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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杞组合是由两名土生土长的黎
族歌手!!!梁伟琪和蓝金戈组成的"梁
伟琪属哈黎"蓝金戈属杞黎"因此叫哈
杞组合#他们不仅歌声甜美"还身怀绝
技"梁伟琪就是海南独有的乐器!!!鼻
箫的演奏者$蓝金戈是会用普通的树叶
吹出优美旋律的能手"两人的组合可以
说是珠联璧合#他们通过地道的海南黎
族民歌唱腔配以海南独有的乐器!!!

鼻箫和叶琴 %树叶&" 以及黎族特色服
装"从山寨走到海南"再从海南走上央
视#

年仅
!!

岁的女歌手梁伟琪"来自昌
江县霸王岭脚下的昂托村"从小就在阿
妈阿婆的黎歌中长大" 因为歌甜人靓"

十几岁的她已经是远近闻名的 '甜妹
子(#

!""#

年"梁伟琪成为保亭县歌舞团
的一名歌唱演员"勤奋好学的她跟着老
前辈"硬是用几个月的时间学会了海南
黎族独有的乐器!!!鼻箫#

!""$

年在海
南省乡土文化节上"多才多艺的伟琪被
海口市艺术团团长蒙麓光发现了 #很
快" 伟琪便成为海口市艺术团的成员#

海口市艺术团严格的管理和训练以及
演出机会的频繁"加上蒙团长的精心培
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伟琪的歌艺日
趋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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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伟琪参加全国第
十四届'群星奖(荣获最佳表演奖"同年
&!

月"参加全国第四届'原生态大赛(荣
获最佳演唱奖#

哈杞组合另一个成员!!!蓝金
戈"来自保亭县三道镇百万村"目前是
保亭县歌舞团的一名男演员#家境不富
裕的金戈少年时已是家中的主要劳力"

打理着家里的芒果和龙眼园#在辛勤劳
作之时"放歌高唱和吹树叶是金戈最好
的娱乐#天生一副好嗓子的他常跟着村
里的老人学唱" 渐渐地学会了好多黎
歌"县里大大小小的文艺活动总少不了
他的身影" 总能听到他嘹亮优美的歌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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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金戈如愿成为保亭县歌舞
团的一名歌唱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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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摘片树叶就可吹出优美动

听的歌曲!不是一般人所能及!你是

怎么练就这个绝活的"

蓝金戈! 这算不上什么绝活"我
八九岁就开始吹树叶"那时只是看到
村里的老人吹的很好听" 自己就模
仿"刚开始连吹出声都很难"后来慢
慢的就能吹简单的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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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过
去" 现在能够非常细腻准确的把握"

应该说是一种打小所成的爱好吧#

记者!是不是什么树叶都可以吹

出来!在参赛中你有没有使用#秘密

武器$

!

蓝金戈!在到北京参赛时"为使
表演更出色"我们特意自做一个小冰
箱从海南带上秘密道具!!!叶琴%树

叶&" 因为北方在这季节没有海南这
么绿的叶子适合吹唱"而且树叶要那
种园)宽"不是太厚的"橡胶和龙眼树
叶是最佳选择#

记者!鼻箫是黎族最有特色的乐

器!你能不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韩伟琪!用鼻子吹气奏响竹箫是
海南本地独有的吹奏方法" 竹箫长约
$"

公分"开有
&&

个小孔"其中一个小孔
用作吹气" 另

$

个小孔由手指控制"其
他
'

个用于传音"吹奏时首先要用竹箫
躯体堵住一只鼻孔" 然后控制另一只
的吹气量大小" 配合孔洞的开合来奏
出各种不同的音阶#

记者!对一个女孩来说!用鼻子

吹竹箫有没有难度!怎么去克服"

韩伟琪!我可没有像金戈那样自
学成才的本领# 我学了差不多半年时
间"鼻子非常痛苦#但学会它是一件很
快乐的事情" 毕竟现在我们这辈人会
吹的不是很多" 可能正是它的独特稀
有才成就了它和我们*

记者!你们认为黎族民歌在原生

态类别中会否占有优势"

韩伟琪!黎族民歌的传播度不太
高"能不能被大众所广泛接受心里没
底#不过"我们只要自己努力就行了#

蓝金戈!因为很多人都对黎族原
生态的独特乐器和原汁原味的歌舞表
演感到神秘" 而在之前还没有进入决
赛的先例"前景应该比较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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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雅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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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高山流水"自然悠扬$如击竹
鸣玉"清丽动人$如排浪鼓石"节奏明快
的黎歌表演"显得那么粗犷)淳朴"而又
细腻"让人尽情感受海南之美++'哈
杞组合(在央视的舞台上用民调)民乐)

民装表现出的独特效果让人惊讶不已#

当海南队的哈杞组合站在青歌赛
的舞台上"用海南黎族独有的鼻箫伴以
树叶吹出的优美旋律"当黎歌不施粉黛
如涓涓泉水般响起的瞬间"挑剔的评委
们被彻底打动#比赛结束后"许多的选
手都忍不住涌向海南选手"围观这独特
的)神秘的乐器#此次比赛"哈杞组合所
用的鼻箫和叶琴均属海南黎族最常见
的乐器之一"他常被用作青年男女恋爱
中呼唤情人和传达爱情的信物#叶琴实
际上是一片随手摘取的阔叶树叶片"衔
于唇间便可吹奏出不少曲调#

韩伟琪介绍说"他们配对才刚刚不
到两个月"比起其他省的那么多经验丰
富)配合默契的参赛选手来说"有很大
的压力#但他们自始自终都用一颗平常
心来对待"因为表演本身就是原汁原味
的黎族山歌"像,幸福歌-),白靠帕幔-

说的就是男女间你情我爱的故事"根本
不用再过度包装#

蓝金戈认为"这次'哈杞组合(之所
以能打动评委"还是因为它新鲜#在今
年的青歌赛上" 原生态选手都非常厉
害"竞争很激烈"而且今年组合很多"在
编排和细节上都非常周到#相对这些国
内的原生态组合来说"海南的'哈杞组
合(演唱相对要朴素很多#韩伟琪则对
称"'因为我们先用乐器鼻箫和叶琴%树

叶&作开场"然后相间唱黎族民歌"最后
配上舞蹈#鼻箫和树叶都是我们海南独
有的乐器"其声音优美动听是评委们没
见没听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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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是由

中央电视台主办" 各地

方电视台协办的一项国家级赛

事#

1-

年来$众多歌手都在这一比

赛中脱颖而出$第十三届
../0

青

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决赛阶段已于

2

月
34

日拉开帷幕#

在建省办经济特区
15

周年庆

典到来之际$一个令人备感振奋的

消息传来!由海南广播电视台选送

的独具海南原生态特色的%哈杞组

合&一举挺进决赛$刷新了我省历

届参赛止步于复赛的纪录'

首次进入青歌赛的 %哈杞组

合& 是在本届海南代表队
45

多名

参赛选手中$ 脱颖而出的两名土

生土长的黎族歌手' 在
-

月
3

日的

决赛上$ 他们将表演最独特和质

朴的原生态音乐和最具有海南少

数民族特色的鼻箫演奏' 趁他们

回琼休整排练间隙$ 记者了解到

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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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传承打出海南岛生态名片
%今年本土歌手首次闯入决赛$

可谓十分难得(&青歌赛海南广播电

视台代表队领队邢向华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哈杞组合& 以非常优异的

成绩进入了总决赛$ 这是个零的突

破' 他们原生态的唱法打动了评委

也打动了观众$ 这次他们代表的不

仅仅是他们自己$ 更多的是代表海

南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情$ 原汁原味

的黎族音乐魅力'

邢向华说$ 恰好此时又正值海

南建省办特区
15

周年$这种原生态

的表演恰好给全国人民呈现出海南

这些年经济建设" 文化发展特别是

对海南这种独特的风土人情" 原生

态音乐等具有浓郁民族气息的东西

的传承发展状况$ 给海南岛打出了

一张很好的名片'

据了解$海南电视台自
1551

年

已连续三届组队参赛$ 但因种种原

因限制和参赛经验不足$ 都止步于

复赛环节'

1556

年
,

月$梁伟琪和蓝

金戈分别参加了由省委宣传部"省

文体厅和海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的)呀喏哒嘀*第二赛季%民歌秀场&

的比赛$双双获得%十强&称号'在接

到今年青歌赛组委会通知后$ 导演

萌发了将他俩组在一起的大胆构

想$ 并和专业老师一起精心设计了

适合他们合唱的曲目+服装"道具$

同时巧妙将他俩的绝活,,,吹鼻箫

和树叶融进歌声当中' 功夫不负有

心人$所有的努力终于赢得了回报'

今年海南参赛活动由海南省委

宣传部和海南广播电视台主办$海

南省音乐家协会和海南广播电视台

影视娱乐频道共同承办'经过今年
3

月的筹备到
1

月的全省选拔$共选出

美声"民族"流行"原生态"合唱五种

演唱类别共
45

多人的一个队伍代

表海南进京参赛' 海南广播海南影

视娱乐频道与海南省音乐家协会在

选手进京之前$ 认真分析了以往参

赛的不足和其他省份的成功经验$

力求达到避短扬长$ 展现海南本土

特色的目的'

-

月
3

日$%哈杞组合&将站在央

视青歌赛的舞台上代表海南开始另

一场冲刺$在这段时间里$海南广播

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和海南省音乐

家协会将请来省内的专业老师对他

们进行一系列严格培训$ 力求让他

们的表现更加闪亮' 届时哈杞组合

将在央视
2

套第十三届青年歌手电

视大奖赛的现场直播中全新登场$

希望海南的父老乡亲都能关注$为

我们自己的选手加油$为海南加油'

相 关 链 接

!月"日决赛

黎族独有乐器已在海南流传千年

黎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 无论劳动%

恋爱%婚宴%节庆%祭祀等!都有歌舞抒情

寄意&黎族常见的乐器有叶琴'树叶(%杵

乐%鼓%和鼻箫!常用于青年男女恋爱中呼

唤情人和传达爱情&叶琴实际上是一片随

手摘取的阔叶树叶片!衔于唇间便可吹奏

出不少曲调&鼻箫!是黎族最有特色的乐

器!因用鼻孔吹奏而得名!黎语称)虽劳*%

)屯卡*!流行于海南省各地!尤以东方%白

沙%昌江%乐东%琼中%保亭和通什最为盛

行&据称!

"###

多年前!鼻箫就在海南岛民

间流传&竹箫长约
$#

公分!开有四个小孔!

其中一个小孔用作吹气!另三个小孔由手

指控制&吹奏时控制吹气量的大小配合孔

洞的开合来奏出各种不同的音阶&鼻箫的

构造很简单!人人均可自制!它的声音如

一般的箫而较轻微!但声音悠然动听&

过去黎族男女老少都喜欢吹奏!特别

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时箫声便是传述真

情的鸿雁&但现在懂得吹奏鼻箫的青年已

不多见!只有少数年长者能够用它来吹奏

各种民歌曲调&

排练图片 由 本报记者 丁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