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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王布衣

乐龄是什么？乐龄是夕阳辉耀的黄
金岁月，是退休之后的快乐时光。乐龄唱
响的是什么？是新时代老年人积极乐观
的生活理念，是重新焕发出青春的风采。

7 月 19 日，央视将播放桂林市两
江四湖声乐艺术团参加《乐龄唱响》全
国老年合唱大赛访谈与演唱的实况。这
篇侧记因为要等播放时才能发表，所以
现在才与读者见面。

早在 2019 年 10 月，央视为全国
2 .5 亿老年人打造了一档音乐节目———
《乐龄唱响·全国老年合唱大赛》。全
国各地老年合唱团体闻声踊跃报名参
赛。《乐龄唱响》以“追忆峥嵘岁月，
唱响时代歌声”为主题，带领观众回首
前辈们的青春岁月和历史征程。

经央视大赛组委会和导演组层层选
拔，从数百个报名参赛的优秀老年合唱
团中，筛选出教育部老同志合唱团、公
安部老警官合唱团、金安徽合唱团、航
天部老年合唱团等 32 支队伍参加这次
规格最高的全国老年合唱大赛。桂林两
江四湖声乐艺术团有幸入选其中。

2019 年 12 月 1 日由名誉团长罗桂
江、团长曾宪瑞带领全团飞赴北京，
12 月 3 日晚登上央视大舞台，以一曲
《山歌好比春江水》脱颖而出，展示了
广西民族音乐的魅力和风采。

这首歌是央视导演指定并由央视音
乐总监亲自编合唱，离比赛仅 20 天时
间，央视才把刚编好的合唱总谱发来。
虽然大家平时都会唱这首歌，但编成混
声合唱，这对一个老年合唱团来说，这
么短时间要排练出来，困难不小。但曾

团长充满信心地鼓励大家：“不论有多
大困难，我们有高水平的指挥，有勤学
苦练的团员，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强
手如林，我们能登上央视大舞台就是成
功！就圆了我们人生最亮丽的梦想。”
虽然是寒冬腊月，彭超指挥每次排练都
挥汗如雨，非常精心、耐心、尽心的精
雕细刻，令团员们感动。

桂林市两江四湖声乐艺术团是一支
颇具实力的合唱艺术团体，曾多次参加
全国“夕阳红”电视合唱大赛，屡获大
奖， 2016 年参加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的
全国老年合唱大赛荣获最佳演出金奖、
最佳节目金奖、最佳指挥金奖、最佳伴
奏金奖，包揽了全部金奖。

本次参赛的年龄要求 60 岁以上，
本团副团长刘宪彤、办公室副主任胡琪
咖、女高声部副部长卜俊秀等人尚属年
轻，未能参赛，她们便作为志愿者，
“自带干粮，自掏腰包”同赴北京为团
里的老人们服务。北京的一些离退休老
人也组成志愿者团队，悉心呵护着各支
参赛队伍的老人们，指引排练厅位置，
提醒走路时注意台阶，还有救护车在现
场随时待命。

2019 年 12 月 3 日晚，《乐龄唱
响》制作人、主持人黄薇按照本次大赛
“访谈加合唱、讲好中国故事”的形
式，在演出之前采访了两江四湖声乐艺
术团。

黄薇请团长曾宪瑞介绍合唱团，曾
宪瑞说：“我们合唱团成立 20 年了，说
起我们团，跟你很有缘分，准确说有二十
年的缘分。今天我带来了一张照片，你看
一下——— ”说着，他拿出了一张 1999 年
带团参赛《永远的辉煌·全国老年合唱大
赛》的老照片，曾宪瑞与阎肃、黄薇的合

影，照片立即打在屏幕上。
黄薇见了不禁感慨：“时间过得真

快啊，转眼 20 年过去了！”
曾宪瑞说：“是的。黄薇，我得在

全国人民面前，表扬表扬你， 1999
年，我们团刚刚成立，就参加了你主持
的《全国老年合唱大赛》，还拿了金
奖！ 20 年过去，我们团又有幸登上
《乐龄唱响》， 20 年来，我们参加了
无数次比赛，只有你的《乐龄唱响》，
是给我们这些老年人管路费、管食宿，
还给我们买保险，连飞机票都是你们帮
买，还派专人专车到机场迎接。你们是
实实在在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

黄薇说：“谢谢您的肯定。刚才听您
这么一说，我也有印象了，1999 年我主
持的《全国老年合唱大赛》，确实是来自
桂林的合唱团拿了金奖，您是不是姓曾
啊？我记得，您是一位作词大家。”

团员介绍说：“曾宪瑞团长是广西
首批编审，著名词作家，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

黄薇想起来了：“ 1999 年那次比
赛阎肃老师是评委和点评嘉宾，他在几
千人的比赛现场夸奖您的歌词写得好，
是全国的歌词创作名家，你们团就凭演
唱您作词的歌曲《我们是爱唱歌的夕
阳》获得了全场观众的好评，演员一下
台就被团团围住，向他们索要歌谱。我
记得，比赛结束时，这首歌还被评为唯
一一首最佳创作奖。您那时多少岁？”

曾宪瑞：“那时是 65 岁。”
黄薇说：“ 20 年过去，现在就 85

岁了，年纪这么大还带领一支这么庞大
的合唱团，而且您这么多光环，咱们合
唱团得有多大的魅力，能把您请来当团
长，而且一当就是二十年。”

团员王勇说：“对于我们的老团
长，我只能用我们桂林的一首山歌来形
容：‘生姜还是老的辣，八角还是老的
香，不信你看打铁铺，总是老的拉风箱。
老是宝，老最好，不信你看老红枣，外面
起皱纹，里面味道好。还有，老的柴蔸
经得烧，老的骨头经得熬……老的牛皮
做得鼓，老的葫芦做得瓢。’”

顿时，观众席响起一阵掌声，对老
当益壮的曾团长报以礼赞和敬意。

曾宪瑞说：“我们团还有宣传桂林
两江四湖青山绿水、秀丽风光的任务。
没有两江四湖，就没有我们合唱团今
天，连一个稳定的排练场地也没有。在
困难时刻，我找到两江四湖工程总指挥
长罗桂江先生，请他帮忙给我们解决一
个排练场，他马上答应。滴水之恩当涌
泉相报，所以我们就把原桂林市老年合
唱团更名为桂林市两江四湖声乐艺术
团，要把桂林这张精美的绿色名片传播
出去。”

黄薇说：“您这么说，我又多了一
层理解，是两江四湖把死水变活水，桂
林的环境好了。”

团员王娟说：“我今年 75 岁了，从
上海到桂林支援建设 50 年，桂林是我
第二故乡。我的老家在杭州，但我更爱桂
林的山水桂林的人，更爱两江四湖。”

团员严承说：“我是土生土长的桂
林人。两江四湖是桂林的中心花园，我
将来要给我孙子说，谈恋爱的时候，让
他带女朋友到两江四湖，把女朋友拖下
水，那一定能谈成。”

黄薇说：“桂林两江四湖，又多了
一层浪漫。”

观众席上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黄薇采访了两江四湖项目总

指挥长罗桂江：“罗总指挥，您今年多
大岁数了？”

罗桂江说：“我 73 岁了，退休十
几年了。后来，市里又返聘我担任第二
期的总指挥，一直到 2015 年，现在依
然兼任着两江四湖的总顾问。”

黄薇问：“您作为总指挥长，您认
为这个工程的意义是什么呢？”

罗桂江说：“改变了城市的环境，
让桂林山更青水更绿。提升了桂林的旅
游业。同时，我们也丰富了市民文化。
2009 年，曾团长找到我，说他们团缺
排练场地，我们经过研究，给了他们团
一块 600 平方米的排练场地，改变了
他们游牧似的排练处境。他们也为两江
四湖作了贡献，尤其是曾团长，创作了
很多赞美两江四湖的歌词，把美如仙境
的桂林谱写成优美的歌曲，唱到大江南
北……”

罗桂江谈起了当年两江四湖工程建
设的艰辛历程，感慨万千，历历在目。
但是他因为爱好音乐，工作尽管有压
力，也很辛苦，可是生活依然很快乐。

随即他应黄薇的要求，面对镜头一展歌
喉，深情唱了一曲《多谢了》。

他浑厚的男中音，赢得了观众的阵
阵掌声。

黄薇说：“我们都知道，桂林山水
甲天下。那么桂林乐龄之声能不能甲天
下，咱们就拭目以待了，现在，就有请
桂林市两江四湖声乐艺术团登台演
唱——— ”

身穿广西民族服装的团员们唱响了
《山歌好比春江水》。

这歌声，既有地域特色又具民族风
情，既热烈奔放又委婉缠绵。这歌声，
有大山的深情呼唤，有团员释放的潜伏
心中的全部欢乐……

2020 年 6 月 21 日，《乐龄唱
响》大赛节目已正式播出。 7 月 19 日
播出第 5 期，桂林两江四湖声乐艺术
团比赛实况，播出频道和时间如下，敬
请关注———
首播 CCTV-1，19 日 17：00
重播 CCTV-12，20 日（周日）20：15

27 日（周一）7：20

好歌唱到央视大舞台
——— 桂林市两江四湖声乐艺术团参加《乐龄唱响》全国老年合唱大赛侧记

演出完黄薇与全团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