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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

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斗转星移，岁月如歌。但易逝流光最冲不走的是那积淀在人
们心中的一段段美好旋律。值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
恰逢全党兴起党史学习教育高潮，
本报开辟专栏，
精选建党以来
颂唱党和国家的系列经典红歌并凝练挖掘其台前幕后细节故事，
以
纵情讴歌伟大的党一百年来率领人民不屈不挠、披荆斩棘、艰苦奋
斗、奋发图强的豪迈气概和丰功伟绩：开天辟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
救国大业；
改天换地，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
翻天覆地，
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
惊天动地，
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和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让我们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满怀信心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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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由田汉作词、
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
曲》，一经问世就因其奋
进的词文和激昂的曲调
迅速传遍祖国大地。随
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全面展开，其影响更远
远超出中国。多少年
来，这首不屈之声、不朽
之歌伴随着中国人民的
革命斗争，伴随着新中
国的建设事业，成为中
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为祖
国独立富强而英勇斗争
的战斗号角。它唱出了
中华民族的最强音！正
因为这样，它最终被定
为象征一个国家尊严和
民族精神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

外族入侵
促田汉写出鼓舞斗志词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
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随后，日
本不断扩大侵华规模，
将侵略的魔爪伸
向华北，
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全
国人民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
抗政策，抗日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许
多知识分子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
亡宣传，
有的甚至拿起武器奔赴华北。
1933 年，夏衍、司徒慧敏等成立
党的电影小组。随后，聂耳、田汉与司
徒慧敏等都在左翼的电通影片公司工
作。面对时局，中共秘密党员田汉与
聂耳商议，要搞一首像《国际歌》
《马赛
曲》和《船夫曲》那样有气势的歌，来鼓
舞人们的斗志。在此之前，聂耳虽已
创作了《毕业歌》
《卖报歌》等脍炙人口
的歌曲，但总觉得还没有一首能鼓舞
全国人民抗日斗志的好歌。
两人说干就干，于是找来了《国际
歌》
《马赛曲》和《船夫曲》等反复吟唱，
从中寻求创作的灵感。但或许是给自
己定的要求太高了，创作写了一稿又
一稿，却总是感到不满意。
正当两人为此感到苦恼时，
电通影
片公司编导孙师毅找到了田汉，
要他为
公司创作一部电影本子，
并说：
“题材由
你定，
只是希望在时间上能快点。
”
当时，
田汉正在构思一部关于抗日题
材的剧本，
孙师毅的邀请自然也是适得其
时。当年年末，
田汉完成了以古北口长城
抗战为背景的《凤凰涅槃》
（也称《凤凰的再
生》
）故事梗概，
并交给了孙师毅。
这个故事描写上世纪 30 年代初
期，
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

邓小平：
火车上吃“鸳鸯油条”
据统计，
从 1951年到 1994年，
因到
全国各地出公差，
邓小平共乘过专列78
次，乘车 796 天，视察了 24 个省、市、自
治区。邓小平的火车工作餐给当年的
列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据时任专
列列车长齐文明回忆，
工作餐都是一些
家常便饭，吃得特别简单，没有特殊的
要求。经常是炒青菜、
西红柿炒鸡蛋、
砂锅豆腐等这样的下饭菜。邓小平在
火车上的早餐，
常吃的是油条、
豆浆。
有一次，餐车厨师在制作油条时
把盐放多了。如果重新做，时间紧张，
又怕会造成浪费。于是厨师急中生
智，将不放盐的面同盐多的面混在一
起，扔到了油锅里。结果炸出来的油
条，颜色和味道就不太均匀了。没想
到，邓小平吃到这份油条时很开心，他
还风趣地说:“我们今天吃了一顿鸳鸯
油条。”对于厨师这种节约的做法，邓
小平特别赞许。
“ 鸳鸯火锅”这种红白
相间的四川火锅已火遍全国，把咸淡
混杂的油条叫做“鸳鸯油条”，也算是
邓小平的新发明。

鲁迅：
宽容对待冒名顶替者

孟红
子，
为拯救祖国，
投笔从戎，
参加义勇军
奔赴抗日前线，
英勇杀敌的故事。田汉
为剧中男主角、诗人辛白华创作了一首
激昂奔放的自由体诗《万里长城》，
其中
一段成为电影的主题歌，即《义勇军进
行曲》。
其时，
田汉正因
“抗日反政府”
罪名
遭国民党特务追捕，
过着逃亡生活。但
严峻形势并未消弭田汉的革命斗志，
反
而激起他更高涨的革命激情。创作时
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终在 1935 年 2 月
19 日化成一首日后闻名世界的歌词：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血肉来筑
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
的时候了，
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
吼声。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大炮
飞机，
前进！前进！前进！
”
这便是田汉写出的抗日剧本《凤
凰涅槃》框架中的终节诗稿，后成《义
勇军进行曲》原版歌词。
这首歌既是为电影中的主人公而
作，也是为全国人民抗日斗争所作。
危急中，田汉将歌词顺手写在随身带
着的香烟盒锡箔衬纸上，并将它夹进
刚完成的电影故事本子中。不久，田
汉还没来得及对歌曲进行抄写整理便
被捕入狱。好在电影梗概和歌词经中
共秘密组织之手，转到了夏衍手里。
随后，夏衍赶写成电影文学剧本，
并改名《风云儿女》。他忆写道：
“我拿
到田汉留下的电影故事本，
在里面发现
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歌词写
在一张香烟纸的衬纸上，
因在孙师毅同
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
所以最后一页
被茶水濡湿，
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
夏
衍就和孙师毅很仔细地一个字一个字
辨认，将看不清的字句填补上去，原稿
上的
“冒着敌人的××××前进”
，
原文
已很模糊，
两人反复琢磨，
认为是
“飞机
大炮”
四个字。随即认真誊抄下来。

爱国激情
催聂耳谱出雄壮激昂曲
田汉被捕后，身为左派活跃分子
的聂耳也成为国民党特务追捕的目
标，被列入黑名单。考虑到他的安全，
党组织决定让他先去日本，然后转道
去苏联和欧洲学习考察。就在聂耳动
身之前，他得知田汉创作抗日题材的
电影及其终节诗稿一事，马上联想到
此前他和田汉关于创作一首理想的抗
日歌曲的约定，便主动找到夏衍，要求
为主题歌谱曲。

聂耳见夏衍顾虑其赴日本怕耽误
拍摄进度，就赶忙表态将写好歌稿尽
快寄回。夏衍欣然允诺。
聂耳回家轻展歌词：
“ 起来，不愿
做奴隶的人们……”仿佛沉夜中一声
惊雷，民族呼声、祖国召唤、战士怒吼，
爱国激情顿时胸中奔涌，汇成雄壮激
昂旋律……聂耳满腔激愤仅用两夜谱
出乐谱初稿。
为了使曲调节奏更有力，聂耳找
来《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孙师毅等
一道切磋、研讨，集思广益。大家被这
首歌曲的革命精神感动，并就歌词提
出几点意见，具体修改三处：在原歌词
开头将“起来”与“不愿……”分开，在
句尾加休止符以强调；第六句“冒着敌
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进”，句尾也加休止符；第七句“前
进！前进！前进！”
后再增个
“进！”
字。
聂耳抵达日本后，
在爱国激情一次
次催生下，
很快推敲完善提升，
定稿谱出
雄壮激昂、
振奋精神的曲子，
寄回祖国。
然而，无论聂耳还是田汉，都未能
在 第 一 时 间 听 到 这 首《义 勇 军 进 行
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电影
《风云儿女》放映之时，1935 年 7 月 17
日，从日本传来年仅 23 岁的聂耳在日
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
幸溺水身亡的噩耗。
《义勇军进行曲》
竟成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曲家生
命中的绝响。
1935 年 7 月，出狱的田汉首次听
到歌时极为兴奋。可当他惊闻聂耳遇
难时失声痛哭，作悼诗曰：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
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
生！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
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散文式
的自由体新诗，
鲜明表现了我国人民处
于水深火热的民族危机时刻，
誓死不做
亡国奴，坚决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捍卫民族尊严正义和国家领土及人民
家园的英雄气概，表达了人民的呼声、
民族的怒吼。聂耳用 6 个长短不等的
乐句，
组成单段体的一部曲式。整首歌
曲激昂雄壮，
义愤填膺，
气势磅礴，
战斗
性极强。它以号角式的音调作为全曲
旋律发展的基础，壮怀激烈而稳健豪
迈。它是时代绝唱式的不朽作品，
全歌
如此短小，
内容的表达和形式的完善是
如此高度统一，
浑然天成为一曲不可模
仿的时代强音。在当时成了动员中国
人民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响
亮的号角，
它强烈的节奏，
激昂的曲调，

永远鼓舞着中华民族奋勇前进。

民族最强音
共识推举为新中国国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首歌成为
全民族不屈抗日的心声。国民党中央广
播电台也定期安排播放，被戴安澜的国
民革命军第 200 师定为该师军歌。
此歌不仅传唱中国，还随着中国人
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英勇事迹传遍全世
界，激励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争取解放
而斗争。美、英、法、印度及南洋各广播
电台也常播放。1940 年，美国著名黑人
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后大为感动，并在
纽约一次演唱会上引吭高歌。他不但四
处演唱，还特地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
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并请宋庆龄为唱
片撰写序言。1944 年，马来西亚一支由
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
队伍将此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
，
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四处传唱。
1949 年 7 月 15 日至 26 日，政协筹
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
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
启事”，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截至 8 月
20 日，仅国歌一项应征曲谱就收到 632
件，歌词 694 首。
征集选定国旗和国徽图稿的工作都
进展得比较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
以千计的稿件，却没有一首满意的。
9 月 25 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
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
国都协商座谈会，
广泛讨论确定国歌等事
宜。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
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
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
聪、
吕骥、
贺绿汀等人。
在座谈会上，
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
军进行曲》代国歌，
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建筑
学家梁思成等全国政协首届委员也表示赞
成。代表们认为，
国歌代表着一个国家的
民族精神，
《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
考验，
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的国歌。只有
极少数代表对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
一句质疑。随即大家畅所欲言又热烈
讨论……最后，
毛泽东表态说：
“虽然我国
就要完全解放了，
但今后还要进行长期艰
苦卓绝的斗争，
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为
好。
”
他的讲话赢得大家一致掌声。
《义勇军进行曲》被庄重定为新中国
第一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经
修改、恢复、立法，更完全确定为国歌。

1928 年的一天，鲁迅收到一位叫
马湘云的大学生的来信，看后非常吃
惊：我们有缘在杭州邂逅，为了不忘记
先生临行重托，特去信问安。这一莫
名其妙来信，鲁迅异常诧异，他近十年
未曾去过杭州。于是，鲁迅让朋友替
他查明真相。
原来冒名顶替“鲁迅”的人是一位
小学教师，他逢人便眉飞色舞地介绍：
“ 敝 人 小 作《彷 徨》已 经 印 发 8 万 份
了。”鲁迅了解了情况后，发了一篇题
为《在上海的鲁迅与杭州的鲁迅启事》
的文章，文章幽默风趣，让人读后忍俊

不禁：
“中国同名同姓之多，这是没有办
法更改的。但让我感兴趣的是，通过他
的自叙，有一大半和我一样的经历，就
像影子和人体重叠般默契。这让我很
为难，到底我是人体，他是影子，还是我
是影子，他是人体……”
事后，
朋友问鲁迅如何处置那个冒牌
鲁迅，
是否告官把他抓起来。鲁迅哈哈大
笑：
“随他去吧。不必追究，
到此为止！
”
就
这样一场冒名顶替的风波一笑而过。

刘家针铺商标：
我国最早的商标
北宋时期，山东济南一家专造功夫
细针的刘家针铺，设计制作了一枚以白
兔为商品标志的 、专门印刷商标的铜
版。这枚白兔商标现存于中国历史博
物馆，上方阴文横刻“济南刘家功夫针
铺”店号，中间阳刻白兔儿图形，两侧竖
刻阳文“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下方刻有
较长阳文附记。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
最早的一枚完全意义上的商标。

亨德尔：
作曲家的“灵感”
英 籍 德 国 作 曲 家 乔 治·弗 里 德 里
希·亨德尔（1685—1759 年）热爱美食和
美酒，一次他收到别人赠送的一打顶级
香槟，觉得数量太少不舍得分给朋友，
于是留着自己享用。
有一次他在家里开派对的时候，特
别想喝几口香槟，但又想不出什么借口
离开。突然他故作沉思状，用食指敲着
脑门儿说：
“ 我有了一个灵感！我有了
一个灵感！”朋友们以为他马上要写下
什么不朽的乐章，于是满怀敬意地目送
他离开。他回来后不久，又有了第二
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灵感”
。
后来，
一个人起了疑心，
为何圣切契
莉亚（西方宗教音乐传统中被认为是音
乐家的保护神）如此眷顾亨德尔，
就尾随
他进了隔壁的房间，结果发现他打开壁
橱，
拿出他的宝贝香槟，
猛灌几口。这个
发现给大伙儿带来了无比的愉悦，亨德
尔的
“灵感”
也变得无比著名。

“天下清官第一”张伯行
张壮年

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名闻朝
杜绝官场行贿受贿的腐败之风，下了
野的清官张伯行，深受人们的敬仰
一道《禁止馈送檄》，檄文中写道：
“一
和爱戴，康熙皇帝赞誉他是“天下清
黍一铢，
尽民脂膏。宽一分，
民即受一
官第一”
。
分之赐；
要一文，
身即受一文之污。虽
张伯行，河南仪封（今河南兰
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
考）人，进士出身，他为官时间很晚，
具，
此物何来？
”
要求属下廉洁自律，
做
41 岁时才正式步入仕途。为官期
个好官。张伯行的这道檄文在当时影
间，他始终忠于职守、勤政为民、清
响很大，
很受人们推崇，
对改变当时官
廉刚直、不畏权贵、爱民如子。
场的腐败之风起了重要作用。有人将
康熙四十二年（1703），张伯行
他这段名言翻译成
“一丝一粒，
我之名
出任山东济宁道，当时正值饥荒，百
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
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张伯行到任
受赐不止一分；
取一文，
我为人不值一
后，
一面让家人将自己家中的粮食分
文。”其意思更加明确，其精神也更加
发给百姓，一面开仓赈济，使灾民渡
深入人心。这段名言，
说得很精辟，
就
过了难关。为此，
竟有人指控他擅动
是在今天，
也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仓谷，险些被问罪。但张伯行认为
张伯行曾因参与处理江苏乡试作
“仓谷为轻，民命为重”，就是被问罪
弊案，受到噶礼的诬蔑和陷害。扬州
也值得。
百姓得知后，
罢市抗议，
哭声震动了扬
三年后，张伯行升任为江苏按
州城。后来，康熙皇帝纠正了这一错
察使。按察使是巡抚的属下，按当
案，
江苏的官员争相庆祝，
纷纷写红幅
时官场的风气，新到任的官员必须
贴在门旁：
“天子圣明，
还我天下第一清
要给巡抚、总督等上级送礼，而且数
官。
”
更有上万人进京，
到畅春园跪谢皇
目还不能少。张伯行秉性耿直，对
恩，
上疏表示愿每人都减一岁，
以便让
此腐败之风深恶痛绝。他说：
“我为
圣上活到万万岁。福建的百姓也在家
官，誓不取民一钱，
安能办此。
”
中供奉他的画像焚香祈祷，足见张伯
第二年，康熙南巡到达江苏，破
行这位清官深得人心，
受人爱戴之深。
格升张伯行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奉旨参加康熙皇帝举办的
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为百姓
千叟宴时，
康熙还夸赞他是
“真能以百
做了许多好事，
解决了长期以来因人
姓为心者”。张伯行去世后，被赐予
多地少而造成的吃粮难问题，
使百姓 “清恪”
的谥号，
意思是为官清廉，
恪尽
得以安居乐业。在他的治理下，
福建
职守，
很准确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的风气大变，
官清民乐、
社会安定、
经
济繁荣。张伯行也因此深受百姓爱
戴。当人们得知他要调任江苏巡抚
的
时，
福建的百姓痛哭相送，
如失青天。
张伯行到任江苏巡抚后，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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