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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敢碰硬的“硬黄”黃绂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拾遗

黄绂，字用章，号精一道人、蟾阳子，明
朝平越卫（今贵州福泉）人，明英宗正统十
三年（1448）的进士。为官后，由南京刑部
员外郎郎中一步步升迁至南京户部尚书兼
左都御史。黄绂为官廉峻刚直、公正严明、
不畏权贵、疾恶如仇、敢于碰硬，被人誉称
为“硬黄”。

黄绂初任刑部郎中的时候，遇到了一
个别人都不敢办的案子。南京有一个谭姓
千户，此人官虽不大，却极善权谋、背景复
杂，经常倚仗权贵的势力横行霸道、为非作
歹。当地官员都不敢惹他。谭千户强占了
百姓万亩芦场，被人告到官府，官吏们竟不
敢接这个案子，相互推诿，拖着不办。黄绂
闻知大怒，挺身而出，主办此案，他不惧权
贵，公正办案，经过深入查究追索，查清了
案子，最终将谭千户侵占的万亩芦场还给
了百姓，并严惩了这个谭千户。

黄绂在任四川参议督松茂兼兵备道
时，不惧权势、严惩贪官污吏、打击黑恶势
力。这期间，他擒拿土豪恶霸数百人，弹劾
了一批不法将官，使地方百姓得以安居乐
业。这期间，有一个掌管仓库的官吏是节
阳王的亲戚，贪污官粮数万担，因有节阳王
庇护，没人敢问，黄绂得知后，毫不畏惧、依
法办事，硬是将其绳之以法，处以极刑，并
惩处了仓库里有关的贪官污吏。

黄绂还曾办过一个奇特的案子。那是
他任四川左参政时，在一次巡视途中，发现
一座大寺庙，寺庙倚山而建，旁边有一大

湖。黄绂走进此庙时，发现大庙主持年仅三十
多岁，而且眼含凶光，再看佛像身上满是灰尘，
便感到很可疑。待回到驻地时，得知此地有多
人失踪。于是，他立即派兵包围寺庙，捉拿和
尚。经审讯令人大吃一惊，原来这些和尚都是
歹徒所装扮，干的是杀人越货的勾当，他们常
常夜间出动，将人杀死沉于湖底，然后瓜分财
物，将劫来的妇女藏于洞穴之中，供其淫乐。
审讯清楚，黄绂下令诛杀和尚，捣毁寺庙，救出
被劫妇女，为百姓除了一害。

黄绂对贪官污吏、黑恶势力疾恶如仇，严
惩不贷，对百姓则关怀备至、处处为百姓着
想。有一次，黄绂到边塞巡视，发现边塞士兵
的妻子衣不遮体，他心酸地叹息道：“健儿家贫
至是，何面目临其上。”意思是说，边防士卒的
家如此贫困，我有何脸面做这里的巡抚啊。于
是，他顶着压力，千方百计地为士兵争取到了
三个月的兵饷，并亲自抚慰他们，帮助他们安
顿家室。当黄绂离开边塞时，士卒们携妻带儿
跪在道边相送。

黄绂之所以敢于碰硬，不惧权贵，敢于
冒着风险为百姓谋取利益，是因为他心中装
着百姓，想着国家，没有私念，因为无私，所
以无畏。

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刘亚楼：晕机的空军司令
1932年 4月20日，红军攻占漳州后缴获

了一架在此前战斗中击伤的飞机。飞机被
命名为“马克思”号，这是红军的第二架飞
机。听说缴获了飞机，不少高级指挥员都来
看。时任11师政委的刘亚楼更是围着飞机
钻上钻下，想探探这个能上天的铁家伙的究
竟。毛泽东看到刘亚楼对飞机这么感兴趣，
就打趣说，“以后有了空军，一定让你来搞！”

没想到17年后，这句玩笑话居然成真。
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准备率部南下作战的刘
亚楼接到党中央命令，负责组建人民空军。

1949年 8月，刘亚楼去莫斯科与苏方谈
判援助组建人民空军事宜。“从苏联远东城
市赤塔乘飞机经过西伯利亚的时候，飞机因
为气流颠簸得厉害，我父亲在飞机上吐得东
倒西歪。和他一起去的吕黎平、王弼一边照
顾他一边开玩笑说，你这个将来要当空军司
令的人怎么还晕机啊？”刘亚楼将军的女儿
刘煜鸿说。

多年以后，毛泽东见到刘亚楼和海军司
令员萧劲光，还风趣地说：“海军司令晕船，空
军司令晕机，这就是我的干部政策。”

蔡元培：给校工涨工资
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主政北大期间，求贤
若渴，向全国聘请一流学者任教授与讲师。
一时间，辜鸿铭、胡适、陈独秀、梁漱溟、周作
人、刘半农等都来到了北大，北大可谓大师云
集，人才济济。

一段时间后，蔡元培发现，北大作为中国
的一流大学，学生众多，仅有大师是不够的，
还需要背后默默奉献的校工，后勤补给这块
的任务特别繁重。清晨，校园的第一声钟由
一个校工敲响。只要是上学期间，无论刮风
下雨，敲钟的校工准时到岗。每天如此，从
来没有缺席过。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学校需
要烧煤取暖。烧煤的校工早起晚睡，保证按
时供暖。学校的电工，他们不仅在学校维
修，教授家里的电灯、电话出了问题也找他
们。还有那些打扫卫生的校工，他们每天往
往是披星戴月……在北大，最辛苦的人就是
这些校工。

蔡元培要让普通劳动者——校工也要活

得有尊严、有奔头、有希望。所以他决定给校工
涨工资。消息传出，在北大校园惹起了争议，有
些教授认为校工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应该拿
低工资。

蔡元培力排众议，他说：“虽然校工没有文
化，但他们投入了同样的甚至更多的时间成本。
北大光有大师是不够的，还有背后默默奉献的这
些校工，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工资涨了后，校工
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热情特别高。另外，蔡元
培每次迈进学校大门，他都会摘下礼帽，向迎接
他的校工们鞠躬致谢。

叶楚伧：嗜酒如命
国民党元老叶楚伧嗜酒如命，1916年，他与

邵力子合办《民国日报》并担任总编辑，报馆穷得
常常连员工的工资发不出。叶楚伧就把老婆的
首饰送进当铺，借以维持报馆的开销。即使这
样，叶楚伧还是每晚坐在编辑室里，一壶酒与一
包花生米是少不了的，边喝边嚼边工作。

抗战爆发后，叶楚伧随国民政府西迁，由南
京而武汉，再由武汉而重庆，都挂着秘书长的重
要头衔。谁知1941年他却突然辞掉秘书长一
职。至于原因，一种说法是：某日叶楚伧在与蒋
介石通电话时，蒋问叶楚伧有没有重要事情，叶
回答说有三件公事须请示。当蒋赶到中央党部
时，叶却因酒喝多了，将“公事”忘得干干净净。
蒋无奈返回军委会后，叶突然又记起来了，于是
再打电话给蒋介石，蒋嘱咐他赶往军委会面谈。
不料，叶出发前忍不住又喝了几杯，结果，赶到军
委会后，又将“公事”全忘了。

溯源：办事失败为何叫“砸锅”
“砸锅”属于北方方言词，人们常用“砸

锅”来比喻办事失败了。这个“锅”并非烧饭
做菜之锅，而是来源于戏曲界的“两下锅”“三
下锅”等术语。

清末民初，北方的京剧曾与山西梆子、直隶
梆子（今河北梆子）同台演出，而剧目、表演等又
仍保持各自原状不相混合，俗称“两下锅”。南方
的滇剧，其腔调包括襄阳、胡琴、丝弦三种，原来
唱一种腔调，后来逐渐变为三种腔调混合演，俗
称“三下锅”。在这里，“锅”已成了“戏”的代名
词。旧时，人们常用“砸饭碗”比喻失业，如果戏
演得不好、演不下去了，就称演“砸锅”了。

为什么用“砸锅”而不用“砸瓢”“砸盆”呢？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生的前提要义。“人生开
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件也离不
开“锅”。“锅”是千家万户最主要的炊具，关乎每
个家庭的吃喝。正因为“锅”是如此的重要，所以
人们把事情办坏比喻成“砸锅”。

抗战洪流锤炼文艺青年

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曹火星14岁便在河北
平山县担任村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率儿童团
站岗放哨查路条，唱歌跳舞搞宣传，堪称便衣
“小八路”。1938年春，曹火星加入平山县青年
抗日救国会建起的抗日文化团体——铁血剧
社，此前他在家曾随任小学校长的叔叔学过点
音乐，是铁血剧社成立时社内唯一能识简谱者。

两年后，曹火星随剧社到华北联大文艺部
音乐系深造。边学边写，自编自唱，首创《上战
场》受到表扬。1943年春，曹火星光荣入党，他
决心要干好这份文艺工作，以表达对党的感恩
之心。其时，适值全党上下都在认真学习贯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
和铁血剧社的同志们以满腔热忱参加到这股热
潮中，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行动更加自觉。

铁血剧社不久移驻阜平，改由晋察冀边区
抗联会领导。随即，响应毛泽东的讲话，改名为
晋察冀群众剧社。曹火星担任群众剧社音乐组
组长。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便于有效开展
反“扫荡”，1943年秋，群众剧社化整为零，被编
成晋察冀边区抗日宣传3个小分队，派往由房
山、涞水、涞源、涿县等地组成的平西（北平以
西）根据地深入到群众中宣传抗日，参加当地的
土改运动。赵冀平带领一个小分队来到房山、
涞水、涿州县，后又分为两个小组，曹火星与赵
珂、张学明一个小组，翻山越岭来到远近闻名的
抗日根据地之一的堂上村。该村地处房山县和
涞水县交界处的云霞岭上，海拔1000多米，是
个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

曹火星一行三人来后，夜宿中堂庙的偏殿
里。白天，边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边开
展群众文化活动。除教唱革命歌曲、演戏进行
抗日宣传外，还为儿童团编排了一套“霸王
鞭”。晚上，他们就埋头潜心搞文艺创编。

主题曲催生颂党赞歌

他们先集中力量斟酌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民
间歌调，为打“霸王鞭”一连创作了4首歌曲。
“霸王鞭”是晋察冀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舞蹈形
式，又叫“打花棍”。曹火星等同志把它改编成
一种新型的群众集体歌舞形式。前四首歌，由
曹火星与张学明运用群众熟悉的小调填词。通
过光明与黑暗的对比，共产党、八路军的坚决抗
战与国民党、中央军反共反人民、不抗日只打内
战的对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
歌颂抗日根据地民主自由的新生活。

但这四首歌曲先期写出后，曹火星等总觉
未彻底写到位，需有一首归纳性强、能进一步说
明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只有共产党
才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人民才能翻
身得解放的词曲，也就是说，最后需一首明快有
力、概括性强的主题歌做精炼总结。

其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
消极抗日，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企图消灭共产
党，摧毁共产党领导的广大革命根据地；蒋介石
更是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公然叫嚷“没有国
民党就没有中国”等恬不知耻论调。对此，共产
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奋起反击，与蒋介石针
锋相对进行斗争。7月9日，延安举行3万人大
会，呼吁紧急动员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
同时拿起舆论宣传武器揭露驳斥种种反共行径
与谬论。7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机关报（延
安）《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
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号
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危机。8月25
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中国》社论，针对蒋介石狂言“没有国民党就没
有中国”，进行有力回击和驳斥，指出共产党、八
路军、新四军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鲜明提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尤其是《解放日报》题
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令人震
撼。曹火星等众多革命者愈发坚定了钢铁般的
信仰和意志，坚定了忠诚与热爱共产党的必胜
信念。曹火星更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深深懂
得：只有共产党才能引导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走向光明。1943年秋，曹火星接到父亲与堂弟
被日军杀害之噩耗而悲愤交加。怀着深爱共产
党之情、交织对敌之国恨家仇，曹火星拨动了喷
薄欲出的音乐情弦。

10月的一个深夜，在河北涿莱县（现划归
北京房山县）常山小学的油灯下，曹火星奋笔疾
书创作起来，激情写下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中国”。敲定词曲主题后，顷刻间文字如珠玑滚
落盘中。

最终道出蓄积心胸的声音，曹火星轻舒长
气，反复默读。一不做二不休，他又立刻谱曲，
心潮澎湃中音乐旋律的灵感如一匹骏马乘风疾
驰。家乡的民间小调、戏曲曲调接续涌来，曹火
星眼前浮现出孩子们打起霸王鞭行进演唱的景
象。他用了一天一夜，一气呵成了这41个小
节、12个单句的歌曲。

次日，曹火星召集儿童团员教唱此歌。12
月，在200余名县级干部培训班上教唱之并广为
流传。传唱中，随着形势的发展，这首歌曾被相
应修改了个别词：原“他坚持抗战6年多”，后唱
着唱着，一年加一年，到抗战胜利改成“8年多”。

这首歌曲吸取了“霸王鞭”音乐的音调，体
现出板腔体音乐的情绪发展，最终成为一种由
主题材料不断发展变化再现而构成的多段并列
结构。全曲共分3部分：第一部分是歌曲的前

两句，即歌曲核心主题。这里，作曲家旗帜鲜
明、先声夺人地表达出歌曲的思想主题——“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第二部分结构相对
较大，前半部分三句，落音都在“la”上；后半部
分从“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开始，节奏逐渐密
集，一字一音，类似戏曲音乐中的垛板，将音乐
的情绪逐渐高涨。第三部分变化再现第一部分
的核心主题，但节奏拉开，音区提高，将全曲推
向高潮。
这首代表真理、代表人民大众信念和愿望

的歌，唱出了根据地广大军民对中国共产党的
拥护和跟着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念，歌词真挚朴
实、通俗精练，曲调亲切明快、易唱易记，深受人
民群众喜爱，因此随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
节节胜利广泛传唱，传遍全中国。

毛主席精准添“新”字

曹火星回忆说：“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
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
人民当家做主。搞土改发展生产，给人民改善
生活……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是我亲眼所见，人
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
会。党和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人民群众为抗
战送儿、送夫参军，支援前线流血牺牲……就
我本身来说，一个普通的农村小孩子，不愿意
当亡国奴，而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是党培育我
成长，是党给了我文化知识，成为一名革命文
艺战士……没有党怎会有今天？我讲了真理，
说了实话，写了实情，反映了人民的心声。”的
确，来自他内心深处最强烈、最质朴的声音，道
出了亿万中国人民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关于歌名中增“新”字的变化，后来有几种

说法。
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源于原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任、著名党史专家逄先知（早年曾是毛泽东秘书
田家英的助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6年），以及曾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李银桥（跟随毛泽东15年，
先后任卫士、卫士组组长、副卫士长、卫士长）等
同志，逄先知曾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的文章中、李银桥在其回忆著书里，都提到以下
细节：
1950年的一天，毛泽东听到女儿李讷在唱

这首歌时给予了纠正，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
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毛泽东的“一字师”极其了不得，歌名在
“中国”前加上一个“新”字，更为准确；一个“新”
字，神来之笔，也让这首歌成为歌颂党的经典之
作、真理之歌。
从此，就有了流传至今的这一段经典旋

律。此歌久唱不衰的魅力在于：鲜明道出亿万
人民心声，唱出颠扑不破的真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传唱不衰的歌曲

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高亢流畅的旋律、质朴激昂的风

格，征服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

全国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斗争而取得胜利的光辉历程，

抒发了广大群众的意志和信念，唱出了中华儿女的共

同心声，道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史真

唱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