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
03 牛宝源  《走过从军路》 

03 李   祥  《中国梦，我的梦》 

03 吴岳华  《人生何以致远》 

03 汉尚烈  《丝绸古道》 

03 阮居平  《啊！我心中的索玛花》 

03 沈小兵  《沙洲，我的爱恋》 

04 李   莉  《最美江南水》 

04 张文忠  《爱是心跳的涟漪》 

04 王志强  《美丽的河西走廊 ，飞天故乡》 

04 华   船  《人生梦》 

04 杨子忱  《画海》 

04 张建中  《秘密》 

05 邓丹心  《我的幸福说给你听》 

05 李家美  《兰花草》 

05 何润炎  《远方的约定》 

05 赵大国  《中国梦飞起来》 

05 陈启泽  《我心飞扬—年轻人之歌》 

06 邓春林  《我心中的玫瑰》 

06 王培元  《高原兵》 

06 韩   雪  《夏夜之梦》  

06 李   芳  《画梦的孩子》 

06 刘希涛  《少女的情思》 

06 倪永东  《月亮告诉我你在想谁》 

07 张子龙  《远走高飞》 

07 赵国伟  《边关有我》 

07 申中贵  《傲雪》 

07 董长民  《草原上的野树》 

07 邵   超  《爱人》 

07 程建国  《平安中国》 

08 丁荣华  《手语心声》 

08 方   青  《敦煌飞天》 

08 马振国  《故乡是中国》 

08 孟   聪  《放歌鸭绿江》 

08 杨   利  《红雨伞》 

08 郑   琳  《跟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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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付广慧  《海一样的胸怀》  

13 胡道荣  《幸福无比》

14 李永安  《好歌唱响好时代》

15 雷登荣  《大地丰碑》

16 吴盈福  《再唱东方红》

17 陈   柘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18 王承诚  《铁路通向金拉萨》

19 牟宗江  《故乡的河》 

20 高旭光  《红色旅游颂》 

21 刘其发  《再唱李清照》

22 徐邦杰  《魅力戏曲》

23 冯京菊  《雨过天晴》

24 方广良  《黄昏之美》

25 史长磊  《放牦牛的小卓玛》 

26 张延新  《骆驼》

27 杨武麟  《梅花弄里的月亮》 

28 秦胜利  《春到高原》 

29 李红俊  《两心相望》  

30 陈大同  《康乃馨》 

31 周   坤  《花好月圆》

32 艾甫田  《清风赞》

33 覃焕禄  《梦靠自己圆》

34 林   泉  《绣江南》

35 李光喜  《爱情的傻瓜》 

36 尤淑彩  《春雨·杏花·江南》

37 邓贻照  《美好的心愿》

38 孙卫东  《军垦胡杨》 

39 李仲琪  《飞絮》

40 李文辉  《啊！黄河，母亲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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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阿不力孜 • 聂 《阿里木 . 好巴郎》

地址：北京东单三条 33 号京纺大厦五层

邮编：100005

电话：010-6523 2656

传真：010-6523 2657

网址：www.mcsc.com.cn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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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联系我们会员部

wangyue@mcsc.com.cn
010-65232656-518/510/570/571

如果您 ①想了解协会、加入协会 ②需要修改会员个人信息

作品资料部
documentation@mcsc.com.cn
010-65232656-515/516/513

如果您有新的作品登记

表演权许可业务部
chen@mcsc.com.cn ; chenym@263.net
010-65232656-506

如果您要申请 ①组织演唱会、音乐会 ②在餐厅、酒吧、宾馆、

飞机客舱等公共场所播放背景音乐的著作权许可

复制权许可业务部
mlb1974007@hotmail.com
010-65232656-507

如果您要申请①出版图书、音像制品②生产制作卡拉 OK 机、

游戏机、玩具等工业制品 ③通过网络使用音乐作品的著作权

许可

广播权许可业务部
sunbx.mcsc@gmail.com
010-65232656-595

如果您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想要申请音乐著作权使用许可

信息宣传部
zhuyanzheng@mcsc.com.cn
010-65232656-586

如果您有在宣传方面的合作需求

法律部
mcsc_law@mcsc.com.cn
010-65232656-501/564

如果您是媒体、司法系统、学术研究机构

分配与技术部
xiaoxuehui@mcsc.com.cn
010-65232656-562

如果您是会员，想了解协会使用费的分配情况

财务与总务部
yhua@mcsc.com.cn
010-65232656-555

如果您是会员，想了解龙卡办理等财务信息

《会讯》投稿

投稿请发送邮件至：zhuyanzheng@mcsc.com.cn 

或邮寄至：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33 号京纺大厦 4 层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信息宣传部收 

邮编：100005

联系人：张 群

联系电话：010-65232656 转 586

注：

1. 您的投稿文章请尽量与音乐和版权保护相关。

2. 为了使我们能够给您提供更详细地宣传，请您务必提供完整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所在地、主要作品。

3. 如果您投递的是曲作品，请尽量将曲谱录成电子版（高质量图片格式或 PDF 格式），或用 A4 纸竖排打印。

4. 请在您投稿的词曲等作品后加入简短的创作背景，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解读您的创作。

本期《会讯》于 2014 年 1 月 印刷

阿不力孜 • 聂 

主要歌曲作品：《大美新疆》、《阿里木好巴郎》等。

主要歌唱奖：首届“中国人唱外国歌”电视 大赛第一名（金奖）; 第七届全军文艺会演 -- 戏剧表演奖。 

主演歌剧：《克里木参军》、《玉鸟兵站》、《我心飞翔》、《茉莉花》; 参加了 6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及“心连心”

等各类大型文艺晚会 ; 塑造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智慧人物——阿凡提等艺术角色

我们新疆有个阿里木，离开家乡为了更好生活，

他走南闯北， 他四处漂泊，来到了美丽的贵州；

他起早贪黑卖那羊肉串，一角一角一分一分把钱赚，

他赚的钱用来帮助失学儿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越来越多。

阿里木，好巴郎，好巴郎，

这样做已经八年多，

阿里木，好巴郎，好巴郎，

感动了天也感动了我。

羊肉串也有动人奇传，故事发生在阿里木身上，

有好心的人，帮助了他，他也要传递人间温暖，

失学的孩子让他心不安，他节衣缩食，一日三餐吃的是烤馕，

他圆了孩子们上学的梦想，儿子娃娃这个事情办的真漂亮。

阿里木，好巴郎，好巴郎，

他平凡朴实又善良，

阿里木，好巴郎，好巴郎，

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阿里木，好巴郎，好巴郎，

这样做已经八年多，

阿里木，好巴郎，好巴郎，

感动了天也感动了我。

阿里木，好巴郎，好巴郎，

你真是个好巴郎。

阿不力孜 . 聂

谈《阿里木 . 好巴郎》的创作
—— 阿不力孜 • 聂用歌声传播阿里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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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古道    汉尚烈  李秀芳

驼铃摇响的古道，

传唱那古老的歌谣；

丝绸是那闪耀的音符，

友谊是那动听的曲调；

驼铃叮咚伴奏，

驼队四季辛劳；

一代接着一代，

岁月如歌哟歌如潮！

驼铃摇长的古道，

传唱那青春的歌谣；

车队是那跳荡的音符，

友谊是那深情的曲调；

车笛声声伴奏，

车儿竞相赛跑；

一辆追赶一辆，

驰在长长的幸福道！

人生何以致远   吴岳华

有多少人想当真心英雄，

有多少人想登上人生最高峰，

随随便便轻轻松松不可能成功，

人生致远风光无限魅力无穷。

登高致远天下风景尽收眼中，

厚积致远海纳百川江河奔涌，

宁静致远不计名利浑身轻松，

不懈致远好梦常在活力无穷。

约束自己有轨运动万紫千红，

战胜自己不走邪路从从容容，

提高自己四面畅通八面来风，

超越自己精彩纷呈收获无穷。

走过从军路   牛宝源

走过从军路，年华不虚度。

八一军旗下，我青春永驻！

走过从军路，年华不虚度。

为国为人民，做中流砥柱！

走过从军路，工作不怕苦。

无论到哪里，困难挡不住。

走过从军路，信念更牢固，

一生心向党，为人民服务。

李祥，男，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人。中

共永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牛宝源：辽宁抚顺人，主要作品：《打

靶归来》、《雷锋精神在哪里》、《萨

尔浒我的家乡美》等。

沈小兵，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江苏

省作协会员。主要作品《望海楼》、《风

筝飞》等。

中国梦，我的梦    李祥

是谁托起东方的红日

是谁抹亮皓空的明月

是谁点燃我心中的梦

是谁撩动世人的眼神

啊 中国   啊 中国

祖国的娇子  人民的航舵

民之生  民之魂  民之力

中国梦  我的梦

170 年的期盼  170 年的追求

13 亿人民共同的梦

梦中的翘望  梦中的甜美

梦中的微笑  牵动世人的神情

牵动着我  牵动着你

牵动着我们大家一起

手牵着手  肩并着肩

走进中国梦  走进我的梦

梦中的翘望  梦中的甜美

梦中的微笑  牵动世人的神情

牵动着我  牵动着你

牵动着我们大家一起

手牵着手  肩并着肩

走进中国梦

走进我的梦

沙洲，我的爱恋    沈小兵

不要说是东山村的炊烟，                   

不要说是梅花堂的春燕，

温暖了我千年的思念；                     

啄响了我生命的感叹；                                       

不要说是暨阳湖的绿波，                   

不要说是双山岛的渔火，

唤醒了我今世的尘缘。                     

点燃了我胸中的期盼。

谁不爱那黄泗浦的传说？                   

谁不爱那弄潮头的身影？

帆影点点，号角声声，

化作樱花如雪的烂漫；                     

追赶大江大海的呼唤；

谁不恋那唱山歌的姑娘？                   

谁不恋那舞钢花的汉子？

素手纤纤，豪情万千，

拨开烟雨如弦的江南。                     

浇铸幸福如歌的明天。

哦，哦，沙洲我的爱恋，沙洲我的爱恋

你是人间珍藏的美酒，                     

你是中华最美的家园

我愿醉倒在你的甘甜。                     

我愿守候在你的身边。

汉尚烈 李秀芳，甘肃省人。主要作品有：

《神奇的敦煌》《金秋的中国》《每逢

佳节》等。

吴岳华，兴化市委老干部局长，主要作品

有《喊一声老乡》、《南京城》、《更上

一层楼》。

词

啊！我心中的索玛花  阮居平

乌蒙山上生，                             

云海里生根，

彝家山乡发，                             

雾海里绽芽，

生机勃勃的杜鹃花呀，                     

风情万种的杜鹃花呀，

开满了荒野和山崖。                       

美透了幸福新农家，                                            

一树树花枝摇碧玉，                       

一树树默默献深情，

一层层花海落彩霞，                       

一片片静静吐芳华，

杜鹃花呀索玛花，                         

杜鹃花呀索玛花，

清新明丽又秀雅，                         

神态温柔又潇洒，

啊！杜鹃花呀索玛花，                    

啊！杜鹃花呀索玛花，

你这让我魂牵梦绕的女儿家。               

把我如痴如醉的心儿全融化。

阮居平，男，贵州人，主要作品有《黄

果树瀑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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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不力孜 • 聂出生在新疆和静，俄罗斯族歌唱家，曾在新疆生活多年。他并不认识和静青年阿里木，但对阿里木的事迹却

非常熟悉和钦佩。

阿里木全名阿里木江 • 哈力克，来自新疆，被人们称为“烤羊肉串的慈善家”。阿里木的生活并不富裕，曾经在四川、湖

北、云南、贵州等地流浪，捡过垃圾、偷吃过东西、当过窑工、挨过很多打，最后在毕节扎根烤起羊肉串，但是他却用满是

烤羊肉串味道的“辛苦钱”，资助了上百名贫困生。新疆人民也因为阿里木的急公好义、乐善好施，亲切地称他为“好巴郎”。

可以说，阿里木是用实际行动谱写了民族团结之歌，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了伟大，以一名普通新疆少数民族青年的身份演绎

了人间大爱，体现了中华民族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青年的骄傲。2010 年新华社发起“中

国网事 • 感动 2010”年度人物评选中，作为候选人之一，阿里木最终获得 24 万多张网络投票，高居榜首。2011 年，在第

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中荣获全国助人为乐模范称号。

在听到了阿里木的事迹后，作为阿里木的老乡，著名歌手阿不力孜 • 聂十分感动，决定为他写一首歌，让更多人了解，认识，

学习阿里木的精神。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好朋友，请他一起为阿里木写一首歌。“感动”点亮了创作的灵感，《阿里木，好巴郎》

经过两天的酝酿很快诞生了，就像一簇火苗从情感炉膛里迸出，释放燃烧的音符。阿不力孜 • 聂又有一个心愿，能在北京开

一个捐助“阿里木助学基金”的活动，让更多的人阿里木的故事，更多的人听到这首歌，在他的倡议下，公益歌曲《阿里木 

好巴郎》首唱暨爱心捐助“阿里木助学基金”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市民族文化交流中心举行，活动中，阿不力孜 . 聂演唱了这首

动听的歌曲。

阿不力孜 . 聂说，“我参加过许多慈善演出活动，但‘慈善’的意义具象到阿里木，使我的灵魂受到洗礼，心灵和神经深

深地被触动。新疆人的形象这样高大美好，我太自豪了。” 《阿里木，好巴郎》是阿不力孜 • 聂流着泪录制的，在所有能到

达的舞台和节目现场传唱阿里木，将阿里木精神传遍大江南北，是他的一颗心。他的心愿，就是把《阿里木，好巴郎》传唱

到全国各地。唱这首歌，阿不力孜 • 聂只有三个目的：第一，让人被感动；第二，鞭策阿里木；第三，鞭策自己以及更多人。

阿不力孜 • 聂表示，每次坐飞机到新疆的上空，就能闻到烧馕、烧羊肉串的香味。这种香味代表了家乡对他的滋养和他对

家乡的感情。新疆人到底什么样？阿里木是最好的回答。阿不力孜 • 聂用心灵在唱：有好人，也有为好人歌唱的艺人。我们

要做新疆的好巴郎！

阿
里
木



中国梦飞起来    赵大国

你的梦我的梦沸腾成海，

春的诗秋的画流光溢彩。

云卷云舒花落花开，

每一寸土地都在放飞期待！

复兴梦富强梦引领时代，

牵着情挽着爱共舞精彩。

远看豪迈近听天籁，

每一次日出都在点亮未来！

啊，中国梦飞起来，

飞在蓝天好风采；

啊，中国梦飞起来，

飞向远方好痛快！

啊，中国梦飞起来，

梦想越飞越精彩；

啊，中国梦飞起来，

中国闪亮全世界！

最美江南水    李莉（木紫）

都说江南美，最美江南水。

婷婷荷花立，粼粼碧波翠。

袅袅云雾起，鸯鸯紧相随，

喜看乌蓬船，载着歌儿飞。

江南美啊，江南美，

香茶美酒斟满杯！

江南美啊，江南美，

最美还是江南水！

都说江南美，最美江南水，

梦里回江南，醉游江南水。

湖岸柳如烟，如梦如幻醉，

一幅水墨画，谁人来描绘？

江南美啊，江南美，

江南水美醉心扉！

江南美啊，江南美，

最美还是江南水！

人生梦    华船

小南风吹弯了池边柳，

五彩鸟在池中嬉游。

雾霭沉沉，霞光温柔，

寻梦青春何处是扬州。

青丝拂面曾经意马心猿，

弹指间已是月上西楼。

抬头望，天涯路漫漫，

八百里秦川仗剑去抖擞。

霏霏雨几次长亭更迭，

中秋月不再是争艳时候。

多少遗憾，多少惭愧，

赚一个梦中十年乡愁。

远去了青梅竹马小桥流水，

回眸处已是白发满首。

春虽去，人生终无悔，

斟满酒歌一曲泪花难收。

画海    杨子忱

我跟爸妈到海边

海边上头有沙滩

我在沙滩画大海

我在沙滩画大山

最后画上我自己

光着脚丫扬着帆

我是大海的儿和女呦

扛着大海抱着天

我跟爸妈到海边

海边有个大港湾

我在港湾画天蓝

我在港湾画炊烟

最后画上我自己

摇着臂膀抱云团

我是大海的儿和女呦

贴着白云飞上天

秘密    张建中

世间有多少事情，

让人说不清，

心中有多少秘密，

不愿讲给人听。

也许是太无奈，

也许是有隐情，

其实大可不必，

坦然自若才是无悔人生。

世上有多少事情，

让人看不清

心中有多少欲望，

不愿讲给人听。

也许是太隐秘

也许是太沉重

其实那又何必，

敞开心扉才有快乐人生。

噢……

让秘密不再是秘密，

让沉重不再沉重。

兰花草    李家美

青青兰花草，

花中你最好。

绿叶蓝花相陪衬，

花开不寂寥。

青青兰花草，

遍地到海角。

陪你陪到风霜到，

伴你伴到老。

东方，原名 李家美，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曾出版作品多部，其中代表作有诗集《伤

感的潮》等。

赵大国：四川人，主要作品：《兄弟》、《爱》、

《把星期天过好》、《跟彩虹一起成长》等。

陈启泽：广东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和谐之歌》。 

创作背景：有感于 2013 年广东高考作文
和近年来慈善事业的发展，有感而发。

爱是心跳的涟漪    张文忠

你将一枚石子

投进我的湖心

爱是心跳的涟漪

一圈一圈，一圈一圈

包围了你

湖水平静了下来

像一面镜子

你的石子沉入湖底

可在那湖水深处

我的爱像一圈一圈涟漪

还在漾溢

无声无息……

远方的约定    何润炎

也许来自封存的缘份

回忆与思念如此动人

留下一串惜别的热语

岁月的繁花期待缤纷

我们约定远方再次相见

捧一掬勉励洒向旅途

前进的征程并非缄默

我们要做春天的主人

多象画中渲染的意境

现实与憧憬组合风景

即兴互发祝愿的短信

时尚的创意放飞心声

约定远方我们再次相见

写一首诗篇展示人生

远方的道路布满精彩

我们都是未来的星辰

张文忠，河北盐山人，中国音乐家协会

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代表作

《落叶，哪里去了》等。

李莉（木紫）：甘肃平凉人，主要作品：

《伤不起的爱》、《你是一个好人》、《别

梦圆》等。

华船：江苏苏州市人，主要作品：《中

国梦》、《中华健儿豪情歌》、《乌邦

驮着春天来》等。

何润炎，江苏常州人，歌词代表作有《江

南大地》，《小窗》等。

我的幸福说给你听   邓丹心

说给风听，说给雨听，

我的幸福说给你听。

风声雨声结伴同行，

也有山穷，也有水尽；

阳光月光踏歌起舞，

也有柳暗，也有花明。

我说幸福是个过程，

寻梦追梦，好梦成真。

说给花听，说给草听，

我的幸福说给你听。

花花草草一生平凡，

也能过冬，也能逢春；

红红绿绿一世普通，

也能绘画，也能描锦。

我说幸福是种感应，

知足常乐，返朴归真。

我心飞扬 - 年轻人之歌   

陈启泽

百花园蝴蝶翩翩，

蓝天上白云翱翔，

深海里鱼儿欢唱，

我的心如阳光一样，

投射出跳动的灵感一串串。

高原上迷人月光，

极地里不落太阳，

草原上野花烂漫。

我的心如蜜蜂一样，

采集甜甜的花蜜一串串。

月宫里与嫦娥对望，

火星上与新生命游玩，

银河边沐浴阳光。

我的心如瀑布一样，

落下美丽的浪花一串串。

生活中充满阳光，

美丽的星球美丽的大自然多让人向往。

年轻人敢于想象拥抱理想，

现实的磨难让我们坚强，

目标专一，永不放弃，

成功的阳光终有一天会照到你我心上。

我心飞扬，

与太阳相伴，

我心飞扬，

象宇宙久远。

生命的分分秒秒都吸收阳光追求向上。

 

我心飞扬，

践行慈善，

我飞扬，

廉洁高尚，

我心飞扬，

文明礼让，

我心飞扬，

创新勇敢。

学好本领奉献社会，

追求理想释放正能量

让中国梦和世界梦携手成长。

我说幸福是种感应，

知足常乐，返朴归真。

邓丹心：江西南昌人，主要作品：已出

版歌词集《矿山音画》等 6部，儿歌集《中

国福娃拍手歌》等 3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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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河西走廊，飞天故乡  

王志强

美丽的河西走廊，飞天故乡

你是一把长笛，莫高窟是你的音孔

吹奏着千年的飞天梦想

美丽的河西走廊，飞天故乡

你是一把长号，风电转轮是你的音符

日夜把光明的赞歌唱响

美丽的河西走廊，飞天故乡

沙海里有你神奇的港湾，神奇的港湾

宇宙飞船在这里起航

瓜州的风声天天在头上吹响

我抬头把天空仰望，见天女撒无数花雨

让大漠戈壁把绿色向往

凉州诗意浓，月儿圆又亮

那是多少悲欢，多少离合后的相聚

多少年期盼着幸福安康

马踏飞燕急匆匆，追逐梦想

一辈辈追梦的人脚步从未放缓

梦在天空 梦在远方

杨子忱，满族，国家一级作家，编审。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纪

晓岚全传》等、诗集《山影集》等。

张建中，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

乐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会

员。

王志强：甘肃定西人，主要作品：《维

利亚之歌》、《侯爵请听》等。



夏夜之梦    韩雪

一只流萤 飞旋夜空

仿佛带我回到 那美丽的梦境

流萤啊流萤

你从哪里来

为什么多年不见你的芳踪

你可否还是当年的那一只

你可否还记得那夜的星空

一只蜻蜓 轻舞荷风

仿佛引我游进 那童年的苇丛 

蜻蜓啊蜻蜓

你向何处去

为什么今日才见你的倩影

你可否还记得那个少年

你是否还怀念那个温馨的梦

月亮告诉我你在想谁   倪永东

柳摇风在吹 ,

月走云在追 ,

你在湖畔立 ,

心随夜莺飞。

月亮告诉我你在想谁 ,

寂寞的风口独自伤悲 ,

月亮告诉我你在想谁 ,

低着头来暗暗把泪垂。

夜静鸟飞回 ,

月圆人未归 ,

心动情如水 ,

任凭花溅泪。

月亮告诉我你在想谁 ,

湖水中倒映出你的倩美 ,

月亮告诉我你在想谁 ,

期盼黎明独自敞心扉。

韩雪，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中国音

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作品有《村

里的孩子》等

倪永东：广东人，主要作品：《台北的

月光》、《金钟敲响》、《万众一心》、

《扬帆 2008》、《湘江节日》、《飞》等。 

少女的情思   刘希涛

三月的桃花

在雨中开了

六月的荷花

在雨中笑了

哦，少女的相思

在雨天里醉了

少女的爱情

是雨中的一首歌谣

九月的苹果

在风中甜了

十月的枫叶

在风中红了

哦，少女的相思

在秋风中熟了

少女的爱情

是风中的一束火苗

刘希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

文学学会会员、上海音乐文学学会理事、

《上海诗报》主编。著有诗集《生活的

笑容》、《神州风景线》、《爱情恰恰》、

《涛声回旋》、《开花的季节》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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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雪   申中贵

夜还那么长

路灯微微亮

面对雪的疯狂

坚持美到顽强

霓虹灯闪烁

湖边影成双

笑看风云无情变幻

我自百炼成钢

哪怕被所有世人遗忘

仰天长啸俯视沧桑

哪怕被春天太阳遗忘

昂起头依然吐露芬芳

高原兵    王培元

天边边，山尖尖

高原兵驻守在风雪线

伸手摸得着天上的云

抬头和太阳亲亲脸

寂寞了对着雪山大声喊

苦闷了喝上烈酒一大碗

想家了采上一朵雪莲花

思念了对着月亮把话谈

山尖尖，天边边

高原兵巡逻在边防线

伸手摘的下天上的星

弯腰背得起一座山

一杆钢枪是最亲的伙伴

一腔热血浇铸铁打营盘

都说咱高原兵心胸最宽

胸怀宽广装得下里高原

画梦的孩子    李芳

小胖墩，细眼睛，

约来伙伴画梦境，

摘片白云当画布，

捉住鸟声当背景，

笑问你我梦啥样，

五色画笔画出梦。

画飞机，画火箭，

坐上火箭到太空，

画笔一落一朵花，

小手一挥一座城。

心有梦想梦成真，

少年有志事竟成。

我的梦，他的梦，

人人有梦梦不同，

胖墩画梦圆又大，

一笔一道五彩虹。

孩子幸福梦也甜，

复兴路上中国梦。

边关有我    赵国伟

穿上这身军装有了不同的感觉，

心底里融入了一份庄严的承诺。

多了一份坚强青春长大了许多，

因为我和祖国有份安宁的签约。

背上这支钢枪肩上多了份职责，

生命里接过了一份神圣的重托。

多做了点牺牲是咱军人的性格，

因为来自人民奉献就成了本色。

边关有我，山河就不会寂寞，

绿色的军装彩绘大地一片春色。

边关有我，家园多了份祥和，

梦中的孩子露出甜甜的小酒窝。

边关有我，守护着万家灯火，

愿家家窗前永远都是一轮明月。

边关有我，希望多了份执着，

蓝色的天空放飞一群群白兰鸽。

爱人    邵超

黑夜里

你是我的灯  我是你的灯

你点亮我     我点亮你

我们在旅途中相互照明

寒冬里

你是我的炭  我是你的炭

你点燃我     我点燃你

我们在奔波中相互温暖

啊！爱人

我们相互照耀着

走向甜美的明天

啊！爱人

我们相互温暖着

走向爱情的春天

草原上的野树    董长民

你会不会笑，

你会不会哭？

在柔情绵绵的乐曲中，

你是一个孤单而硬朗的音符。

风雪来临，

你的根抓紧了泥土。

站不直的时候，

你踉踉跄跄，

展现着弯曲的艺术。

草原上的野树，

没人瞩目，没人回顾，

自己为自己祝福。

一抹绿色也是情意，

一根枝条也是欢呼。

草原上的野树，草原上的野树，

在沧桑变化的布景中，

你不笑也不哭。

只是平平淡淡地活着，

活着就有出路。

平安中国    程建国

花竞开放，鸟欢歌唱，

鸟语花香写意吉祥。

月亮温馨，太阳辉煌，

太阳月亮轮值安康。

平安中国，中国平安，

平安的中国人们舒畅。

平安中国，中国平安，

平安的中国凤舞龙翔。

春光绚靓，秋色金黄，

春光秋色描绘向往。

如意蓬勃，幸福茁壮，

如意幸福展现梦想。

平安中国，中国平安，

平安的中国城乡兴旺。

平安中国，中国平安，

平安的中国屹立东方。

平安中国，中国平安，

平安的中国凤舞龙翔。

平安中国，中国平安，

平安的中国屹立东方。

远走高飞    张子龙

不要让等待疲惫

不要让誓言枯萎

不要让期盼城堆

不要让眼泪成灰

快带我走 快带我飞

飞进那桃花源享受爱的甜美

不再受那相思苦

朝朝暮暮永相随

飞进那桃花源

听山青看水秀仙境一样美

飞进那桃花源

猜鸟语品花香天堂能比谁

你陪着我 我伴着你

没有距离才是美

有你有我有情有爱

一天陶醉千百回

我心中的玫瑰    邓春林

我行遍千山万水，

去寻找我心中的玫瑰，

是苦是泪我无怨无悔。

是你的香你的美，

日夜迷恋我沉醉。

我是不是你相爱的那个人，

我是不是你牵手的那一位，

我是不是你身边的绿叶，

我是不是你幸福的守卫。

玫瑰，我心中的玫瑰，

我会用心血染红你的花蕾。

玫瑰，我心中的玫瑰，

我会用汗水浇开你幸福的心扉。

我历经雨打风吹，

去寻找我心中的玫瑰，

是喜是悲我无法后退。

是你的香你的美，一生值得我回味。

我是不是你相爱的那个人，

我是不是你牵手的那一位，

我是不是你身边的绿叶，

我是不是你幸福的守卫。

玫瑰，我心中的玫瑰，

我会用心血染红你的花蕾。

玫瑰，我心中的玫瑰，

我会用汗水浇开你幸福的心扉。

王培元 ：国家二级作词，河北吴桥人，

首届齐鲁文化之星。主要作品：《有娘

叫最幸福》、《亲亲的老百姓》、《士

兵好兄弟》被各 KTV 收入歌库。

邓春林：黑龙江人，主要作品：《好男

儿志在四方》等。

李芳：广西人，主要作品：《母爱无边》、

《朋友难得》、《创新每一天》等。

董长民，内蒙古人，主要作品：《啊中

国的口岸》、《小人物的酸甜苦辣》、《永

远的草原》等。

创作背景：通霍铁路沿线，在平旷的草原上，
低矮的丘陵上， 零星地点缀着一些不知名
的的野树，或三五棵，或一两棵，虽然瘦
小枯弱，但生命力极其顽强。

张子龙：辽宁朝阳人，主要作品：《风

和雨》、《咱农民工》、《重归于好》等。

申中贵：安徽滁县人，主要作品：《再

别康桥》、《凤回头》、《快乐之旅》等。

赵国伟：黑龙江松花江人，主要作品：《中

国颂》、《亲故乡》、《你走了》等。

程建国，湖北省音乐文学会理事、湖北

省公安文学创作协会副主席、天门市作

家协会副主席等。主要作品：《北京舞

起来》、《五环圆圆》、《美丽时辰》等。

邵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诗歌学

会理事，河南散文诗学会理事，周口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周口市诗歌学会会长。

著有诗集《心箫如水》、《十家诗选 . 邵

超卷》、《花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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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歌鸭绿江    孟聪

你是一条银色飘带，

从长白山飞下来，

一路轻歌曼舞，

向人类展示浪花盛开。

啊，鸭绿江，故乡的摇篮，

啊，鸭绿江，情牵千万代。

白云不敢与你比美，

玉带献媚向你求爱。

鸭绿江的心胸，

闪烁着无限的的精彩。

你是一条多情的彩带，

从长白山飘下来，

一路上满载激情，

奏响对你的崇拜。

啊，鸭绿江，故乡的富有，

啊，鸭绿江，天工巧安排。

太阳不敢与你比耐力，

银河难以把你忘怀。

鸭绿江的壮丽，

是大自然赋予的宽广胸怀。

故乡是中国   马振国

喝上一口黄河的水，

吸上一口大漠的风，

走四方，万里行，

回荡九天故乡情，

故乡有芳草青青，

故乡有万里长城，

故乡有蒙古马的奔腾驰骋，

千万次魂牵梦绕回故乡，

故乡是中国。

听上一回义勇军的曲，

看上一回北京城的景，

心澎湃，豪气生，

悠悠久远故乡情，

故乡有牡丹飘香，

故乡有哈达深情，

故乡有中国人的傲骨雄风，

亿万人鞠躬尽瘁为故乡，

故乡是中国。

红雨伞  杨利

还记得那年的夏季，

天空忽然下起了雨，

我为你撑开一把红雨伞，

心跳的目光幸福的我和你。

啊！红雨伞！

红雨伞下听小雨淅淅沥沥点点滴滴，

演奏一首爱的动听旋律。

啊！红雨伞！

红雨伞下看小雨飘飘洒洒千丝万缕，

织成扯不断的绵绵情意。

啊！

红雨伞美丽的红雨季。

红雨伞美丽的彩虹万里。

手语心声    丁荣华

手语点燃激情的火，

手语唱响爱心的歌。

大树对我们说过：

有风雨就会有挫折，

要成长就要勇敢拼搏！

小鸟向我们唱过：

有奋斗就会有创伤、

去远方就要排除困惑！

大爱在人间天空海阔，

小爱在身旁灿若星河。

梦想让我们承诺：

有黑夜就会有黎明，

有伤痛迟早都会愈合！

憧憬向我们招手：

有生命就会有奇迹、

不同的完美有不同的歌！

跟你飞    郑琳

是你 心贴心地 安慰

唤醒了 我的迷醉

经受过 情场的 虚伪 

更懂得 真诚 有多珍贵

不用 你再陪我 流泪 

我已经 不再伤悲 

摆脱了 曾经的 懊悔 

我愿意 跟你 远走高飞

 

跟你飞 把梦追

让我的命运也与你相随 

跟你飞 把梦追

飞越滚滚红尘 追寻那纯真的美

 

跟你飞 把梦追

把我的爱情再激活一回

跟你飞 把梦追

飞过皑皑雾霾 冲出那世俗的包围 

敦煌飞天    方青

是谁如此从容淡定？

横游太空一千多年。

如祥云飘过洞天福地，

如空谷幽兰流淌的清泉。

一种流线生态的美，

精与神的自由舒展！

飞天！飞天！

长笛横吹，彩带飘转！

是谁如此圣洁虔诚？

木鱼香火中彩裙翩翩。

手持莲花婀娜多姿，

香花满天祝福人间丰年。

钟磬敲响万物复苏，

隔绝滚滚红尘眷恋！

飞天！飞天！

怀抱琵琶翱游人间！

马振国，内蒙古音乐家协会会员，主要作

品有：《爬沙坨》、《天边草原》、《母亲》、《征

战》、《天边毡房》、《草原陪你玩一天》等。

孟聪：辽宁丹东人，主要作品：《三个大

妈三朵花》、《两个棒小伙》、《丹东像

花园一样》等。

杨利：江苏淮安人，主要作品：《故乡的

小河》、《寻梦》、《留守娃》等。

方青：四川成都人，主要作品：《成吉思汗》、

《女儿楼》、《大头菜丝丝冲辣菜》等。

郑琳：河北石家庄人，主要作品：《不说

分手》、《爷爷的小山村》、《爱人》等。

丁荣华：湖南人，主要作品：《八哥找我

学唱歌》、《布谷鸟儿在歌唱》、《长颈鹿》等。

曲

付广慧：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教授。多首作品由谭晶、吴娜、雷佳以及台湾影
视红星焦恩俊、吴辰君等人倾情演绎。为《月嫂》、《警察日记》等多部电视剧创作插曲。



10 11



12 13

胡道荣：江苏南通人，主要作品：《和谐的春天》、《十月欢歌》、《家乡的河》等。



14 15

李永安：笔名泳岸，陕西汉中人，主要作品：《一心嫁给当兵的汉》、《一步天梯坎一首歌》、《三月雨》等。 雷登荣：四川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达州市音协副主席。主要作品：《孩子睡在田埂上》、《苗家六月六》、
《祝您一路顺风》等。



16 17

吴盈福：江西吉安人，主要作品：《妈妈我走得并不遥远》、《农家乐》、《好日子这样过》等。 陈柘：北京丰台人，主要作品：《呐喊》、《呼唤》、《家是一件风雨衣》等。



18 19

王承诚：四川凉山人，主要作品：《举杯祝酒歌》、《千里送花香》、《二滩之歌》等。 牟宗江：黑龙江牡丹江人，主要作品：《共产党像太阳》、《祖国好老山美》、《跟党越走越幸福》等。



20 21

高旭光：陕西佳县人，大学艺术教育丛书《金色星之歌》副主编，在全国征歌大赛中多次获奖，并颁发“优秀曲作家”铜质证书，
入编《中国音乐家辞典》（修订本）的词曲作家。

刘其发：上海普陀人，主要作品：《上海世博会圆舞曲》、《中南海的灯》、《中国民族名称歌》等。



22 23

徐邦杰：陕西汉中人，主要作品：《丑小鸭》、《上学歌》、《FLYING KITE》等。 冯京菊，山西文水人，中学高级音乐教师，中国儿童音乐学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山西省音协会员。代表作《校
园的早晨》、《春芽》、《我是快乐的小姑娘》、《愉快假日》等。



24 25

方广良：北京音协会员，有习作在《歌曲》、《儿童音乐》、《音乐教育与创作》、《民族歌声》、《青年歌声》等音刊发表，
并在《感动中国——2008》、《放歌中华》等全国性征歌活动中获奖。

黄昏之美

史长磊：北京西城人，主要作品：《两弹一星精神歌》、《中国我的家园》、《光荣的军队代表 - 二炮军代表之歌》等。



26 27

张廷新：江苏徐州人，北京丽音音乐公司艺术指导，主要作品：《祖国》、《爱的感觉》等。 杨武麟：河北邯郸人，主要作品：《中国中国我的爱》、《丝路怀想》、《不要让梦流浪》等。



28 29

秦胜利：陕西宝鸡人，主要作品：《中国医药》、《中国版图》、《中国画》等。 李红俊：山东济南人，主要作品：《中国在歌唱》、《中华 , 我生命的沃土》、《今夜枕着你的名字入眠》等。



30 31

陈大同：海南海口人，主要作品：《一代更比一代风流》、《一分一秒地想你》、《万里长城》等。 周坤： 浙江金华人，主要作品：《在金色的田野上》、《婺江秋》、《古今通济桥》等。



3332

艾甫田，业余曲作者，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曾任海军军乐队副队长多年。主要作品：《我的中国梦》、《清风赞》。 覃焕禄：湖北恩施人，主要作品：《东方有个梦》、《中国好时代》、《凤凰迷恋的地方》等。



3534

林泉：  福建人，主要作品：《把你的潇洒亮出来》、《龙的节日》、《我爱哨所风光美》等。 李光喜：山东德州人，主要作品：《我是小小音乐家》、《和谐的献礼》、《和谐中国美如画》等。



3736

尤淑彩：安徽滁州人，主要作品：《中国住在黄河边上》、《军旗下的诗行》、《周末快乐》等。 邓贻照：湖南株洲人，主要作品：《一辈子也爱不够》、《一缕月光》、《中秋的月亮》等。



3938

孙卫东：中国音乐家协会新疆分会会员。主要作品，歌曲《军垦人的故事》、《周总理来到咱农场》、《依恋祖国》、《母亲之歌》、
《军垦颂》（组歌）等。

李仲琪：河南郑州人，主要作品：《雄鹰之歌》、《长相思》等。



4140

李文辉：山西临汾人，主要作品：《一年更比一年好》、《中国龙》、《中华情回归》等。

尊敬的会员：

自从第 21 期《会讯》增设《副刊》以来，受到了广大会员的欢迎和支持，许多

会员来信希望我们坚持把《副刊》办下去，并在信中表示，《副刊》不收任何费用

刊登会员自愿投稿，在增进会员相互沟通和交流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

激励我们把《会讯》工作办得更好、更贴近广大会员。

同时，也有不少会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我们可以在排版上统一风格，以

便在视觉上可以更加整齐、美观。看到这些积极的建议后，我们也随之做了许多尝试，

然而由于协会主要业务工作繁忙，人手条件有限，制作的曲谱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因此，我们希望寻找可以提供专业打谱服务的可靠的合作者，在合理的费用范围之

内帮助我们完成统一风格的曲谱录入工作。如果您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或者有这方

面的经验、精力和条件，同时抱有一腔服务会员的热情，请与我们取得联系。

谢谢您的支持！

联系电话： 010-65232656-586

联系人： 张 群

    信息宣传部

   
（注：出于方便操作考虑，本次寻求合作的对象仅限北京地区）

寻求专业打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