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一支竹笛吹奏母亲爱唱的歌
1949年， 王佑贵出生于湖南郴州宜章县迳口村，

母亲是位爱唱歌的客家妈妈。 无论是在河边洗衣还是
在厨房做饭 ， 母亲总爱唱些家乡小曲 ， 一支接着一
支， 3岁时他就开始跟着母亲吟唱， 童年的王佑贵也
会随着音乐的变化时而喜悦时而难过。 “实际上， 我
是在母亲的歌声中长大的。 母亲不仅养育了我， 更在
我心里播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 赐给我音乐的灵魂。”

母亲的歌声和客家文化是王佑贵音乐道路上的第
一笔财富， 也让他分外感恩。 50多年后， 王佑贵以耗
时十年打造的作品 《相逢皆是客———大路之子》 客家
组歌交响音乐会， 回报并感怀当年的艺术滋养。 王佑
贵曾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 “创作源自我对客家文化
特有的情结 。 在母亲身上 ， 我看到了客家女性的伟
大： 勤俭、 吃苦耐劳、 智慧。 在我心目中， 客家女性
是最值得颂扬的。 组歌的主题就是歌颂客家女性。 另
外， 我母亲在当地是一个刘三姐式的歌仙， 我的创作
源泉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

母亲不仅教会了王佑贵唱歌， 更教会了他如何做
人。 他至今还记得母亲的名言： “少时不努力， 长大
没出息；让别人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多给别人搭台，
才是大将胸怀……” 在母亲的教导下， 王佑贵养成了
勇于把握人生命运、 遇事不怨天尤人的积极性格。

王佑贵小时候学校离家有30里的山路。 路上休息
时， 他就拿出自己亲手制作的竹笛吹母亲唱过的歌。
几年下来， 练就了一手娴熟的吹笛技艺。

15岁那年， 初中没毕业的王佑贵正赶上县文工团
招生。 他就吹着那支自制的竹笛， 凭借灵动的演奏技
巧打动了考官， 顺利成了县文工团的专业演奏员。 然
而，在他那个时代，音乐之路却格外艰辛。 亲历“大跃
进” “文革” “知青下乡” 等所有新中国历史阶段的
他，种过田、开过荒、压过面、榨过油……历经磨难。

后来， 由于种种原因， 王佑贵又回到了秀水河边
生养他的那个小山村， 竹笛便又成了他的好伙伴。 耕

作之余， 他总要到秀水河边吹上几曲。 大概正是尝尽
了这代人的酸甜苦辣、 人生百味， 他日后在创作歌曲
《长大后我成了你》 等一系列歌曲时， 有了充分的心
理积淀。

三十仍学艺，四十要改行

1973年的一天， 县城的朋友告诉王佑贵， 湖南师
范大学的老师要在全省招民族吹管乐学生。 等他赶到
县城时， 负责招生的周家澧老师却离开宜章到郴州市
去了。 于是， 王佑贵一路追到郴州师专， 找到了周老
师。 听了竹笛演奏后， 周老师特准他参加文化考试。
就这样， 王佑贵成了湖南师大艺术系的学生。

上大学后， 王佑贵如鱼得水。 多才多艺的他， 不
仅会唱花鼓戏 ， 而且会吹竹笛 、 唢呐 、 笙 ， 会拉二
胡， 会弹钢琴， 他还通读了唐宋元明清的散曲和小令
等， 对戏剧和文学也十分爱好， 最终， 他以优异成绩
毕业并留校任教， 主责教授湖南民歌等课程。

如果说进入湖南师大是王佑贵音乐道路上的一次
转折， 那么36岁放弃大好前程进京学艺， 就是他音乐
长旅上一次勇敢的冒险。

常言道 “三十不学艺， 四十不改行”。 1985年， 王
佑贵暂时放弃湖南师范大学教师的工作， 以陪读的身
份进京拜中国和声研究领域权威王安国教授为师。 许
多人都不理解他， 放着好好的大学音乐教师不当， 却
要跑到北京来当陪读。 有人说王佑贵在音乐上永远是
不满足的。 他自己却说， 他要牢牢把握住自己的人生
方向和音乐之路。

王佑贵至今仍记得， 在京求学4年， 他搬了六七次
家。 从北京大学西门的一个地下室， 到北京航空学院
后面的平房， 再到西坝河的农民房……每次骑车几十

公里上课， 他总是早早地就赶到学校。 虽然周围的同
学都是王安国教授正式的研究生， 但王佑贵没时间担
心别人的目光， 他为自己有机会学到新的专业知识而
兴奋不已。 就这样， 他边学习、 边工作、 边创作、 边
提高， 先后创作出弦乐四重奏、 赋格、 钢琴与乐队等
多部佳作。

在音乐的创作实践中， 王佑贵往往能够根据歌词
的特点， 针对歌词所体现的地方特色和民族情调， 巧
妙地运用某民族或某地方的特色节奏和音调， 创作出
具有典型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音乐。 这样的作品， 既有
浓郁的民族和地方风格， 又能凸显自己的创作个性 ，
因而他的创作也不断得到老师和业内的认可。 其中，
他作曲的 《活着不容易》 一举夺得1988年全国 “如意
杯” 歌曲大赛金奖。

1989年， 事业渐渐有起色的王佑贵， 又一次做出
了一个让所有人惊讶的决定， 已届40岁的他要放弃已
有的固定生活， 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 去闯
一闯。

熬过严冬的人最懂得春天的温暖

刚到深圳时， 王佑贵身上只带了300元钱。 在深圳
的5年他曾为了下一顿饭而犯愁过； 曾连续 10 个月没
有接到稿酬， 为付不起招待所房租而焦虑过； 曾为没
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室而四处打游击； 也曾打肿脸充胖
子， 招待到深圳投靠他的朋友。

“回头是岸———那是对别人， 对我来说， 回头就
是死路一条 。 ” 也有人劝过他到歌舞厅去 “炒更 ”
（注： 粤语， 指第二职业）， 因为他钢琴弹得不错。 但
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这点清高， 就是不去。 正当窘迫
之时， 一家公司找他编一台文艺晚会， 他爽快地答应

并顺利完成， 获得了第一笔报酬。
除了工作， 不论生活再难， 王佑贵每天还在想着

捕捉创作题材， 从生活中寻找灵感。 机遇往往为有准
备的人开启， 在深圳的第4年， 王佑贵的生活开始有
了转机， 他给好几个单位写了企业作品， 渐渐有了名
气。 几十个企业家联合组成了一个名叫蓝天企业家艺
术团的团体， 王佑贵成了这个团的专职作曲。 有时，
一台晚会全部由他一个人创作。 不久他就被聘为艺术
团总监， 月薪5000元。 王佑贵厚积薄发， 事业开始呈
现了亮色。

他终于买下了一台二手钢琴， 可以经常静静地坐
在琴凳上 ， 忘记各种烦恼 ， 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 。
1992年， 王佑贵读到了著名歌词作家宋青松荣获全国
“虹雨杯 ” 歌词大赛一等奖的歌词 《长大后我成了
你》， 一下唤起了童年和成长的记忆， 在钢琴上反复
弹唱着， 谱成了歌曲。 这首歌从小时候写到长大后对
教师的认识， 写出了从我仰视你到我成为你的情感经
历和深刻认知 ， 在孩子的心中塑造了教师的美好形
象， 在教师心中树立了神圣的责任担当。

1993年， 歌曲 《长大后我成了你》 获得中央电视
台首届MTV大赛金奖。 1994年春晚推出后， 更是大获
成功。 《长大后我成了你》 不再只是一首歌曲， 而是
逐渐成为了一个表达情感的句式。 人们说 “长大后我
成了你”， 并不一定是说 “长大后我当老师了”。 可能
是说长大后从事的职业或者成为了一个像孩提时的榜
样那样的人， “长大后我成了你” 由一首歌词变成一
个句式、 一种思维方式。 此后， 歌曲历经近三十年传
唱至今， 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教育歌曲。

1994年， 由叶旭全、 蒋开儒作词， 王佑贵谱曲的
歌曲 《春天的故事》 再一次唱遍大江南北， 成为人民
群众最喜爱的金曲之一。 说起 《春天的故事》， 却也

是一波三折。 词作家抓住小平同志1979年、 1984年、
1992年三次到南方视察都是春天的共同点， 以白描的
手法、 叙述的笔触， 描绘出邓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
但当时遇到最大的障碍就是歌词与音乐间的融入的问
题， 尤其是如何解决歌词与当时颂歌主流音乐形式相
融合的问题。

王佑贵一时也有些拿不准， 他一遍又一遍地用心
去体味着歌词 ， 体会歌词背后的故事和要表达的意
境。 “1979年， 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 在中国的
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王佑贵感到这个音乐主题像
是在说话， 又像是在讲叙一个极平凡的故事， 与小平
同志的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
国和人民” 这种高尚品德、 人格力量相吻合。 于是几
经酝酿， 他借鉴民歌元素和戏曲元素， 运用了音区、
音色、 音量以及调式调性的对比， 将小平同志的人物
形象与音乐形象进行了有机融合， 表达出小平同志爱
我们， 我们更爱他老人家的思想感情， 于是顺理成章
地又有了 《春天的故事》 的第二个音乐主题， 那就是
人民群众拥戴自己领袖的大众音乐形象。 一首清和悠
扬、 委婉动人的政治抒情歌曲 《春天的故事》 就这样
诞生了。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
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
帆/春风啊吹绿了东方神州/春雨啊滋润了华夏故园//
啊， 中国中国/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你展开了
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一首短短的
歌曲，却容纳着中国一个时代的故事和心声，描述了改
革伟业如何神奇地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命运。
它既满足了政治抒情的宏大与激扬， 又满足了百姓心
态的亲切与柔婉。 朗朗上口的旋律迅疾传唱大江南北，
走入千家万户，成为改革开放的鲜明时代标志。

谈到创作， 王佑贵说， 当初如果我没有在深圳经
历那样的生活， 没有体验过黑夜中的失落， 也就不会
爆发如 《春天的故事》 般那种赞美颂扬的情怀。 “这
不是一首普通的颂歌， 它有江南民歌的韵味， 也有北
方秦腔的高亢； 它是民族的， 又带有通俗味； 它是乡
间俚歌， 又含有高雅艺术歌曲的内涵， 它属于 （上世
纪） 90年代。” 王佑贵说。

继 《长大后我成了你》 《春天的故事》 获得成功
后， 王佑贵又陆续创作了 《我属于你中国》、 《桃花
依旧笑春风》 等众多脍炙人口的歌曲。 期间， 《长大
后我成了你》 《多情东江水》 《春天的故事》 《归去
来兮》 等接连获得中央电视台MTV金奖， 令王佑贵成
为唯一 “五连冠” 得主。

2018：继续放飞春天的梦想

时光流转， 流年易逝。 如今， “老三届” 的王佑
贵已经退休， 但他的艺术生命却从未退休。 就像任何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总是把自己的创作置于社会和时
代之中， 王佑贵也不例外。 他创作的抒情歌曲， 总是
紧紧地与时代、 与中国的发展相结合。 他深深地明白
歌曲创作的社会意义在于表达时代的精神和思想， 这
种表达的具体方式是作曲家对自身和他人内心的解释，
表现的是人们的精神追求和思想体验。

《我们这一辈》 就是王佑贵近年来抒情歌曲的典
型。 “我们这一辈， 和共和国同年岁……上山练过腿，
下乡练过背。 我们这一辈， 真正尝到了做人的滋味，
人生无悔！” 这首知青歌曲的词曲作者和演唱者都是
王佑贵。 他说：“这是我最看重的一首歌。 因为我是1949
年生人， 对共和国有很深的感情， 是真正与共和国一
起成长起来的。 虽然 《春天的故事》 为我赢得了很多
的荣誉，但是我并不满足，《我们这一辈》的创作我花费
了十年的心血。 ”《我们这一辈》的曲调与歌词一样，深
沉而又豪迈， 豪迈中也有些许悲壮。 这歌声， 这旋律，
这歌词， 深深地震撼了那些共和国的同代人。 它唱出
了那一代人的心声，是一代人人生的真实写照。

由雷佳演唱的歌曲 《放飞梦想》 是他和深圳市委
宣传部、 南山区的干部们共同创作的。 王佑贵又一次
感受到春的气息。 就像歌词里所说： “你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 我们共有一个中国梦。” “梦想的种子
播在百姓的心田， 奋斗的日子总有生活的甘甜。” 这首
歌从个人、家庭、团队、城市直到国家的梦想次第展开，
和 《春天的故事》 一样， 充满时代印记。 王佑贵说，
他为了这首歌七易其稿。 “我在童声里做了三次换调，
就好比上山， 上到一个高度， 再往上爬， 换了三次，
也就是爬了三次。” 王佑贵说， “三次换调就意味着
孩子们的梦想一步步升华， 逐步到达了理想的境界。”

今年 ， 由女儿王斯卉演唱 、 王佑贵创作的歌曲
《清凉》 《闲》， 两次获得美国阿卡德米亚世界音乐大
奖， 该奖项为美国知名的独立音乐奖项， 旨在全世界
范围内找寻优秀的音乐及音乐人 ， 为其在全世界
范围内提供优秀的展示平台。 明年4月， 王斯卉即将
赴美国洛杉矶领奖。 而根据评委会的规定， 同时在一
年荣获两次奖项将被提名为 “最佳年度艺术家”。 王
斯卉早年留学海外 ， 毕业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
2012 年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获得MBA学位 。
2017年创立北京高维文化， 并打造生活修行平台 “一
心雅致生活”。

女儿的成才与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 也最
令王佑贵感到欣慰 。 他感到了新时代的春天已经来
临。 近年来， 王佑贵创作的作品题材广泛， 民族风格
浓郁， 时代感强烈， 他擅长用抒情歌曲的体裁来反映
生活， 抒发他对生活的热爱， 对祖国的热爱。 他的作
品被评价为 “描绘浓缩了一个多彩的时代， 真诚地用
音乐倾诉着对人民的热爱”。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他又与田地合作创作
了歌曲 《告诉》， 已由歌唱家陈思思多次演唱并广为
流行。 王佑贵常说： “从1978到2018， 改革开放让中
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
跃， 未来， 我还要继续坚持面向生活、 反映生活， 在
民族性中体现通俗性， 在通俗性中体现艺术性的创作
思路。 就像歌曲 《放飞梦想》 中所唱： ‘昨天的故事
讲给希望的春天， 时代的歌谣唱入人们的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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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革开放创作时代强音
———听著名作曲家王佑贵讲述时代、命运与个人的故事

每个时代都有振奋人心的歌曲， 如抗战时期的 《义勇军进行曲》， 革命时期的 《东方红》， 改革开放时期的 《春天的故事》 ……这些歌曲像一面面旗帜， 凝
聚同时代人们的意志， 引领人们前进的方向。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到来之际， 中国社会生产力、 综合国力、 人民生活水平早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几代中国人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逐步实现。 正如歌曲 《春天的故事》 描述的那样： “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 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 中国啊中国，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
新步伐， 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而这首歌曲的曲作者， 就是著名作曲家———王佑贵。

王佑贵作曲的 《长大后我成了你》 《我属于中国》 《多情东江水》 《足迹》 《我们这一辈》 《桃花依旧笑春风》 等音乐作品家喻户晓， 广为流传， 被中国文
联授予 “德艺双馨百佳艺术家” 称号。 日前， 记者采访到王佑贵老师， 听他讲述那些关于自己与时代、 命运的故事。 王佑贵在深圳大学指导排练

王佑贵（右一）参加江西卫视音乐活动现场 王佑贵指导合唱团排练 王佑贵的女儿王斯卉在录音现场

■他曾用旋律告诉人们有一种真诚的幸福叫 “长大后我成了你”；

■他笔下 《春天的故事》 迸发出改革开放年代最为强烈的情感呼喊；

■他的 《我们这一辈》 唱出了一代人的无悔年华；

■他常说是改革开放带来命运巨变， 要永远 《放飞梦想》；

■他就是时代强音创造者、 著名作曲家王佑贵。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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