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 记 ——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台湾校园流行歌曲传入内地后，“出口转内销”的《读书郎》开始被歌迷们所热唱，
宋扬在抗战期间利用贵州安顺汪家山苗族芦笙音调创作歌谣的传奇故事，也渐渐为听众们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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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头寨出来已近中午，十分钟便来到黄果树瀑布商业街，传说中“银雨
洒金街”的胜地。吃饭时，闷雷般轰隆作响的声音作为背景，就一直回荡在耳
边，黄果树瀑布以先声夺人的气势出现。穿过盆景园，走下台阶，转身时瀑布
犹如“美目盼兮”的女子突然间摘下神秘的面纱，在猝不及防间展示风华绝代
的美丽。

三月，没有那种银浪滔天的磅礴气势，但见瀑布清瘦秀雅，别有一番轻
流曼舞的婀娜风姿。“若冰绡之被玉肌，烟彀之笼皎魄。”越走近，声响越巨
大，水雾越弥漫，空气越湿润，身体越清凉。瀑布泻落在犀牛潭中击起的水
花和撞击在岩石上产生的水汽，形成无处不在的雾气笼罩整片峡谷，使人深
深沉浸其中，恍如仙境。

感受到的山水和花草都是湿漉漉的性感，莫非犀牛潭是冰清玉洁的仙女们
沐浴戏水时的池塘，而洁白无瑕的瀑布只是她们玩耍时晾挂在天地草木间的飘
逸衣裳？“素影空中飘匹练，寒声天上落银河。”真如此也！想入非非中，似乎连
人也跟着暧昧起来。聆听着震天动地的瀑布声，似乎山谷在一层层往外扩张，
胸膛也在一寸寸扩展延伸，原来心与自然的脉搏在同时跳动，心旷神怡。

终于下到谷底，站在17米深的犀牛潭前，只见飞瀑映落处碎玉四溅，银珠
轻扬，如情深深蒙蒙雨，浸润了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一种被抚摸被亲昵的震颤瞬
间像电流般涌遍全身。抬头仰望“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黄果树，原来由四支水流
组成，轮廓分明。第一支和第四支水势较小，下部散开，随风而动，翩翩起舞，秀
美；第二支水量最大，如万马失蹄，千军扑地，似银河决口，从九天崩泻而下，豪
壮；第三支水流略小，上大下小，中间有凸石阻击，水珠飞花四溅形成薄薄水帘，
潇洒；这是在演奏一曲热烈而壮阔的《黄河大合唱》吗？

一条瀑布，变幻出万千造型，恐怕世间再倾国倾城的绝世美女，到此相比都
要黯然失色。以佳人有限的妆容去面对大自然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怎么可
能取胜呢？不仅如此，日出、黄昏、月夜和风雨天，瀑布还会有更妩媚或更妖娆
的身姿展示，只需浅浅一笑，便足以迷倒众生。清代著名书法家严寅亮赋诗：

“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霞似锦，何须梭织天生成。”这就好比一场赏心
悦目的交响乐，时而激昂澎湃，时而深沉婉约，在跌宕起伏中倾诉渊博的思想，
在抑扬顿挫中演绎精彩的故事。

徐霞客曾经华丽描写过黄果树瀑布：“透陇隙南顾，则路左一溪悬捣，万练
飞空，溪上石如莲叶下覆，中剜三门，水由叶上漫顶而下，如鲛绡万幅，横罩门
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数计，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所谓

‘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俱不足以拟其壮也。”今日所见，当如徐公所言也。
沿着湿滑的山路往半山腰水帘洞走，来到齐天大圣的地界了。浓厚水汽形

成水滴，密密麻麻在洞内嘀嗒不停，也因此造就了千奇百怪的钟乳石。六个洞
窗外，全部是俊逸的水帘，洞外是交响乐，洞内却是轻音乐，洞外阳光，洞内阴
森，这究竟是上仙居住的天庭瑶池，还是妖怪出没的隐秘洞穴？

“乱泉飞下翠屏中，名共真珠巧缀同。一片长垂今与古，半山遥听水兼风。”
每一次触摸，都担忧被瀑布带入无底的深渊，但又有与瀑布身心融为一体的贴
近与亲切，冒险与惊喜在内心轮番上演，这一刻仿佛读懂了瀑布丰富而细腻的
情感世界。突然间，洞窗外出现七色彩虹，把这场梦幻剧演绎得更加美轮美奂，
这就是传说中“雪映川霞”的奇景了。

洞内短短134米，行走得百感交集，巨量水体正从头上压顶而过，仿佛岩壁
会随时被压垮倾覆，钙华会随时崩塌跌落，压抑感甚至恐惧感油然而生，以至不
敢久留。只有当走出水帘洞，看到洞外翠竹簇簇，婆娑起舞，树木葱茏，绿叶扶
疏，心境才稍稍宽慰。

末了，来到瀑顶，原以为会浩浩荡荡，汹涌澎湃，没想到只是一个寻常小湖
泊，水不深，水底石头清澈可见。捧一口水喝，清爽而甘甜。走到最靠近崖壁的
石头上往下探望犀牛潭，如果从这里飞跃而下，该是怎样惊奇的体验呢？

村妇在水边浣洗，村民在田地耕犁，小孩在岸上玩耍，这完全是一幅田园牧歌
式的山居图。正如唐代香严闲禅师和李忱合作的托物言志诗《瀑布联句》中所言：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这平凡的白水河，恬静、安详、默默无语，但流向几十米之外，便浴火重生，

积蓄所有力量，纵身惊险一跃，从70米山崖上跌宕而下，铺开宽达100米的天然
瀑布，化作一道令世人啧啧称奇的大瀑布，化作一道万马奔腾、咆哮如雷、崩崖
裂石、波澜壮阔的世界奇观！大自然鬼斧神工，真乃天底下最伟大的艺术家！

夜晚，清风徐徐，送来缕缕醉人之花香，侧耳细听，隆隆水声中还夹杂着蛙
声和蟋蟀声，组成另一曲优美动听的天然音乐。世界已完全安静下来，瀑布便
有了“蝉噪林逾静”的意境。再从金街俯视从天而降的瀑布，有如一道道神奇的
天外来光，在苍茫夜色中划出一道道耀眼的光芒，在崇山峻岭间演绎一个个浪
漫的故事。今晚，美妙的梦乡里，瀑布和仙女，你们都会如约而至吗？

“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
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哪，没有学问呀，无
颜见爹娘。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是为
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只为穷人要翻身哪，不受欺负
呀，不做牛和羊。朗里格朗里呀朗格里格朗。”

每当人们哼起这首读书童谣时,无不为它那美妙
的旋律与谐趣的歌词所折服。曾经，好多人都以为这
是台湾校园歌曲，并诞生于宝岛台湾，其实不然，这首
歌原创于贵州安顺，作者叫宋扬，原名宋子秋，曾任
《歌曲》杂志副主编。

安顺苗寨芦笙吹奏《读书郎》

讲述《读书郎》在苗族村寨采写的历程，应当首先
了解一下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
队”那些事儿。

抗敌演剧宣传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演剧方
式进行抗日宣传的文艺团体，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队”。

时光回转到1938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
了华北、上海、南京等地方，骄横气焰不可一世。为动
员全民族参加抗战，在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核心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
会成立了政治部，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出任副部
长，部长为陈诚。4月，政治部又成立了以郭沫若为
厅长的第三厅，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周恩来根据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抗日宣传工作的指示，着手进行收
编、组建抗日宣传团体编入三厅建制。同年8月,在
武昌昙花林宣布成立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
队和1个孩子剧团。

1941年5月，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下令对所属演
剧队改变番号，原抗敌演剧队与抗敌宣传队合并，改
称为“抗敌演剧宣传队”，番号按配属的战区序号排
列，抗敌演剧一队配属由何应钦担任司令长官的第四
战区，改称“剧宣四队”。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1944年4月，侵华日军发
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通称豫湘桂战役。日军从
东北华北调集14.8万人的部队，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
村宁次率领，分路向河南进犯，中国守军一触即溃。
短短几个月内，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大片国
土便沦于日寇之手。

山河破碎，民不聊生。1944年11月10日，日军
攻占柳州，正在宣传抗战的抗敌演剧宣传队第四队的
40余名队员不得不随着10万人黔桂大撤退，辗转于
贵阳、安顺一带。宋扬就是这个时期加入抗敌演剧宣
传队的。

经过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剧宣四队的队员们陆
续经贵阳到达安顺县立安顺女子中学。在长达数月
辗转撤退的日子里，为了护运演出道具等公物，队员
们的行李丢弃甚多，又值寒冬季节,安顺多阴雨,住的
地方既阴暗又潮湿,只能用稻草为褥子,以幕布当被
子来御寒。宋扬那时因被车轮弹出的石头砸伤了脚，
被安排在安顺汪家山休养了一段时间后，又被送到安
顺国民党陆军医院进行治疗。其时，陆军医院附近有
一所小学，宋杨每天看着三五成群的小学生背着书包
从他的病房前经过。一天，他忽然蹦出个想法：为这
些小学生写首歌。并想用当地音调反映苗族群众的

日常生活。
有了创作歌曲的欲望，可用什么歌词和曲调呢？
1944年11月底，宋扬痊愈出院后，他趁着暂不

在演剧宣传队演出的机会，想去苗寨体验生活，收集
点音乐素材。于是就和同队的葛敏，通过安顺县郊区
小学校长的联系，上了山腰上的苗寨。他们为了和苗
族同胞打成一片，也打上包头，穿上蓝布衫，白天和年
轻人-起上山砍柴，晚上一块围坐篝火旁，吹芦笙，学
唱歌，倾听苗族兄弟们诉说风俗人情。

芦笙，是苗族传统的簧管乐器，为苗族文化的一
种象征，芦笙在表演吹奏方面把词、曲、舞三者融为
一体，保持了苗族历史文化艺术的原始性、古朴性。
据文献记载，芦笙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远在唐
代，宫廷就有了芦笙的演奏。当时芦笙被称为“瓢
笙”。清人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一书中，对芦笙的形
制和苗族男女“跳月”时演奏芦笙的情景作了具体的
描绘：“（男）执芦笙。笙六管，作二尺。……笙节参
差，吹且歌，手则翔矣，足则扬矣，睐转肢回，旋神荡
矣。初则欲接还离，少且酣飞扬舞，交驰迅速逐矣。”
由此可以看到清代时，苗族的芦笙吹奏技巧和芦笙
舞蹈动作极其精彩，以及芦笙在古代苗族人民生活
中的作用和地位。

《宋扬回忆录》刊文称：“到了安顺汪家山后,我住
在苗寨小学校,白天帮学校讲课、教歌,傍晚就去苗族
同胞家访贫问苦，开展抗战文艺宣传活动。”在这些日
子里,宋扬学会了吹芦笙,并记录了许多民间故事和
民歌。

有一次，宋杨请来一位经常在外做生意的山寨苗
族村民，让他用汉语唱芦笙音调的山歌。苗族村民便
唱了一首《小嘛小儿郎》：“小嘛小儿郎，骑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肚里有文章。”听到此处，宋扬一下子找
到了感觉，有了创作《读书郎》的灵感, 晚上伏案疾
书，词和曲一气呵成。曲调在芦笙6个基本音的基础
上，吸收了汉族民间音乐，加强节奏感，改变忧郁缓慢
的音调,使“小嘛小儿郎”的音乐有跳起来的感觉，一
听就叫人眼前浮现出孩子们蹦蹦跳跳唱着歌去上学
的情景。

几天后，运用苗族芦笙音调和民歌风格创作的儿
歌《读书郎》便诞生了。

“出口转内销”的《读书郎》

《安顺市志》记载，1944年，周恩来、郭沫若领导
的演剧宣传四队来到距贵阳市以西90公里的安顺县
(现安顺市西秀区)，队员宋扬、葛敏等在汪家山、下寨
等苗族村寨开展革命文艺宣传活动，宋扬创作了《读
书郎》这首歌。

在此期间，宋扬还创作了《苦命的苗家》等歌
曲，一并拿到学校和苗族群众中去教唱。因为《读
书郎》的旋律是模仿芦笙音调谱写的，并以苗族传
统的五声羽调式为基础，音域也只有八度，形式简
短，开篇以附点的节奏型突出了学生的活泼、调皮
的形象，特别符合儿童的口味，不长时间就学会
了。孩子们很高兴有了自己唱的歌，在学校唱，回
家也唱。不光孩子们喜欢，大人也喜欢，于是旋律
在苗寨中迅速传唱开了。

不久，抗敌演剧队四队在安顺举办的一场娱

乐晚会上，由宋扬用芦笙伴奏，女队员陈峰演唱了
这首歌。此后，这首歌旋即传遍了安顺的大街小
巷，并成了演剧队的保留曲目，更是宋扬的成名音
乐作品。

这首1944年底创作的《读书郎》，经演剧队演唱
后，流传于国民党统治的区域。1946年，重庆举行的
进步文化人春节晚会上，抗敌演剧宣传队的演员们唱
了《读书郎》和它的姊妹曲《苦命的苗家》，深受欢迎。

当陕甘宁解放区军民高歌《夫妻识字》之际，国民
党统治的地区正红红火火传唱着读书学文化的新
歌——《读书郎》。遗憾的是，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新
中国建立之后，《读书郎》便在大陆销声匿迹了。而台
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仍在广泛传唱着。

据宋扬回忆，当时歌曲里并没有“朗格里朗…”，
而是“哐哐咚哐咚哐哐哐……”，后来这首歌传到了港
台，港台艺人演唱时才将其改成了“朗格里朗”。衬词
的改动对这首歌曲的风格定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哐哐咚……”是民间庆典时的锣鼓声，是群体活动的
声音。而“朗里格朗……”则是人们自由得意由衷发
出的声音，是个体的声音。

上世纪80年初，港台歌曲广泛流入内地后，台湾
歌手邓丽君、徐小凤唱的《读书郎》便风行起来。音乐
界熟悉情况的人士曾开玩笑地说，这是“出口转内销”
的音乐作品。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读书郎》开始被
歌迷们广泛传唱。时至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仍
然久唱不衰。

诞生《读书郎》的汪家山是安顺有名的城中村。
以前的汪家山是一个苗族聚居的村寨，直到上世纪
90年代，这里还远离城市，到处是农田，几乎所有的
男子都会吹奏芦笙。每天傍晚，结束一天的劳作之
后，悠扬绵长的芦笙音调便会此起彼伏地荡漾在山寨
前后。

据宋扬的儿子宋小明透露，他父亲原来在演剧队
里主要做美术搞舞美工作，而音乐作曲仅是业余爱
好。创作于1938年的《南山谣》是他父亲的第一首歌
曲作品。

将门出虎子。宋小明，1951年2月25日出生于
湖南长沙，国家一级编剧，从事节目策划和音乐文字
创作。1987年开始正式从事歌词创作、电视综艺晚
会、大型演出活动、电视专题片等策划及撰稿。现担
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长。

《读书郎》作者宋扬，湖北汉川马口镇人，作曲家，
1918年10月13日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汉川市），
1938年毕业于黄冈仓子埠正源中学，后考入国民政
府武汉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1948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曾任抗敌演剧四队音乐创作员。新中国
成立后，历任长沙市工人文工团团长、中国音协湖南
分会主席、湖北省文化局创作室主任兼省音乐家协会
主席、《歌曲》杂志副主编、中国音乐研究所特约研究
员。代表作品有《古怪歌》《读书郎》《天地之歌》等。
晚年在中国艺术研究所从事歌曲创作理论研究，撰写
了《试谈八十年代初期的抒情歌曲》《歌唱伟大的社会
变革》等多篇创作评论文章。

“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
也不怕那风雨狂……”《读书郎》的作者宋扬于2004
年10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安顺苗寨芦笙吹出《读书郎》
□赵乐

前世的缘
修来一片山果
那红色惊爆了四月
是季节染红了樱桃，
还是樱桃染红了季节
满地绯红将春的落寞写在山野
唯有它 在这个略微萧条的季节
添上一抹晶莹的绯红
静谧的脸上一丝羞涩的红晕
水晶般透明的果冲击人的眼帘
挂满枝头的樱桃 这个季节的精灵
给酸楚的四月带来震撼的美
不高的树 果实压弯了枝头
挂于树上、置于篮中的樱桃
是任何画家都不可复制的艺术
生动而透着自然和野性的纯美
令我想起家 樱桃树下那些难忘的故事
纤纤素手摘下粒粒樱桃
送进唇角品尝的姿态

凝集了春天所有的娇美
古人用樱桃小口 比喻女子双唇的柔嫩
娇嫩红唇与晶莹的樱桃相吻
那份丰盈娇艳无处觅
樱桃，新鲜水灵的樱桃
红得像新娘的脸 甜得像初恋
叫卖声穿透原野 弥漫在山谷
她的汁也似乎透过一层簿雾
让那些行客不得不把车停下
啄上一粒 果浆瞬溅，盈盈满口
甜丝丝的凉，逼向咽喉
一并消融了那些馋虫和上窜的热气
熟透的樱桃摔了一地绛红
父亲舍不得尝鲜 把最甜的果留给女儿
竹篾锅盖 一碗凉拌蚕豆
一筲红箕红润光滑的樱桃。
异乡的人 却乐以意态的归宁
口噙樱桃 盈满泪水的眼神
一次次与诗经里的女子相会

甜得像初恋
□陶兴明

黄果树瀑布
□谢锐勤

《樱桃》童鹤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