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2月19日 ， 身着旗袍的周芷诺站在央视
《星光大道》 舞台中央， 以甜美的歌声和精湛的表演征
服了现场的观众和评委。 尤其在 “家乡美” 的环节，
周芷诺怀着对家乡的热爱， 和对母爱的由衷礼赞， 深
情演唱了歌曲 《礼》。 她发自内心地歌颂家乡， 感恩所
有帮助过她的人， 感动了每一个人。

近日， 记者采访了今年27岁， 端庄秀丽的周芷诺。
谈到走上 《星光大道》 舞台， 她激动地说： “我想通
过 《星光大道》 的舞台感谢家人、 亲朋好友以及所有
人的关爱和帮助， 同时用歌声传唱正能量， 传唱大爱
无疆。”

小时候在田地里和奶奶学京剧

1989年秋季的一天， 周芷诺呱呱坠地。 母亲看着
怀中的女儿， 给女儿起名芷诺， 期盼女儿长大后能够
具有优良的品质， 其中暗含着她培养女儿的一片良苦
用心。 幼小的芷诺在咿呀学语时便表现出奇特的音乐
天赋 。 “电视 、话匣子里放出歌声时 ，站立不稳的芷
诺就晃动着小身子 。” 母亲甜美地回忆着 ， 芷诺能
够行走后 ， 经常坐在曾为镇文化站站长的爷爷旁
边 ，听他拉二胡。 会说话时，家里的录音机一放歌曲，她
就跟着唱。

芷诺五六岁时，时常跟着爷爷奶奶到田间地头玩
耍。 爷爷奶奶干活累了便坐在大树下， 爷爷拉二胡，
奶奶唱， 芷诺也跟着奶奶一起唱。 芷诺说，奶奶教我唱
《红灯记》 片段， “奶奶你听我说……” 芷诺情不自禁
地唱起了 《红灯记》片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在芷诺大约六岁时， 父母离异。 从此， 小芷诺与
母亲面对生活的挑战， 变得更加坚强。 母亲在生活窘
迫的情况下， 给女儿找了一位老师， 教女儿吹竹笛。
后来， 又让女儿上电子琴辅导班， 为学钢琴打基础。
母亲在微薄的工资中， 攒钱订购了一架电子琴。 在电
子琴还没有到家的这段时间里， 芷诺只能听完课， 回
到家中在纸板上画的琴键上练指法。 她练得如痴如醉，
仿佛就在真的电子琴上弹奏。 几堂课下来， 在全班学
生中， 芷诺弹奏得最好。 电子琴买到家后， 她已经开
始弹奏比较难的曲目。 老师也非常喜爱刻苦的芷诺，
对芷诺一对一单独授课。 老师的用心栽培， 让小芷诺
倍感温暖。

去济南拜师常宗汶学扬琴

上小学后， 芷诺又拜县文化馆李燕为师， 学习她
喜爱已久的扬琴。 芷诺说： “扬琴凝聚了我对竹笛、
电子琴 、 葫芦丝等乐器的情感 ， 整个人坐在琴前 ，
前面仿佛是音乐的海洋。” 所以， 她的扬琴演奏水平提
高很快。 有一天， 李老师对她说： “为了更快提高水
平， 我把你介绍给我的老师学习吧。” 就这样， 11岁的
芷诺随着母亲和李老师来到了济南， 拜山东艺术学院
常宗汶副教授为师。 从此， 她的扬琴弹奏水平有了新
突破。

每周两次到济南学琴， 芷诺都是自己去。 芷诺记

得， 第一次从平原县到济南的那一天， 是早晨5点多
钟， 马路漆黑， 行人稀少， 寒风刺骨。 芷诺的家与火
车站有10多分钟的路程。 母亲执意要送芷诺去火车站。
懂事的小芷诺说： “妈， 您不要送我了， 我没事。 您

放心吧！” 母亲把芷诺送出家门， 担心地目送着芷诺走
进漆黑的路。 芷诺坐上绿皮火车， 听着 “咣当、 咣当
……” 车轮碾压轨道的声音， 大约一个小时后到达济
南， 再转乘公交车到达老师家。 芷诺就是这样， 往返
了六个春秋。 冬天， 芷诺舍不得买手套， 手都冻粗了，
僵硬了， 弹奏都很吃力。 夏天， 沉重的背包， 汗水浸
透了芷诺的后背双肩。 时间长了， 平原县火车站的师
傅们注意到这个经常独自坐火车的小姑娘。 很懂礼貌
的小芷诺告诉师傅们， 自己到济南是去学习， 师傅们
都非常疼爱独立自强的小芷诺， 对她很关照。 在春运
繁忙、 火车票非常紧张时， 芷诺买一张站台票， 师傅
们就让她上火车了。

母亲积攒微薄稿费给芷诺交学费

2016年5月8日母亲节这一天， 由周芷诺作曲、 刘
强作词感恩妈妈的歌曲 《唱给妈妈的歌》， 温情推出。
“……妈妈含辛茹苦把我养育大…… 我要唱首歌 /哦 /
唱歌给妈妈 /孩儿在外面好好的/ 妈妈您放心吧……
/我要唱首歌/ 哦 /唱歌给妈妈 / 感谢妈妈这一辈子/
操劳和牵挂……” 芷诺说： “母亲的爱是海洋， 我觉
得这句话毫不夸张。”

芷诺从上小学到中学， 从高中再到大学研究生 ，
13年的学费， 外加各种器乐和声乐的学习， 靠母亲微
薄的工资远远不够。 母亲说： “她什么时候找我要钱，
我都说有。 因为我不能给她压力， 不能让她说出 ‘妈
妈拿不出钱， 我不学了’ 的话。” 为了给芷诺交学费，
母亲在工作之余， 给多家报刊杂志供稿写文章， 经常
写作到深夜， 然后把微薄的稿费积攒起来， 用在芷诺
的学习和生活上， 而自己始终穿着几年前的旧衣裳。

芷诺记得， 在德州市第二中学上高中时， 母亲为
了让她更好地学习和练琴， 就在学校对面租了一间环
境幽静的房子， 但她为了减少家庭开支， 又找了两位
女生合租。 “我要尽可能地减轻母亲的压力， 而且和
同学们一起也能够互相帮助， 共同提高。” 芷诺说。

2005年， 善良的继父走进了芷诺的生活。 2007年
的一天晚上， 天上飘着雪花。 芷诺从济南学扬琴回德
州， 继父又一次到火车站去接她。 父女俩走到一个路
口时， 一辆无牌的轿车失控地冲向他们。 继父本能地
将芷诺推向路旁， 自己却倒在地上， 鲜血染红了雪地。
“爸爸， 你醒过来呀， 爸爸……” 任凭她怎么喊， 继父
还是昏迷不醒。 在医院里，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 芷诺

在床边守着， 祈祷着， 希望继父平安无事。 继父手术
之后， 昏迷了几天， 终于醒了过来。 芷诺抱着继父放
声痛哭 。 继父生病花销巨大 ， 懂事的芷诺想要放
弃学业去赚钱。 她说： “一家人在一起， 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是最大的幸福。” 但被继父断然拒绝， 继父
说： “这个家就是你永远的后盾， 家人永远支持你。”

学习刻苦感动老师免收学费

芷诺在上高中期间， 仍然以学扬琴为主， 但她又
想同时学习声乐。 几经辗转， 她找到了小时候的音乐
启蒙老师、 德州市文化馆馆长孟昭君老师。 孟老师知
道芷诺虽然家庭困难， 但是执着梦想， 求知若渴， 决
定免费教芷诺学习声乐。

2008年， 四川、 浙江的艺术类学院都给芷诺发来
了高考录取通知书。 但是为了能照顾母亲， 照顾家，
她毅然选择了家乡的德州学院音乐系。 杨光伟老师是
芷诺大学时期的声乐老师 。 看到芷诺强烈的上进心，
杨老师对芷诺非常用心地引导启发， 而且对芷诺的未
来做了重要规划。

从此， 芷诺调整坐标， 把声乐学习作为主攻方向，
摆在学业的首位。 在第三个学年的时候， 杨老师把芷
诺带到自己的老师、 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林梅老师家
里。 芷诺给林梅演唱了意大利和中国歌曲。 林梅对芷
诺的嗓音条件和综合素质都很满意， 同意辅导芷诺。
芷诺对林梅说： “林老， 我一定努力考上您的研究生，
不辜负您的期望！”

考研的梦想一旦确定就全力以赴。 除了跟林梅老
师学习唱功和音乐理论之外， 考研的第一关是考文化
课， 而考文化课难点是英语， 很多考生就是被英语挡
在了研究生的大门外。 为此， 从大三开始， 芷诺就恶
补英语， 每天熬夜学习。 研究生文化课考试成绩即将
公布时， 芷诺忐忑不安， 当她看到英语成绩超过及格
线后，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接到山东艺术学院的
研究生入学通知书时， 她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社会各界助力登上《星光大道》

芷诺说： “我每阶段都有一个目标和梦想。 上本
科后的梦想是考研究生。 考上研究生后的梦想就是登
上 《星光大道》 的舞台。” 2014年夏天， 即将读研三的
芷诺报名参加了央视 《星光大道》 的海选， 并且顺利

通过了。 但是， 由于既要写毕业论文， 又要参加社会
实践， 还准备自己的毕业独唱音乐会， 各种事情接踵
而至。 她分身乏术， 只能婉言暂辞了 《星光大道》 导
演无数次的邀请。

2015年7月， 芷诺经过刻苦努力， 顺利取得硕士学
位。 8月， 《星光大道》 导演就迫不及待地给芷诺打电
话， 让她参加 《星光大道》 演出。 接到电话后， 她便
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在备战 《星光大道》 期间， 继
父不仅一直鼓励她， 还从宏观到微观， 从演艺细节到
服装修改， 从环节串联到情绪平衡， 都给予了细致入
微的建议。 同时， 芷诺还得到了很多单位和粉丝们的
无私支持。 其中一位贾叔叔知道这件事情后， 在他的
天香茶社里成立了 “星光沙龙”， 挂上了 “星光大道粉
丝俱乐部” 牌子。 他们每天聚在这里商量节目方案一
直到深夜。 县里也责成宣传部、 文化局等有关部门参
与指导。 芷诺说： “这些真诚的爱让我在前行中倍感
温暖， 充满自信。”

在表演中， 有一套陶瓷编钟引起主持人朱军和小
尼的浓厚兴趣。 芷诺向朱军和小尼及在场的观众讲述
了陶瓷编钟的故事： 从中学开始， 芷诺每年都利用假
期到平原县安华瓷业公司打工， 挣来的钱补贴家用。
工作之余， 她经常用小木棍敲打一些瓷器或者酒瓶 ，
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 公司总经理王志平看在眼里，
他非常喜欢这个懂事且具有灵性， 又勤奋好学， 对音
乐痴迷的女孩。 特别是芷诺敲打各种酒器的声音， 对
他触动很大。 他与董事长商议决定， 为芷诺设计一套
陶瓷乐器。 在设计师王威的参与下， 半年后， 一套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陶瓷编钟送到了芷诺手中。 芷诺抚摸
着精美绝伦的编钟， 眼泪忍不住流下来。 她暗暗决心，
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更感人的一幕是， 在年度总决赛上， 芷诺将两名
家乡的留守儿童带上了舞台。 孩子的父母在北京打工，
孩子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 芷诺发自内心地说： “今
天借助星光大道的舞台， 把孩子带到北京来， 主要是
让他们见到在北京打工的爸爸妈妈， 他们非常想念爸
爸妈妈。 同时希望全国的观众关注身边的留守儿童，
关注他们的生活， 关注他们的成长。”

为留守儿童歌唱《等你回家》

芷诺上大学后， 经常利用假期到乡村小学为学生
免费上音乐课， 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到音乐的熏陶和艺

术的感染。 芷诺在简陋的教室教小学生们唱歌， 在坑
洼不平的操场上与他们做游戏， 听他们讲在家留守、
盼望爸爸妈妈常回家看看的渴望心情。 看到他们常年
失去父母的陪伴、 呵护， 芷诺不由地想到自己的童年。
记忆里， 由于工作忙， 无暇顾家， 母亲经常是早上把
一天的饭做出来。 芷诺经常是脖子上挂着钥匙， 兜里
揣着学生卡， 自己去上学， 晚上在家写作业等着母亲
回家。 后来， 芷诺曾把儿时的感受写成了一首歌。 芷
诺说： “看到他们我感同身受， 我小时候也有过类似
的经历。”

一个偶然的机会， 当芷诺拿到由陈兴玲和陆城老
师创作的 《等你回家》 这首歌的时候， 她爱不释手。
“……回来吧/回来吧 / 孩子在画啊一张画 /画出一条
回家路 / 等你回家/等你回家 ……” 2016年， 芷诺与
《星光大道》 2010年度总冠军， 也是农民出身的刘大成
合唱的这首 《等你回家》， 红遍网络， 被网友们称为
“最暖心歌曲”。 之后， 这首歌又登上了央视 《天天把
歌唱》 栏目。

这些年， 每到中秋节， 芷诺都要到敬老院看望老
人们， 与他们一起包饺子， 唱歌、 跳舞、 拉家常。 有
一年的中秋节， 芷诺在北京的演出事务非常多， 但因
为割舍不下敬老院的老人们， 还是推掉这一天的演出，
赶回到敬老院。 她进门的那一刻， 看到了老人们望眼
欲穿的神情， 心顿时被融化。 老人们看到了芷诺出现
在门前， 一阵欢呼。 芷诺紧紧握住老人们的手， 热泪
盈眶。 老人抱着芷诺竟像孩子般地哭着说： “我们一
直在盼着你， 以为你不来了呢！”

芷诺不仅关爱着留守儿童、 敬老院的老人们， 还
时刻关爱着残疾人朋友们。 芷诺在上大学第一学年的
时候， 就带着学习用品到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看望残
障学生。 芷诺来到北京后， 被北京市让爱飞翔残疾人
艺术团聘为 “残疾人爱心大使”。

芷诺来到这家艺术团了解到， 他们尽管听不见 ，
但他们原创了舞蹈 《千手观音》， 参加了2008年北京残
奥会的演出， 出访十几个国家， 给世人以艺术享受，
展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 她为之动容， 呼吁道：
请多关注身边的残疾人朋友， 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爱！

采访中， 芷诺对记者说： “我感恩生我养我的这
片土地， 更感恩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会通过自己的
不懈地努力， 不断提升自己， 为家乡、 为祖国、 为社
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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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阎义

乘着歌声的翅膀传唱大爱无疆

2017年8月， 由新生代音乐人周芷诺演唱的歌颂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歌曲 《狼牙山颂》 出炉。 这首歌一经推出， 迅速红
遍网络。 周芷诺究竟是何许人也？ 周芷诺， 生长在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一个普通的家庭。 在她追求艺术梦想的道路上， 得到了
来自家庭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爱与支持。 她不负众望努力创作， 逐渐成长为集作词、 作曲、 演唱、 器乐演奏等才艺
为一身的乐坛新秀。 2015年底， 她闯入2015年度 《星光大道》 总决赛。 近年来， 她先后被聘为全国 “农民工形象大
使” “残疾人爱心大使” “中巴友好使者”。 她说： “我会用我的歌声把爱回馈给社会。”

新生代音乐人周芷诺

在河北易县为残疾村民演唱

和刘大成在演唱《等你回家》

为餐厅服务员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