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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我为祖国献石油》至今已经传唱了55年。日前中宣部
推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这
首歌位列其中。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当年大庆油田文艺团体创作员薛柱
国，谱曲是时任沈阳音乐学院教师的秦咏诚。记者日前采访了秦咏诚
的学生、著名作曲家李延忠，他拿出一本2004年9月石油工业出版社
出版的《我和我的祖国——秦咏诚音乐自选集（声乐篇）》，给记者讲述
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核心
提示

作为学生、曾经的同事，李延忠
从秦咏诚那里学到的不仅是课堂上
的知识技能，还有严谨务实的创作
态度和体验生活的创作基础。在言
传身教方面老师给他留下最深刻的
印象就是深入基层、深入生活。

李延忠记得，1967年冬天，中央
乐团来沈阳中华剧场演出，其中一个
节目就是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的独
唱《我为祖国献石油》。秦咏诚带着
他一起看演出。当刘秉义演唱时，他
看到秦咏诚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但能
感到其心里也是乐开了花。秦咏诚
动情地说：“应该说这首歌是我与石
油工人共同创作的，我没有在大庆的

日日夜夜，没有被‘王铁人’钻井队所
感染，就没有这首歌。”

大庆油田体验生活的经历，让
“石油”成为秦咏诚日后音乐创作的
主线之一。1973年底，长春电影制片
厂决定拍摄以大庆油田开发为背景、
以“王铁人”为主要人物的故事影片

《创业》，影片音乐的创作需要找一位
作曲者，导演于彦夫认为秦咏诚谱写
过《我为祖国献石油》，对油田生活比
较熟悉，决定让秦咏诚来作曲。秦咏
诚接受任务后再度来到大庆油田，之
后还到我国石油工业的摇篮——西
北的玉门油田进一步体验生活，了解
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历史，在真正进

入石油工人的角色后，他才开始乐曲
的创作。5年后，于彦夫拍摄反映新
一代石油工人的影片《希望》，作曲仍
是秦咏诚，这一次李延忠作为助手，
跟着秦咏诚来到大庆油田深入生
活。李延忠说，在这部影片里，秦咏
诚还客串了一位群众演员，就是普通
的石油工人。

李延忠后来跟秦咏诚一同创作
了《元帅与士兵》电影音乐等多部作
品。他认为，秦咏诚《我为祖国献石
油》等作品之所以能流传久远，关键在
于通过深入生活成功地刻画了石油工
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创作者与听众打
通心灵的沟通才能留下永远的歌声。

在电影里客串一把石油工人

日前，今日头条宣布正式推出
一款检测内容健康度的辅助小工具，
名为“灵犬反低俗助手3.0”，可以识
别图片和文本是否含有低俗低质内
容。这已经是一年多的时间里，“灵
犬”完成的第二次迭代。

低俗低质内容的大行其道，是
网络信息平台面临的一个全球性
的难题。资料显示，无论是国外的
Facebook、Google，还 是 国 内 的 微
信、今日头条，都在寻求技术性的
解决方案。新闻中介绍，新版“灵
犬”同时应用了“Bert”和半监督技
术进行文本识别。我很认真地在
网上搜索了“Bert”，据说这是当前
最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常
见的阅读理解、语义蕴含、问答、相
关性等各项任务上，大幅提高了性
能。

看得一知半解，于是就好奇地
应用了一下，把自己写过的稿子一
一输进去检测。我当然知道我这些
内容一定是健康的，但测试给出的

“健康度”会有从100分到70分的差
异，还是让我觉得有趣，不知道这只

“灵犬”从中嗅到了哪些不够健康的
东西？又把手机里的图片放进去测
试了一下，超过一半的图片显示“该
样本必须交由人工审核”，正如相关
评论中所说，图片识别比文本识别
的难度更大。

粗看上去，目前这只灵犬还挺
“笨拙”，只要内容制造者稍微“狡
猾”一些，就有可能逃过它的“看
守”。但我不会以一个文科生的“无
知”去否定研发者的努力，反倒很佩
服他们迎难而上的勇气。我们经常
会用到“低俗”一词，基本上都用在
对一些个案的评判上，往往都是出
于使用者个人的感受，如果细究起
来，恐怕很难给出精准的定义。至
于“低质”，每个人的标准更会不

同。这些“运乎于心”的感受真是难
为了恰恰需要精确标准的技术，正
如开发者本人所说，“这项工作即使
对人来说也不容易，交给机器做更
难实现”。

但利用人工智能反低俗低质又
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且不说未经
筛选的不良内容会对青少年造成多
大的危害，即使是我们这些有识别
能力的成年人，如果要靠我们的“肉
身”去直接面对不健康食品，也会让
我们的身体里积累起更多的毒素。
所以，我们必须也只能寄希望于人
工智能的不断进化。

新闻中没有提及这个持续了数
年之久的反低俗系统的研发有无语
言学家和文化学者的参与，想必是
有的，他们应该能在定义“低俗”这
件事上起到重要作用。学者徐贲
说，“低俗”主要是指一种与言语表
达有关的公共行为，这里的两个关
键词是“言语”和“公共”，任何公共
行为的基本伦理准则是不对他人造
成伤害，法律禁止和道德谴责都是以
这个为理由的。学校教学生不要粗
俗，是和教他们不要使用对他人有歧
视、伤害的“仇恨言语”一起进行的，
是公共伦理教育的一部分；社会上对

“低俗言语”（性语言、污言秽语）的限
制，同样也是以“不伤害”（尤其以不
伤害儿童和未成年人）为理由的。从
这样的原则出发，专家应该会比普通
受众都有能力总结出比“脏话”更宽
泛、也更易捕捉的“低俗关键词”、低
俗的语句、观点和表达方式。

与此同时，作为信息阅读者，我
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更好地帮助人工
智能实现深度学习。如果我们希望
它真正成为对人类有益的“灵犬”，
我们在手机上的每一次点赞和反
对、举报，都是一次大数据的积累，
都是在帮助它提升嗅觉。

帮“灵犬”嗅出更多的低俗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丰富市民
精神文化生活，让广大市民通过国
产经典电影感受国家的发展进步，
回眸激情年代，提升文化获得感，
日前，辽宁省电影家协会、辽宁九
瀛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电影不老 精神永存 —— 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经典电影放映季”暨启
动仪式活动 。

主办单位精心选择《 血战湘
江》《 辛亥革命》《 百团大战》《永不
消逝的电波》等 48 部国产优秀影
片，从 8月初到 10月中旬，在沈阳
市 12个广场、社区、公园等露天场
地和沈阳市图书馆、歌德书店两个
室内放映场地免费为广大市民放映
电影，让经典走进普通百姓生活，
通过影视艺术作品共同回顾新中国
70年的光辉历程。

48部国产优秀影片在沈公益放映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学
生暑假来临，沈阳市图书馆安排了
丰富多彩的公益讲座、公益演出、公
益培训，在炎炎盛夏为学子们送上
一缕缕文化清风。

据介绍，公益讲座有《中国传
统礼制与当代礼仪文化》《认识交
响乐——开启音乐欣赏之旅》《金
融骗局的前世今生》《家风家教家
训纵横谈》《移动互联时代网络安
全意识》《经典阅读与欣赏》《赵镇

藩的传奇人生》《享“瘦”生活，健康
一生》等。

这些公益讲座都是在每个双休
日的下午1时30分至3时30分在报
告厅举行。公益演出有京剧、评剧
等。当代知名作家刁斗，辽宁社会
科学院文化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凯旋，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研究员刘长江，沈阳话剧团国家一
级演员崔晓倩等担当这些公益讲座
的主讲人。

沈图为学生暑假
安排丰富多彩的公益讲座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7
月 28 日，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让你
爱上中国字”志愿者讲解员岗前考
核 活 动 在 沈 阳 市 宣 和 艺 术 馆 举
行，这标志着由沈阳市委宣传部、
辽宁省书法家协会、沈阳市文化
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沈阳市
宣和艺术馆与沈河区文化旅游和广
播电视局承办的沈阳市第二届“盛
京赋”汉字文化节正式拉开序幕。

“让你爱上中国字”公益项目
从 2015 年启动以来，至今共招募

了八期近 4000 名志愿者讲解员，
直接受众超过 15 万人。本期招募
活动是沈阳“盛京赋”第二届汉字
文化节的一部分。据介绍，参加此
次招募的 400 多名志愿者，有未上
学的孩童、中小学生，有高考刚刚
结束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在职人
员，有想为子女做出榜样的父母，
也有对汉字文化研究感兴趣的退
休老同志，各行各业，各种年龄，但
他们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愿望是相同的。

“让你爱上中国字”
招募第八期志愿者讲解员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辽
宁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主办、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承办的暑期非遗公开课——岫岩
满族剪纸近日在沈阳收官。此次课
程是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丰富青
少年的暑期生活，特别策划的剪纸系
列公开课，旨在通过系统、进阶式学
习，增进广大青少年对剪纸艺术的认
知与热爱，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
少年群体中的深度传承。

历时一个月的公开课，内容设置
循序渐进，主讲人是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岫岩满族剪纸的市级传承人
王新立。王新立自幼跟随家族长辈
学习剪纸，技艺精湛，功底深厚，多年
从事教学工作又令她拥有丰富的授课
经验。在讲解基础纹样、折叠技巧、运
剪方式等知识的同时，王新立还给大
家普及了岫岩满族剪纸的文化内涵。

王新立生动有趣的讲解、简明清
晰的示范令课堂上的大学员、小学员
受益匪浅。课程结束后，不少入门级

的新手已经化身剪纸达人。学员王女
士说：“我们一家三口是组团儿来学剪
纸的，7月的课程全都参加了，都很喜
欢。家里也准备了剪刀和彩色纸。孩
子做剪纸的时候特别专心，自己还积
极地设计图案，动手能力明显提高。”

此次课程人气火爆，不仅有 300
余名本地学员报名参加，还吸引了两
支远道而来的夏令营团队。第一批
学员是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的澳大
利亚学生。他们是第一次来沈阳参
加这样的活动，看到精巧别致的剪

纸，觉得十分新奇，纷纷拿出手机拍
照、录制视频。王新立将一幅憨态可
掬的小猪剪纸送给属猪的崔妮娜同
学，崔妮娜抚摸着小猪身上的回旋花
纹，兴奋地说：“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
礼物，剪纸真是太棒啦！我希望以后
每年都能来中国学习剪纸。”

第二批营员来自新疆塔城，这次
非遗公开课令他们收获颇丰。“我以前
只看到过剪纸，但从来没有自己剪过，
这次我跟老师学会了剪满族人物、剪
盘长纹，而且是不用画草稿直接剪，
感觉很神奇。回到塔城后，我会剪一
些满族人物剪纸，送给亲朋好友，也
会把我在沈阳学到的、看到的讲给他
们听。”新疆塔城青少年研学夏令营
的马玉洁说。夏令营领队张老师也表
示，此次剪纸体验活动有意义，学习满
族剪纸能增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与交融，体验式的活动方式让同学们
从观众变成参与者，也加深了他们对
满族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识和了解。

非遗公开课增进青少年认知热爱剪纸艺术

壮丽70年·一首歌背后的故事

到大庆油田与“王铁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为祖国献石油》旋律来自生活感受
本报记者 赵乃林

“作曲家要学习许多课程。音乐学
院为作曲系学生设置了和声、复调、作品
分析、配器等专业理论课。但是，作为一
位专业作曲家，在进行音乐创作时，还有
一个更重要的课程，即到火热的生活中
去上课，我以为这是音乐创作的第一
课。”这是秦咏诚谈《我为祖国献石油》这
首歌创作体会的“开场白”。

在《我和我的祖国——秦咏诚音乐
自选集（声乐篇）》一书中，秦咏诚所写的

《音乐创作的第一课》《春寒季节》两篇文
章，记录了他创作《我为祖国献石油》的
真实情况和心路历程。

1964年3月，秦咏诚有机会到大庆油
田去体验生活，并与“铁人”王进喜一起生
活了三天。在参加钻井队劳动时，他看到
了井场检查工作中体现出“三老”“四严”
的工作作风，看到石油工人站在钻台上手
握刹把在刺骨的寒风里工作的情景，心中
油然生起为石油工人谱写好歌曲的愿
望。但是，怎样把对石油工人的感性认识
上升到理性认识？怎样把生活中的感受、
认识变为音乐形象，从而把石油工人的歌
曲写好？他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

那些天，恶劣的气候条件、简陋的设
备、艰辛的劳动、高昂的情绪、冲天的干
劲，交织在秦咏诚眼前。以“王铁人”为
代表的石油工人转战南北、四海为家、哪
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的奉献精神和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常年野外作业、艰苦
劳动条件所锻炼出的豪爽、勇敢、洒脱的
性格，这一切强烈地撞击着秦咏诚的心
灵，这些深切感受为谱写《我为祖国献石
油》的曲调，在音乐形象的塑造、性格特
点的确立、旋律与节奏的处理上都起到
了重要作用。

在文章中，秦咏诚深有感触地谈道，音
乐是一种情感艺术，作曲者谱写音乐时，从
塑造音乐形象到每个音符的处理，都渗透
着他对生活的理解。作曲者在创作中能否
写出真情实感是歌曲艺术成败的关键。真
情实感从何而来呢？从生活中来，从现实
的生活中来，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

深入生活是
音乐创作的第一课

正是有了钻井队的生活体
验，所见、所闻、所感，秦咏诚心
中已经涌动着歌唱石油工人的
旋律。当大庆油田党委宣传部
提供一摞歌词，让秦咏诚等体
验生活的作曲家为之谱曲时，
看到薛柱国写的《我为祖国献
石油》歌词，他越看越喜欢，脑
海里出现了“王铁人”钻井队从
玉门油田北上的情景，他们离
妻别子、转战南北，不就是为给
祖国献石油吗？他选定为这首
歌词谱曲。

曲子应是列车奔驰勇往直
前的快速节奏，旋律应是石油工
人豪迈有力的情感抒发，秦咏诚
越想越激动，若干个音符已经在
脑海里跳动，有一种呼之欲出的
感觉，赶紧找个地方把它写出
来。这天下午，在招待所的饭堂
里，秦咏诚用了20分钟就把这
首歌的曲谱完成了。

《我为祖国献石油》曲子是
三部结构。歌曲的前奏采用了
较快的速度、强有力的节奏、跳
动起伏的旋律线，将歌曲带到
豪放、明快的情绪中来，好像列
车在勇往直前地奔驰着。

歌词的第一段四句话，“锦
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
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
戴铝盔走天涯。”秦咏诚最初的
曲调设计上，如果仅仅从旋律
的角度看还是顺畅的，但是从
塑造形象、刻画性格的角度，按

照与歌词语言结合的角度来要
求，就感到不足。为了突出石
油工人的性格，他将几处显得
呆板缺乏活力的地方做了修
改，使情绪变得更加明快、有朝
气，突出了石油工人豪放、爽朗
的性格，特别是“石油”“头戴铝
盔”之处改动前后，虽一音之
差，改后却加强了对石油工人
自豪感的表现。

第二段经过“头顶天山鹅
毛雪”这个充满乐观情绪的抒
情性乐段之后，接着出现短促
有力的节奏，以表现石油工
人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大无
畏英雄气概。这与第一段的
节奏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时又
给 全 曲 的 高 潮 舒 展 做 了 准
备。这首歌曲的高潮是“我为
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
就是我的家。”这是全曲最重
要、思想感情最激动的地方，
音乐要写得更充分、更有感染
力。处理不好就会感到平淡
乏味。秦咏诚将其写成：在短
促节奏之后，第一拍休息，第
二拍进入唱词，显得更有动力
感。旋律上用了由低到高的
变化级进，采用大幅度的十度
上行。最后四小节“我的家”三
个字的处理，把“我”字拉开，节
奏紧凑十度上行，这既刻画了
石油工人的洒脱性格，又使全
曲在充满乐观主义和自豪感的
气氛中结束。

在饭堂里
用20分钟为歌词谱了曲

非遗公开课授课现场 本报记者 杨 竞 摄

创作中的秦咏诚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