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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车御史”谢振定不畏权势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和珅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贪官，得
宠于乾隆皇帝，曾把持朝政二十余年，聚敛了
巨额财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
纪晓岚》将和珅玩弄权术、施展淫威的嘴脸刻
画得淋漓尽致。朝中官吏大都惧怕和珅的权
势，或趋炎附之，或惧而避之，而御史谢振定
却敢于和他斗争。

谢振定，字一斋，号芗泉，湘乡(今属湖
南)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散馆授编
修，升京畿道监察御史。
主子得势，奴才也嚣张。一次，和珅的一

个宠奴乘坐一辆豪华马车在街上横冲直撞，
路人见是和府的车子，都怒而视之，远远回
避。此时，正在巡城的御史谢振定，恰遇这辆
车子，便喝令停下。没想到和珅家奴根本不
把谢振定放在眼里，全然不理，照样全速前
行。谢振定怒不可遏，大喝一声：“给我把这
奴才抓起来！”随着谢振定一声令下，随从立
刻快马追赶，将这个家奴从车子里揪下摔在
地上。谢振定令人剥去他的衣衫，痛加责打，
并当众烧掉了那辆豪华的车子。围观的人们
无不拍手称快。
和珅得到这一消息后，暴跳如雷，十分恼

怒，认为这是谢振定眼中无他，第二天就指使
心腹罗列罪名弹劾谢振定。后来，谢振定还
真为这件事被罢了官。但谢振定不畏和珅权
势、火烧和珅华车的事传遍了京城。

四年之后，乾隆皇帝死去，和珅失去靠
山，早已怀恨和珅并觊觎其财富的嘉庆皇帝
立即下令将其逮捕，半个月后将他赐死狱
中。不久，谢振定被重新起用。

谢振定有两个儿子，长子曾考中进士，出
任河南裕州知府，道光皇帝曾接见过他。接
见时，道光皇帝听了他叙述的家世，曾说：“你
原来是‘烧车御史’的儿子。”
“烧车御史”出于皇帝之口，更使这个绰

号增添了无限光彩，从此，谢振定“烧车御史”
这个绰号就传开了。谢振定家乡湖南湘乡的
人们也以出了一个“烧车御史”而感到自豪。
他们看到谢家的子弟个个出色，于是又给谢
家起了一个赞美的绰号——“烧车谢家”。

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激越战歌一气呵成

1937年9月，日军攻占大同，太原危在旦
夕。10月中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
事处等南迁至晋南重镇临汾，驻在城郊刘庄（今属
临汾市尧都区），并在此成立了八路军学兵大队。

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的贺绿汀（湖
南邵阳人）、欧阳山尊、崔嵬等文化名人组成“上
海文化界抗日救亡第一演剧队”，有计划地到全
国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贺绿汀随演剧一队
辗转来到山西抗日前线，到达临汾，和来自延安
的女作家丁玲等人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会
合。他们的演出，受到抗日部队的欢迎。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热情接待了
贺绿汀一行，向他们介绍了许多八路军抗战的
情况，并组织他们听报告、参加政治学习。在听
取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首长对抗战形势和策略
的报告后，贺绿汀等人与指战员有了更直接的
接触，并对游击战法产生了浓厚兴趣。

一天，贺绿汀来到学兵大队，适逢彭雪枫
讲授《游击战术》，他被彭雪枫绘声绘色的演讲
吸引住了。听着听着，眼前仿佛弥漫着战火硝
烟——在密林里，在山冈上，在青纱帐中，在碧
波旁，到处都是游击健儿英勇杀敌的战场。

八路军炮兵的奇特与神勇，深深吸引了贺
绿汀，他兴致勃勃地去八路军总部新成立的炮
兵团访问。指战员们告诉他，部队从陕西出发
时还没有炮兵，是通过俘获日军的炮和收集阎
锡山部队南逃时丢弃的炮成立的……

贺绿汀脑海中犹如电光石火一闪，眼前不
时浮现着八路军在炮火轰鸣中抗顽敌显神威的
景象，一串串铿锵激越的音乐旋律霎时飞腾在
心田……当晚，住在刘庄一个小煤仓里的他辗
转反侧，很难入眠。彭雪枫那精彩的演讲，学员
们那摩拳擦掌的激情，八路军抗战的一件件感
人故事，一下子点燃了贺绿汀创作灵感的火
花。他迅速从床上爬起，拿出纸、笔和音叉，挥
笔写出了献给八路军全体将士的《游击队之
歌》。曲谱犹如泉涌，歌词一气呵成。

这是一首进行曲风格、反映抗日游击队战
斗生活的歌曲，作品融入了作曲家对抗日将士
的真挚情感、对敌军的愤懑与藐视、对革命必胜
的乐观主义精神。富有弹性的小军鼓节奏，轻
快活泼的小乐句，唱起来琅琅上口，适合部队行
进时边走边唱。游击队战士在艰苦环境下机智
勇敢、紧张愉快的生活场景跃然谱上。

北京人艺创始人之一、曾任人艺副院长的
欧阳山尊生前谈到贺绿汀的故事，思路清晰，边
说边用手势比划着：

到了山西临汾前线，部队刚结束平型关战
役，正需要休整，需要文化娱乐。于是我们一边
为部队表演，一边收集素材准备进行新的创
作。当时我和贺绿汀住一间屋子，虽然是初冬，
可山西已经很冷了，我俩同睡一个炕。有一天
我进城办事，晚上赶不回来留在城里过夜。第

二天一早回村，我一进屋，老贺立刻兴奋地告诉
我，昨晚他写好了一首《游击队歌》！

贺绿汀后来回忆时对创作此歌的情景仍记
忆犹新：

这首歌是先写成曲调后再填词的。我自一
开始时就定下了明确的创作意图：要通过音乐的
刻画，反映处在敌后艰苦环境中的游击战士乐观
的情绪、昂扬的斗志和革命的自豪感。在曲词的
结合上，我把不重要的字或衬字全都摆在轻拍上，
把重要的字摆在长音或强拍上，根据曲调的节奏
变化与旋律线的进行来考虑每一句歌词的具体
安排，使歌词与曲调进行完全吻合。当时演出这
首歌时，当地没有乐器，只能用口哨来伴奏，有时
候士兵们找不着调，我就发明用一种音叉敲一下
头然后开始唱，就把调给唱准了。

经典歌曲广受好评

1938年春，八路军总部在临汾洪洞县白
石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演剧一队在会议的晚
会上首次为八路军将士演唱这首歌。当时仅
有欧阳山尊吹着口哨充当伴奏，贺绿汀指挥全
体演剧员满怀激情齐声高唱。由于这首歌准
确刻画出游击健儿机智、灵活的英雄形象，受
到与会的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高级将
领的一致好评。

这首歌先由八路军学兵大队学唱起来，迅
捷传开后，有的部队还派人骑马赶了几十里路
来抄谱子。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即将
率部开往前线，他热切地邀请贺绿汀到部队一
个营一个连地去教唱，还说：“唱会了这首歌就
出发。”不久，部队将士们便高唱着这首歌奔赴
抗日战场。

这首歌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山西各抗日民
主根据地，进而传遍全国各抗日战场。这首歌
受到八路军将士的热烈欢迎，许多热血青年正
是唱着这首歌奔赴解放区的。

1938年夏，贺绿汀又将其改编为四部混声
合唱曲。

1943年，贺绿汀来到延安。在王家坪举行
的一次文艺晚会上，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并高
兴地赞扬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
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1949年，全国即将解放，贺绿汀从北平坐
火车返回上海。火车途经昆山时遭国民党飞机
轰炸，他带的衣物、乐谱全部散失，可此歌原稿
被他贴身牢牢藏着，幸运躲过劫难。

真正的经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且历久弥
新。新中国成立后，《游击队之歌》一直在我军
中广泛传唱，并多次列入总政治部向全军推荐
的歌曲，成为我军歌咏活动必唱曲目。它也曾
有其各种改编曲，其中作为军乐曲则更为动人。

周恩来也极为欣赏此歌，他任总导演的大
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还专门将此歌收了进
去。在1964年首演中，根据《游击队之歌》编排
了最形象感人的《游击队舞》。当时有人不同意

放此歌，说它轻快活泼过于轻松，不符合东方红
史剧风格，抗日、跟鬼子斗争哪会轻松？周恩来
却坚持说：“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
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
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的作品。有时需雄壮的
东西，有时也需轻松的东西，有统一也要有变化，
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应该是丰富的。”

第二段歌词鲜为人知

《游击队之歌》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歌曲，作
者一反进行曲惯用的雄伟、豪迈的音调，大胆地运
用乐观、轻快、活泼的音乐来反映战争题材，赋予
歌曲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战斗性的内容，充分
展现了党所坚持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

特别是在歌词创作方面，作者考虑到如何
把当时的政治形势、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用具
体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而不是在歌词中塞满
了军事术语或政治口号，比如“我们都是神枪
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中间就包含
了要练好射击本领、节省子弹等意义。“没有吃、
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
人给我们造”，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敌人那里取得
武器和给养。“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
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
到底”，则充分地表现了游击战士为保卫自己的
家乡和祖国，一定要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敌
后游击战争是极其艰苦的，可是在歌词中却只
字不提“艰苦”，而是充满了英勇机智、紧张愉快
的乐观情绪，更让人感觉到游击战士崇高的精
神风貌和思想境界。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游击队之歌》

原来还创作有第二段歌词：
哪怕日本强盗凶，我们的兄弟打起仗来真

英勇，
哪怕敌人的枪炮狠，找不到我们的人和影。
让那敌人横冲撞，我们的阵地建在敌人侧

后方，
敌人的战线越延长，我们的队伍越扩张。
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
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
我们越打越坚强，日本的强盗自己走向灭亡，
看那最后的胜利日，世界的和平现曙光！
这段歌词激昂慷慨，与第一段歌词内容紧

密相连，把游击队将士们饱满的战斗热情、革命
的乐观主义、对敌人的极大仇恨与蔑视，以及高
度的政治觉悟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尤其
是歌词最后的“看那最后的胜利日，世界的和平
现曙光”，使人们的情绪达到了最高峰。

这段歌词还体现了一个重要政治内容，即
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所主张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其中的“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
装；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两句，便明确
易懂、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党的政治主张。可惜
的是，这段歌词后来没有被保留，所以，很多人都
不知晓《游击队之歌》曾经还有第二段歌词。

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之歌》，一直备

受中国人民喜爱，任何一个听到《游击队之歌》的人，都

会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已加入到抗日游击队行列；一

唱起它，就让人振奋斗志、激昂奔放，浑身充满必胜的

信心和力量。歌曲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交相辉映，脍炙

人口、极负盛名、历久弥香。

孟红

如军鼓般振奋斗志

北宋神宗继位登基时，大宋王朝内忧外患，
特别是日益崛起的西夏成为西北边疆的巨大威
胁。宋神宗急欲改变这种危局，却不知道如何
入手。这时，有人献上了奏疏《平戎策》，前后三
篇，详细分析了黄河、湟水之间吐蕃势力的状
况，论述了攻取西夏的策略。宋神宗如获至宝，
当即下旨召见。
上疏人名叫王韶，官职为建昌军司理参军，严

格来说连个军官都算不上。王韶入宫后与神宗详
细解释了自己的治边方略，神宗没想到一个小兵
竟然有如此战略，随即封他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
文字，相当于机要秘书，命他实施平戎的构想。
京城归来，王韶已经历了鲤鱼跳龙门，从一

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兵，摇身变为手握重权的朝
廷命官。面对那些质疑的目光，他马上就用行
动让人刮目相看。
吐蕃部族首领俞龙珂的部众，在青唐(今青

海西宁)一带吐蕃和羌族部落中，实力最为强
大，西夏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拉拢他以作为羽
翼。王韶抵达秦凤路经略司后，这里的将军们
都主张武力征服，直接发兵征讨，王韶予以了拒
绝。有一天，他巡视边境，只带了几个士兵便进
入了吐蕃境内，并且直达俞龙珂帐下。俞龙珂
惊愕不已，连忙请王韶入帐，摆酒宴招待。王韶
向俞龙珂表明了成败大义，招抚他归顺宋朝。
两人边喝边聊，一直谈到深夜，王韶索性就在帐
内留宿。俞龙珂深为王韶的坦诚所感动，第二
天，他就派首领跟随王韶入朝朝拜。过了不久，
他又率其部众12万人归附宋朝。
为收复河州、陇州，宋朝筑渭城为通远军，派

王韶为知军事。宋熙宁五年（1072），王韶率军进
攻河、湟之地的吐蕃部，击败了蒙罗角、抹耳水巴
等吐蕃部落。起初羌人抢先占据了抹邦山的险
要之地，宋军的将领打算在平坦之地布阵与其交
战，王韶说：“敌人如果不离开险要，我们只有徒劳
而归。现在既然已涉入险要之地，就应当占领它，
使它为我所有。”于是带领部队直趋抹邦山，与羌
军对垒，并下令说：“谁要敢说退兵，就将他斩首！”
敌军居高临下，宋军的进攻受阻，王韶亲自披挂上
阵，指挥部队反攻，羌人大败，洮西大为震动。
这时，吐蕃部族首领瞎征带兵渡洮河来援

救，被击溃的敌军又集结起来。王韶令部下将
领由竹牛岭出动，虚张声势，牵制敌人，而他则
率主力部队攻打武胜，途中经过激战，击败瞎征
的一部落军队，进驻武胜城，建立镇洮军。朝廷
把镇洮更名为熙州（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划
熙、河、洮、岷、通远为熙河路（路相当于现在的
省），命王韶以龙图阁待制统领熙州。
熙宁七年，河州知州景思立与吐蕃部将青

宜结鬼章战于踏白城，宋军战败，景思立被杀。
此时王韶奉旨进京，刚刚走到兴平（今陕西咸阳
兴平县）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他马上掉转马头，
星夜兼程赶回了熙州。
面对吐蕃的嚣张气焰，朝中有的大臣主张

放弃熙河路，宋神宗也慌了神，告诫王韶坚守城
池不要轻易出战。此时熙州守将也在合力部署

城防，王韶抵达后立刻下令撤除城防，同时挑选
了2万精兵，准备进攻。有的将领认为应该直捣
河州，夺回城池。王韶摇头说：“贼所以围城者，
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
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于是
领兵直奔定羌城，攻克后又兵进宁河，分兵让偏
将出南山，彻底扫除吐蕃设于河州外围的援
兵。围攻河州的瞎征部知援军已破，只好弃城
逃走。此后王韶派兵沿西山绕至踏白城，袭击
集结在这里的瞎征部族，焚毁其8000余帐。瞎
征见大势已去，只得向宋朝投降，被押送京城。
王韶率军前后收复熙、河等六州，击败吐蕃

各部约20万大军，开拓疆土一千八百里，史称
“熙河开边”。这让宋朝在军事上对西夏形成合
围，转守为攻，占据主动。王韶因功被封为观文
殿学士、礼部侍郎，后又升为枢密副使。
从一个小兵到正二品的枢密副使，王韶成

功实现了人生的逆袭。毫无疑问，他所进献的
《平戎策》成了敲门砖，他是如何写出来的呢？
王韶自幼读书，才华横溢，嘉祐二年（1057）27
岁即考中进士，在宋朝重文轻武的氛围里，其实
他有了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开端。只是王韶天赋
高，志向更高，他爱好军事，长于谋略，他先后任
职新安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等，这让他感觉距
离实现人生理想相距甚远。后来他参加了制科
考试，这是为选拔特殊人才而设立的考试，不幸
的是，王韶落榜了。按理说这也没什么，因为制
科难度很高，两宋三百年间，仅有二十多个中举
者。但王韶不这么想，他认为是他的策论缺乏
实用。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去官职，游历
西北。几年间，他风餐露宿，用双脚走遍了边境
地区的山山水水，熟知了边境的地形，也了解了
边地的民风。最终胸有成竹，才写出被宰相王
安石称为“奇策”的《平戎三策》。
作家大兵在《我不》中曾经写道：“星光不问

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是啊，一个人无论
出身，无论学识，无论目标，只要你勇于在暗夜
前行，星光总会照亮前行的路。王韶的成功，同
样离不开辛勤耕耘的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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