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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nsion Song” is one song of many modern Pingxiang the local folk art forms written by 
Huakeng Song and composed by Renchu Tang and Huakeng Song  in 2006. It combined with 
“Pingxiang Tea-leaf Picking Opera”, “Pingxiang Lotus Fall”, and “Pingxiang Spring Gong” and so on 
traditional tunes and music elements, the content of lyrics mainly persuaded modern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eople how to cultivate self-cultivation, how to face life with a good attitude. This song 
spoken the elderly people should “how to eat, how to play, how to enjoy, how to get along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etc with humorous local dialects.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two aspects of the 
creating background of composition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via “Pension Song” to explore 
aesthetic valu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is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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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地方曲艺《养老歌》的创作背景及艺术特征 

彭晔琴 

萍乡学院艺术学院，萍乡,中国 

摘 要：《养老歌》是2006年由宋华铿亲自作词，唐仁初和宋华铿编曲创作的众多现代萍乡说

唱曲目之一，它结合“萍乡采茶戏”、“萍乡莲花落”和“萍乡春锣”等传统曲调及音乐元

素，歌词内容主要是劝说当代的中老年人应该如何修身养性，如何以良好的心态面对生活。

该曲用诙谐幽默的地方方言讲出老年人应该“如何吃，如何玩，如何乐，如何与小字辈相处” 

等。本文通过对《养老歌》作品的创作背景及艺术特征两方面来研究，从而探讨该作品的审

美价值及文化内涵。 

关键词：萍乡地方曲艺；“萍乡莲花落”；创作背景；艺术特征. 

1. 前言

《养老歌》是2006年由宋华铿 (男，1942——   ，江西省萍乡市人，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萍

乡市委驻会副主委，2004年10月退休。)亲自作词，唐仁初和宋华铿编曲创作的众多现代萍乡

说唱曲艺曲目之一，后被收录于萍乡地方民间音乐专辑《禧神》 (2007年1月由江西红星电子

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禧神》已被萍乡市委市政府作为馈赠外地客人的文化礼品之一。)

当中。《养老歌》结合“萍乡采茶戏”、“萍乡莲花落” (一种以萍乡方言为载体的民间说

唱曲艺形式，多年来一直以自身独特的形式活跃于赣西地区，2010年萍乡莲花落被列入江西

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名录。)和“萍乡春锣” (流传在江西萍乡一带的由报春演变

来的一种汉族曲艺形式，广泛流传在萍乡市及周边地区，运用萍乡方言、兼有说唱的一种民

间曲艺。2008年，萍乡春锣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名录。)等传统曲调及音

乐元素，歌词内容主要是劝说当代的中老年人应该如何修身养性，如何以良好的心态面对生

活。该曲用诙谐幽默的地方方言讲出老年人应该“如何吃，如何玩，如何乐，如何与小字辈

相处”等。它不单活跃于萍乡地区，2006年10月28日晚还作为参加全国重阳节中老年人“红

叶风采”演出的选拔节目之一，在全国政协大礼堂演出。该曲目至今仍然在各大舞台和活动

当中作为萍乡莲花落的保留曲目而为观众所喜爱。 



 

本文通过对《养老歌》作品的创作背景及艺术特征两方面来研究，从而探讨该作品的审美价

值及文化内涵。 

2. 创作背景 
《养老歌》的创作背景必须结合创作者宋华铿的人生经历给他创作带来的影响，以及在老年

时期创作该曲时想要圆的一个“创作梦”来进行研究。 

2.1. 人生经历 

《养老歌》的创作者宋华铿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用吴振群 (男，1935 – 2016，江西萍乡

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人生如麻花扭来拧去；灵魂似烙饼翻来覆去” 。  

1942年出生的宋华铿，2岁时就在战乱中跟随母亲逃难，11岁曾因家庭窘迫被迫辍学耕田，少

年到青年读书断断续续。高考落榜后捡过煤、拉过车、种过田，到母校的厕所里“偷过粪”，

教过书、修过坝、做过瓦，到吉凶莫测的煤矿下过井。后来好不容易熬到了煤矿工厂的“正

式工”，被借调到民革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了干部，从此深入基层一边热心办校、开会、

调查、提案，一边热心编曲、编剧、导演、创作萍乡春锣等曲艺歌曲，在此期间宋华铿的创

作和钻研领域涉及到文学、音乐、方言等。 

退休后的宋还进行过萍乡民间文化资源的研究调查。写过《萍乡民间文化资源的分类及简介》，

主要包括有1、民间风俗部分的萍乡傩文化、佛教禅宗五家七宗之一的杨岐宗文化；2、民间

文学部分的民间文学（故事传说）、民间说唱（萍乡春锣、萍乡渔鼓、萍乡莲花落）；3、民

间艺术部分的民间美术（农民画与农民漆画）、民间音乐（吹打乐）、地方戏曲（萍乡采茶

戏）等。还写过《关于我市傩文化园和杨岐山开发的具体设想》 (发表在《萍乡社会科学》

2007年第三期)，为萍乡傩文化园建设，采取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做法提出具体了设想。2007

年完成了对旧城关地区的萍乡方言研究《萍乡方言十三辙》的初稿。热心的宋还在退休后继

续进行相关的政府工作，为专题片《萍乡市民饮用水安全已亮黄牌》进行制作和文字脚本撰

写等工作。 

所有的经历为退休后步入老年时期的宋提供了更多的音乐创作元素和脚本，但退休后宋的圆

梦之旅真正指向的却是地方传统音乐，如萍乡莲花落、萍乡春锣、萍乡渔鼓，对这些极具地

方特色的曲艺形式的热爱，推动了宋的创作，以及圆一个能出一张属于自己的地方民间音乐

专辑的梦。 

2.2. 圆梦 

所谓老骥伏枥，志忧未已。宋华铿说：“我退休后特别想圆一个梦，圆一个老文化人、一个

老曲艺工作者把自己对萍乡地方说唱、特别是被誉为‘宋氏莲花落’的那份酷爱有声有色地

留给后人的美梦：出版自己的光碟专辑。” 

但出专辑面临的首先是经费问题：退休后的月工资还不到1300元的宋在当时才刚刚买了房，

贷了款，囊中羞涩的他需要一次性拿出五六万元来出版专辑，确实有些困难，但最终在家人

的鼓励和支持下，于2006年3月开始创作，4月上旬就拿出了初稿，自掏腰包顺利出版，最终

将专辑名称定为《禧神》。 

萍乡民间喜庆说唱专辑《禧神》共分为八个曲目：《团年歌》、《拜年歌》、《新婚歌》、

《生日歌》、《开张歌》、《谢师歌》、《乔迁歌》和《养老歌》。其中除了《养老歌》之

外，都属于民间喜庆风俗的范畴。文字上基本采用传统礼赞的民间祝辞语言，专辑还将喜闻

乐见而又颇负盛名的萍乡春落和其他民间地方说唱融为一体。宋华铿之所以将《养老歌》放

在这张民间喜庆说唱专辑中，是因为它既意味着宋在老年生活“主动作为、体现自我”的良

好开始，也强烈地表达他“不用扬鞭自奋踢”的“夕阳”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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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正式上市后，销量乐观反响良好，因此市面上甚至还几种该专辑的盗版光盘出现过。2009

年下半年，经中共萍乡市委审定，《禧神》将作为旨在宣传萍乡、推介萍乡的光盘《萍乡欢

迎你》中的内容之一汇集出版。整张专辑体现了宋对萍乡地方民间音乐的深入认识和对时代

的深刻感受。《养老歌》的音乐加上市群艺馆张小玲的舞蹈编排，一支由市群艺馆的中老年

艺术团组织的表演队2006年在全国政协大礼堂舞台上演出，当时还有多位国家领导人亲临现

场观看。此后录制的该节目后还在中央电视台三套中被选播。 

3. 艺术特征 
《养老歌》的艺术特征探索需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音乐结构、地方特色、教化功能。 

3.1. 音乐结构 

《养老歌》整个音乐组成由唱腔、念白及伴奏音乐三部分组成。主要采用的是萍乡采茶戏中

反情调的音乐元素，结合萍乡方言的抑扬顿挫，做到曲调和语言声调的起伏吻合得当。大量

篇幅的念白和着鼓点是有节奏的“说”，伴奏音乐由过板音乐和唱腔伴奏两部分组成，利用

二胡、唢呐、扬琴等乐器配合演唱、制造气氛、烘托情绪，以加强音乐的表现力，伴奏音乐

拖腔保调，贯穿音乐全局，与唱腔配合紧密。 

3.2. 地方特色 

中国汉语具有声调变化，该曲利用萍乡地方方言演唱，在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地

方色彩，音乐和语言的结合都遵循了“依字行腔”的规律，歌词语言淳朴，贴近群众生活。

除了萍乡采茶戏为主要音乐素材，但也不乏看到萍乡春锣、萍乡莲花落、萍乡渔鼓等音乐形

式的影子，多种形式集聚一体，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结合地方方言的行腔变化与音乐旋律走

势，更为彰显萍乡地方本土特色。 

3.3. 教化功能 

“《养老歌》用生活化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寓藏其中，使老人们在快乐中受到

启迪。”[1]除了采用了萍乡春锣传统曲牌作为开篇音乐，剩下的段落结合萍乡莲花落音乐元

素通过排比的方式，教会老人家要有五个“晓得”，即如何“吃、耍（玩）、乐、想、做”。

如歌词中提到： 

“老人家你要晓得吃，吃东吃西有讲法。百病都是从口进，把好进口第一宗。人生财富唯健

康，冇得（没有）健康万事空。” 

“老人家你要晓得想，后生客（年轻人）个（的）是非要少管。少夫少妻讨相骂，装聋扮哑

莫插话。” 

“老人家你要晓得做，咋哩(什么)事心里都有数。上点几 (萍乡方言在名词后加“几”：一

是为了音节美，二是表示“小的”或是“可爱的”的语气助词。)（一点），下点几，上上下

下都忍点几。左点几，右点几，左左右右都让点几。”朗朗上口的萍乡方言歌词结合欢快明

朗的旋律与节奏，使得《养老歌》在民间更易传唱，歌词中体现的对老年人生活中方方面面

的教化性功能，如何吃得健康，玩的舒心，想的洒脱，做的大度等，教会老年人如何拥有一

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加符合当代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4. 总结 
通过《养老歌》的创作背景看出，带有“草根文化”和“群众文化”的标签使宋的作品显现

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通过《养老歌》的艺术特征体现了古稀之年的宋

在老年生活中的处事哲理和人生态度。宋说《禧神》正式出版最大的意义是：“既把我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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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说唱的酷爱有声有色地留了下来，又把即将失传的萍乡渔鼓和平乡莲花落声像俱佳地传承

下去；既能够使我退休之后老有所为，又能使我在充实的生活中老有所乐。”近两年来，新

版的《养老歌》也已经上舞台进行演出。不仅如此，宋还不断的进行着文学创作、音乐创作、

舞台表演、开设讲座等实践性活动。特别是创作了一大批萍乡莲花落的作品，经常为徒弟和

爱好者讲课，积极配合文艺工作者和新闻传播者对萍乡莲花落进行的相关调查与研究，作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萍乡莲花落的传承人，他正通过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真正的发扬传统、

传承文化！通过圆梦《禧神》，宋华铿为自己的人生养老歌写了头一章，古稀之年的宋老说，

接下来不管还有多少章，他都将尽力把它们谱写得尽量红尽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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