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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为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大力弘扬伟大
的抗战精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
日就相关电视剧的播出下发通知，
督促各播出机构严格把关，“不得播
出违背常识常理、随意戏说解读历
史、过度娱乐化的抗战题材电视
剧”，并从新创作和已播出抗战题材
电视剧中精选出《太行之脊》等 24
部剧，作为各级电视台播出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抗战题材的文
艺创作一直非常活跃，《地道战》《地
雷战》《铁道游击队》《苦菜花》《小兵
张嘎》等红色经典作品影响深远。

新时期以来，抗战题材电视剧创作
更是高潮迭起，涌现出以《延安颂》

《八路军》《新四军》《亮剑》《太行山
上》《战长沙》《黄河在咆哮》等为代
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品。它们的共同
审美特征就是以高度的艺术真实彰
显伟大的抗战精神。

恪守艺术真实、力戒艺术虚
假，是抗战题材电视剧创作的一条
基本原则。在具体实践中，应着力
把握好两个“优先”：

优先挖掘、表现抗战历史中那
些彪炳史册并折射出历史本质规律
的重要战役和战斗。如 《延安颂》
全方位再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

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坐镇延安，全
面指挥根据地军民开展独立自主的
敌后游击战的光辉历程；《八路
军》《新四军》 则深刻揭示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力量以
弱胜强、不断壮大的历史逻辑。这
些作品立足于重大历史事实，以诗
意的镜头表现历史，折射出深邃的
历史意蕴，彰显了震撼人心的崇高
之美，值得学习借鉴。

优先讴歌抗战历史中涌现出来
的人民英雄。我们既要讴歌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朱德、
刘伯承、叶挺这样的领导人，也要讴
歌《吕梁英雄传》主人公雷石柱、《亮

剑》主人公李云龙、《黄河在咆哮》主
人公郑川这样的普通英雄，他们不
同于历史上其他英雄人物的最鲜明
标志，就是人民利益、集体利益和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体现了人民英
雄的本色。倾情讴歌从抗战中走出
来的这些真实的人民英雄，着力揭
示他们成长历程中的心理动因和精
神嬗变，是书写抗战史诗、弘扬抗
战精神的又一重要途径。

对于历史剧创作来说，历史真
实是艺术真实的前提，这既是早已
为古今中外文艺创作所证明的美学
铁律，更是防止抗战题材电视剧出
现艺术虚假的有效策略。我们要深
入历史，敬畏历史，实现艺术真实与
历史真实的有机统一，着力创作出
更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抗战
文艺作品，抒写好伟大的抗战精神。

扎根传统，扎根生活

赵季平父亲赵望云是国画大师、
长安画派创始人，其兄赵振川是长安
画派扛旗人。1972 年，父亲画了一
本册页送给赵季平，封面写着“生活
实践是艺术的源泉”，现在“泉”字
已经被磨得无法辨认。赵季平每次看
到父亲的作品，都有一种高山仰止的
感觉：“他是从生活中间过来的，我
实际上只是他艺术思想这棵大树在音
乐上伸出来的一枝。”

从小受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
统，一手伸向生活”艺术思想的熏
陶，“传统”和“生活”一直是赵季
平半个多世纪音乐之路的关键词。

1970 年大学毕业后，赵季平被
分配到陕西戏曲研究院，与他怀揣的
交响乐梦想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当
时父亲正在摘棉花，知道我分配了，
他高兴得很，说分得很好。我在学校
学的都是西洋作曲技法，他认为我到
民族音乐的老窝子里去学习会有巨大
的好处。”当年父亲的话，赵季平至
今仍然记忆犹新。

赵季平牢牢记着父亲的叮嘱，
在戏曲团体一待就是 21 年。他深入
地研究民间音乐：秦腔、老腔、碗
碗腔……加上童年时期父亲就经常
带他看京剧、豫剧，与大艺术家往
来，他的艺术生涯一直被传统文化、
民间文化滋养着。

民族精神，华夏之声

“我在学生时期就对民族民间文

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痴迷，对自己民
族的东西，我心底一直怀着深深的
爱。”赵季平说。在他看来，创作者
要一竿子扎到生活中去，切身感悟中
国这片土地最打动自己的东西，以爱
和深情去触摸这片广袤、大气、苍凉
的土地，感受这片土地的深沉和温
暖。他常常和学生们说，只有爱自己
的文化，才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君
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本”就
是要爱自己的传统文化。

植根民族传统的沃土，让赵季平
的作品无时无刻不保持着一种独特的
中国气韵、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好汉歌》 的音乐动机取自郓城民歌
《呀儿哟》 和单县民歌 《王大娘补
缸》，《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借鉴了
秦腔，电视剧《大宅门》主题曲揉进
了京韵大鼓、京剧、评剧、豫剧、梆
子等戏曲元素。他热爱并且擅长使用
传统乐器，唢呐、埙、南音尺八、排
箫、古琴、京胡、板胡、琵琶、三
弦、马头琴、腰鼓等乐器，在《红高
粱》《菊豆》《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

《心香》 和 《霸王别姬》 等作品中都
被运用得炉火纯青。

2019 年中秋前夕，已经 74 岁的
赵季平在苏州排练新创作的《风雅颂
之交响》。作品取 《诗经》 中风、
雅、颂之乐调，分为 《序·颂》《关
雎》《玄鸟》《幽兰操》 和 《国风》 5
个乐章。这部作品后来到香港演出，
由香港一个民间合唱团演唱，团员来
自香港各行各业。唱完歌曲之后，合
唱团团员非常激动，表示从音乐中感
受到了民族力量、爱国情怀。他们给
赵季平写了这么一段话：“呕心沥血

风雅颂，古风新作绝佳篇。是您让我
们改变了对传统民乐的印象，这是我
们一生的荣幸。民族精神，华夏之声，
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
赵季平看了之后深受感动。

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对话

赵季平热爱传统却不拘泥于传
统，他总是在寻找传统与时代的对
话、与世界的对话，正如父亲教诲他
的：艺不压身贵在学习，艺无常规贵
在创新。

“你看俄罗斯柴可夫斯基、法国
德彪西这些人，他们的作品写到了俄
罗斯和法国老百姓的心坎里，写到老
百姓的心坎里也就能传播到全世界。
我们也应该是这样，要静下心来写出
和世界对话的中国作品，写到我们老
百姓的心坎里，才能真正和世界对
话。”赵季平说。

赵季平小时候爱看豫剧。豫东
与鲁西的音调差不多，他就把山东
单县小调 《王大娘补缸》 拿来加以
改造，一气呵成写成了 《好汉歌》
的曲调。电影 《红高粱》 有一段音
乐，他用 36 支唢呐模拟人声呐喊，
唢呐声背后又有笙，采用了当时罕
见的写法，效果非常强烈。彼时正
是改革开放大潮刚刚掀起的年代，
那段音乐恰好体现了当时中国人内
心的激情澎湃。

赵季平认为，越是民族的东西越
要与时代同步，越要走向世界、感染
世界。电影《红星照耀中国》讲述了
埃德加·斯诺突破重重封锁前往西北
革命根据地，见证了毛泽东、周恩来
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伟人风采，并
向全世界第一次揭示“红色中国”的
一段真实历史。赵季平为其配乐时也
紧扣时代脉搏，“要让现在的年轻人
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始
终不忘初心”。

1995 年，赵季平作为亚洲唯一
代表应邀到瑞士参加第二届国际电影
音乐节。在音乐节上，美国纪录片导
演阿兰·米勒拍摄的纪录片 《音乐家
赵季平》 在全球发行播出。紧接着，
华纳唱片公司为赵季平出了唱片，这

是华纳第一次为中国人出唱片。赵季
平以带有鲜明民族风格、民族精神的
音乐走向世界。

不忘初衷，世代传承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
世之心。在艺术世家的熏陶和传承
下，赵季平的儿子赵麟子承父业，已
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作曲家，参与创作
了 《芳华》《一声叹息》《和你在一
起》《人间四月天》《使至塞上》等影
视音乐作品。

2004 年，赵麟与大提琴家马友
友合作，为其“新丝绸之路”乐团进
行创作，其中3首作品收录在马友友
专辑 《Enchantment》 中，该唱片于
2005 年 获 得 全 球 古 典 唱 片 销 售 冠
军。2019 年，赵麟创作的大提琴和
琵琶双协奏曲《逍遥游》在纽约林肯
音乐厅成功演出，谢幕达 4 次之多。
作品借庄子名篇 《逍遥游》 物我两
忘、闲适自得的意象，抒发了中国人
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诠释
了中国文化博大深厚的内涵。

在创作上，赵麟始终沿袭赵家几
代人秉承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
向生活”以及“创作是为了人民”的
艺术理念。虽然他现在已经成绩斐
然，但父亲赵季平还是经常提醒他，
身处繁华大城市别迷失了自己，不要
在纷繁忙碌中忘记了为人民而作、为
时代而歌的初衷。受家庭环境影响，
赵麟的女儿赵珈婧云从小热爱中国传
统文化，喜爱中国古典诗词作品，14
岁就走上了音乐道路。凭借天分和努
力，现在的她已经初露头角，电视剧

《白鹿原》 片头曲中的那段童谣就是
由她演唱的。

看着赵珈婧云一步步成长起来，
赵季平经常回想起自己的小时候。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立志当一
名音乐家，冥冥中有一种使命感。伴
随人生阅历增长，这种使命感逐渐清
晰起来，那就是创造中国自己的黄钟
大吕。我相信经过几代人努力，中国
音乐将在世界音乐之林中获得应有的
地位，为人类音乐文明作出更大贡
献。”赵季平坚定地说。

夏天正是户外演出好时节，剧场
限流30%的当下，全国已有多座城市
开启涵盖演出的消夏活动，成为拉动
夜经济、促进文化消费的有效手段。
与美食摊铺、新潮文化市集的搭配，
也为蛰伏中的演艺行业打开了局面。

“演出+市集”成为上海今夏
户外文化空间的标配。7 月 20 日
拉开帷幕的上海夏季音乐节，将
在黄浦区城市草坪音乐广场举行7
场户外音乐会，并举办“馄饨皮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夜市”。富
有夏天气息的市集，摆有各式与音
乐有关的文创产品，如小型打击乐
器、音乐家小像、黑胶唱片、印有
音乐家头像的文化衫等，吸引了不
少人“买买买”。7 月至 8 月的周
末，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户外舞
台演出季”将上演 28 场演出。演
出季开幕之日，“仲夏夜之梦”市
集开张，其中，后备箱市集成了一
道亮丽风景线。摊主们售卖的饰
品、玩具、鲜花、文创小物，吸引
不少观众和行人驻足。

随 着 广 州 启 动“YOUNG 城
YEAH市”（羊城夜市）夜间消费节，
正佳广场、天德广场、VT101维多利
广场日前纷纷在户外广场举办市
集。各式各样的摊档吸引大批人流
驻足参与，乐队表演、音乐秀、街
头艺术等活动，让市集现场更具体
验感和互动感。在天德广场“壕市
集”现场，有不少明星网红在进行
抖音直播，市民们与他们近距离见
面，见识现实生活中的直播带货。
小提琴演奏、闪片舞、电音派对、灯
光秀等表演穿插进行，让人感觉置
身于外国街区。

7 月至 8 月，北戴河黄金海岸
的海边小镇阿那亚，准备了一份轻
松而丰富的夏日生活提案：乐队演
出、手作市集、艺术展览……这个夏
日的每个周末，都将有音乐人出现
在海边舞台，带来久违的精彩。与
这场日落音乐节同时举办的，还有

“夏日无限”“不复古，无夏天”“与自
然共生”3 个主题市集，琳琅满目
的邻居手作、精品美食、趣味文

创、二手货品、品牌联名场，令夏
日海滩充满时尚烟火气。

“演出+市集”模式在各个城
市的流行，让不少业内人士看到了
演出行业复苏的新机。相比剧场内
的演出，户外舞台并非搭个台就能
演，“演出+市集”模式对如何控
制成本、保证演出质量、适应市集
的现场气氛以及应对种种复杂性和
不确定性，都相应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业内人士认为，演出机构需要
用更为精细化的管理和服务，提升
大众观演体验，为提振城市消费注
入更多文化活力。

赵季平：

把音乐写到老百姓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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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妹妹你大胆地往前
走”……提起作曲家赵季平，总有一首首经典旋律回响在人
们心中。在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赵季平创作了逾千部音乐
作品，其中既有《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大话西
游》《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白鹿原》《水浒传》
等优秀影视配乐，也有交响乐、协奏曲、室内乐、歌剧、民
族管弦乐、舞剧、艺术歌曲等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题材之
广、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叹服。他坚持从民族民间汲
取音乐养分，为人民创作，以传统和世界对话，因此被誉为

“最具东方色彩和中国风格的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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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写伟大的抗战精神
郭明明

歌声流淌 历久弥新
侯凯峰

著名歌手罗大佑在节目现场演唱 出品方供图

上海夏季音乐节户外演出 图片来自上海交响乐团微信公号

赵季平 （中） 和儿子赵麟、女儿赵珈婧云 本文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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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歌
声，但经典歌曲并不因时代的发展
变迁而被抹去印记。作为时代的镜
子，经典歌曲深刻地折射出社会的
运行轨迹、大众的思想动态及审美
取向。回溯祖国大陆流行音乐的发
展历程，不能不提广东这一改革开
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既是港澳台流
行音乐进入内地的中转站，也是中
国原创流行歌曲的苗圃，在流行音
乐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广东卫视打造的音乐文化节目
《流淌的歌声》 第二季目前已经播
出过半。节目邀请华语乐坛的实力
唱将，精选改革开放 40 年来涌现
出的华语金曲进行重新演绎，让其
在经典传承和创新传唱中焕发全新
活力，在个体记忆和时代记忆的交
织中触发情感共鸣，在青春奋斗和
家国情怀共振中点燃观众期待。

《走四方》《光阴的故事》《前门情
思大碗茶》 ……说不尽的人间烟
火，唱不完的世间风情，时代记忆

随着经典歌声，缓缓向心灵深处下
潜、蔓延。而与经典歌曲一起成长
的歌手们，通过重唱经典，穿插讲
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奋斗过程，为
经典赋予了更为璀璨的人文记忆，
在流淌的时光中历久弥新。

王铮亮再唱 《时间都去哪儿
了》，不仅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对时
间流逝的慨叹，更延伸出“时代同
行人”彭彬等众多扶贫工作者的乡
村记忆。节目通过邀请驻村扶贫干
部参加节目等方式，聚焦“脱贫攻
坚”“全面小康”等重大主题，折
射出无数正在追梦的人谱写的奋斗
与奉献之歌，串联起每个参与者心
中难以忘却的时代记忆，赋予观众
向前、向上、向好的拼搏动力。

正如主持人赵屹鸥所说：“当一
首歌的个体记忆，变成了群体的记
忆，就能作为经典一代代流传下
去。”《流淌的歌声》重温社会变革，找
寻时代故事，让观众在润物细无声
中实现了与歌者共情，与时代共振。

◎人物◎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