上词曲新作，让
观众大饱耳福。从央视到当地
电视台纷纷转播，媒体也好评
多多。

这十场音乐会背后，蕴藏
着吴颂今丰富多彩的音乐人
生。近日，在荔湾泮塘的“颂今
音乐空间”，这位硕果累累的国
家一级词曲作家、资深音乐制
作人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
家专访，分享他的音乐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在过去五年里，吴颂
今个人音乐会两度冲向
海外，登陆新加坡和日
本。2019年 1月，吴颂今
在新加坡举办“星岛歌飞
中国风——颂今作品群
星演唱会”，这也是 2019
亚洲国际艺术节的开幕
演出。吴颂今特地创作
了《迷人的新加坡》《南洋
的风》等极具南洋特色的
新作，让新加坡的观众为
之倾倒。

2019 年 7 月 22 日，
吴颂今把他的个人音乐

会 带 到 日 本 。 这 场

“华乐飘扶桑——颂今作
品中日名家音乐会”成为
2019 亚洲国际艺术节的
压轴演出，中日两国 30
多位著名歌唱家、演奏
家、红歌星和小童星同台
演 绎 他 的 二 十 余 首 佳
作。本次音乐会颇具巧
思：他请人将《茶山情歌》
《军中绿花》等作品填上
日语歌词；又将《灞桥柳》
《女孩的心思你别猜》等
十余首作品改编为中国
民乐演奏曲，让日本观众
得以跨越语言障碍，感受
纯粹的音乐之美。

2020年秋，随着湖南卫视综艺《舞蹈风暴》
第二季的播出，“最抢手的舞剧男一号”黎星和
“舞剧首选女一号”李艳超开始“出圈”，迅速进
入未曾接触剧场演出的观众视野。3月 12日-
13日，黎星和李艳超将携舞剧《沙湾往事》开启
2021全国巡演，广东艺术剧院为首站。

由广东歌舞剧院重点打造的大型原创舞剧
《沙湾往事》已经走过七个年头，这部以“广东音
乐之乡”番禺沙湾古镇为故事背景进行创作的
舞剧，就像一幅浓缩岭南风情民俗的长卷，在舞
台上将岭南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深刻
感受到岭南文化的精妙和岭南艺术家的风骨。
自2014年首演以来，舞剧《沙湾往事》已在境内
外的40个城市演出超160场。

首站定在广东艺术剧院

《沙湾往事》开启巡演
黎星李艳超来了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黎星和李艳超均毕业
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
院。这对拥有 14 年友谊
的校友兼搭档合作过多部
作品，包括舞蹈《七夕》《紧
握手中枪》、舞剧《沙湾往
事》《大饭店》等。

对于黎星和李艳超来
说，舞剧《沙湾往事》在他们
的舞蹈生涯中意义非凡，这
是黎星成为独立舞者后主
演的第一部舞剧，李艳超也

坦言“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
对的人对的事”。两人塑造
的“何柳年”和“许春伶”令
人印象深刻，技巧高难的双
人舞桥段更是吸睛。此次
《沙湾往事》2021年全国巡
演广州站，黎星和李艳超将
默契回归，再续“沙湾情
缘”，与孙然、王闵瑞等广东
歌舞剧院舞剧团首席舞者
一起，用舞蹈勾画岭南文化
的大美大爱。

黎星李艳超领衔，首演阵容再聚首

演绎传奇故事，舞出广东音乐风采

大型原创舞剧《沙湾
往事》以上世纪三十年代
广东沙湾古镇为背景，以

“何氏三杰”等众多广东音
乐人为创作原型，围绕经
典名曲《赛龙夺锦》薪火相
传的内容主线，用当代舞
蹈艺术元素演绎传奇故
事，并用设计巧妙、优美生
动的舞段诠释经典音乐的
深刻内涵。在近两个小时
的表演中，舞剧《沙湾往
事》上半场讲述个人命运
和情感纠葛的“小爱”，舞
姿细腻动人，而下半场在
对抗外敌的背景下，音乐
家用音乐宣泄满腔悲愤，
表达“大爱”。

音乐方面，剧中除了

以经典曲目《赛龙夺锦》
的创作和演奏作为主要
内容贯穿始终外，还创新
性地融入《雨打芭蕉》《平
湖 秋 月》等 岭 南 特 色 音
乐，让观众深刻感受到广
东音乐的深厚底蕴。舞
蹈道具巧妙地借用了广
东音乐“五架头”乐器、英
歌棒、龙舟鼓等元素，舞
美绘景还原了富有广东
特色的沙湾灰塑、砖雕等
元素，采风环节穿插安排
了粤剧、南狮展演等，整
个舞台的呈现都围绕岭
南文化，观众走进剧场仿
佛被带入旧日的岭南时
光，可尽情领略这独具韵
味的岭南风情。

借鉴电影手法，舞台呈现耳目一新

爱徒陈思思（右）向吴颂今送花 杨钰莹与恩师吴颂今（右）再次同台

廖昌永助阵2017年广州音乐会

走向海外：新加坡、日本音乐会大获成功

黎星与李艳超

舞台呈现如诗如画

北京站与广州站

江西站与上海站

兰州、宁夏与成都站

日本音乐会将多首颂今作品改编为器乐演奏

链接

追寻梦想：
创作自江西起步，难忘恩师栽培情

儿歌爷爷：
童年师从潘振声，西北行满载回忆

吴颂今有“儿歌爷爷”之称

音乐会阵容鼎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