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达：党的一大会议召集人
李达，1890年出生于湖南永州，是中国共

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1920年
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8人在《新青年》
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独秀任书记。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
织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担任主编。

1920年12月，陈独秀赴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
委员长。从1921年2月到党的一大召开，李达一
直代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主持全
面工作，担负了党的一大的筹备和召集工作。

开会前夕，李达为选择会场伤透脑筋，经
妻子王会悟提议，会址最终设在了上海法租界
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参会
代表的住宿，则安排在离李公馆不远的博文女
校。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
大会在上海开幕，会议期间，李达代表上海发
起组介绍了自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并和张国
焘、董必武共同起草了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
后实际工作计划。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
一个纲领和决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
党”；决定设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作为中央的
临时领导机构，由陈独秀任书记，李达被选为
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

荣毅仁：被睡马路的解放军感动
1949年4月21日夜，解放军百万大军渡江战

役开始。总前委制定的《入城守则》中，最重要有
两条：一是市区不使用重武器，二是不入民宅。
对不入民宅，有的干部想不通，问：“遇到下雨，有
伤病员怎么办？”陈毅坚持说：“无条件执行，说不
入民宅就是不入，天王老子也不行！”

三野主力九兵团第二十七军、二十三军及
二十军5月27日夜里攻入上海市城区后，十万
大军全部露宿街头。这使国内广大人民及海外
各国对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不得不刮目相
看。美国与费正清齐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
谈及解放军睡南京路照片时说：“我认为这是红
色中国的第一张‘上海公报’。”

年轻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当时正准备从上
海迁往香港，但他目睹了解放军睡马路后，就决
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后来，他作出了许
多贡献，晚年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之一。

欧阳修：幽默点评饭菜口味
欧阳修做主考官，看到举人刘辉的一份考

卷上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意指脱颖

而出）。”欧阳修见了，笑一笑，不以为然，认为颂扬
过头了，遂用红笔将这些语句涂抹掉。复卷的副
考官见了考卷，心有所会，在末尾添写了第四句，
顿成妙语：“欧阳刷。”

欧阳修到一家饭馆吃饭，饭后老板问饭菜口味
怎样。欧阳修不便明说，蘸着水在桌上写诗一首：
“大雨哗哗飘湿墙，诸葛无计找张良。关公跑了赤
兔马，刘备抡刀上战场。”老板不解其意，欧公问：
“我若解释，当真不生气？”“当真。”欧公笑呵呵地说：
“我这每一句诗都是一条‘谜语’。‘大雨哗哗飘湿
墙’指‘少檐’，意为少盐，口味平淡；‘诸葛无计找张
良’指‘算不出’，意为佐餐的大蒜没摆在餐桌上；
‘关公跑了赤兔马’指‘无缰绳’，意为菜肴中忘记了
放姜丝；‘刘备抡刀上战场’指‘军中缺少大将’，意
为‘木耳菌（谐音军）菇这道菜少了大酱调配’。”

赘婿：在古代地位有多大区别
赘婚历史悠久。有学者认为，尧将两个女儿

嫁给舜，并用三年时间考察他，“以理家而观国”，
应属赘婚。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吕尚曾入赘齐
国，后遭“出夫”。
汉代皇家对赘婿并不歧视，汉武帝的女儿盖

长公主和姑姑馆陶公主守寡后，都招近臣同居，汉
武帝亦默许。唐宋两代对赘婿更宽容。据范镇
《东斋记事》载，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父亲赵弘
殷就是赘婿。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世风好言利，如
司马光所说：“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
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
自汉代后，只将赘婚视为“陋习”，较少行政干

预，草原文化本有赘婚传统，元代除禁独子、军户
外，其他人皆可入赘。但婚书不仅夫妻双方签名，
媒人、保人、主婚人也要签名。
明清民间歧视赘婿，婚礼时男方下跪，女方直

立。赘婿不入家谱，即“赘婿为子，皆异姓乱宗，一
概不书”。即使列入家谱，也是血亲用红线相连，
赘婿用黑线相连。但明清时，上层社会也有入赘
婚，晚清名臣左宗棠就是赘婿。

彼得·诺顿：发明“后悔药”的人
彼得·诺顿是美国著名程序设计师和电脑书籍

畅销专家。他小时候，有天天空阴沉沉的，本来他
和同学们都想带伞出门，可觉得伞有些笨重，所以
都没有带。结果，他们刚到郊外就下起了大雨，被
浇成了落汤鸡。回来的路上，同学们都说，如果有
后悔药就好了，一定要把伞带上。诺顿回家后对父
亲说：“我将来要研制后悔药，让许多人不再后悔。”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计算机程序设计行业。

诺顿注意到，许多人在电脑上会不小心删除文件，
一些重要文件一旦误删将成为他们的噩梦。这时
他想到了“后悔药”。两个月后，诺顿终于编写了
一套“恢复删除”软件。消息一传出去，便有公司
上门求购，诺顿因这套软件得到3亿美元报酬，一
下成为全美国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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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天”反腐拒贿一身正气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拾遗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禁烟英雄，
有“禁毒第一人”之称。他的虎门销烟壮举振奋
了中国人民的斗志，维护了民族尊严，在世界也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爱国精神深受世人敬佩。
林则徐的高贵品质，不仅表现在他的禁

烟壮举中，也反映在他为官刚正清廉、勤政爱
民上。林则徐为官几十年，领导整顿财政、兴
修水利、救灾办赈，不计个人得失，“置祸福荣
辱于度外”，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誉满
天下，被人称为“林青天”。
在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横行、贪腐蔓延的

环境中，林则徐能自觉地抵制不正之风、反腐
拒贿、洁身自好，其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林则徐在任江南监察御史巡视江南各地

时，在澎湖群岛寓所遇到一位自称“花农”的
人，向他献上一盆盛开的玫瑰花，并提请林大
人换个大花盆栽种。林则徐心中有异，一脚
踢翻了花盆，发现花盆中藏着一只足有半斤
重的金老鼠和一纸信笺，笺上写着：“林大人
亲收，张保敬献。”林则徐当场将此“花农”训
斥了一通，并将金鼠没收，上缴国库。
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去广州查禁鸦

片时，英国商人义律认为清朝政府腐败，官员
受贿成风，林则徐也不会例外，便想通过贿赂
林则徐得以蒙混过关。一次，义律请林则徐
到他私邸赴宴，宴席间，他将一个精美的方盒
递给林则徐，说是敬献给他的小礼物。林则
徐打开方盒一看，盒内大红软缎衬垫上放着

的竟是一套豪华的鸦片烟具，白金烟管，秋鱼骨
烟嘴，钻石烟斗，旁边一盏小巧雅致的孔明灯和
一只光彩夺目的金簪。义律用如此昂贵的烟具
送林则徐，可谓一箭双雕，既有行贿之意，又有
讽刺之目的。林则徐自知义律的恶毒用意，便
不动声色地说：“义律先生，本部堂奉皇上旨意
到广州肃清烟毒，这套烟具属于违禁品，本当没
收，但两国交往，友谊为重，请阁下将这珍贵的
烟具带回贵国，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品吧。”义
律没想到，林则徐不仅不接受他的贿赂，还借机
将他奚落讽刺了一番。
林则徐离京赴广州查禁鸦片时，临行前，他

从良乡向广州发了一个“传牌”，“传牌”中说：
“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
之人”“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
整桌酒席”“此非客气，切勿故违”“随身丁弁人
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需
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
“传牌”的精神要点就是“三不准”：一不准

下属远迎；二不准摆办酒席；三不准索贿受贿，
这突显了林则徐反腐拒贿的高贵品质，对后世
影响很大，有“三不准传牌”之称，林则徐也因此
有了一个“三不准钦差大臣”的美名。

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经典歌曲诞生背景

《团结就是力量》本来是一个小歌剧的幕
终曲，它创作和初演于1943年夏天，由西北
战地服务团首演于晋察冀边区平山县滹沱河
边的北庄。

1943年，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处
于战斗非常紧张、残酷和生活极为艰苦的困难
时期。日军进入根据地，到处抢粮，实行“烧光、
杀光、抢光”的疯狂政策，而国民党反动派却明
里暗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分裂和摩
擦。为了宣传抗日，呼吁团结，牧虹和卢肃联手
创作出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这首经典歌
曲就诞生于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晋察冀边区的
文艺工作者学习感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后面简称《讲话》）的精神，所
出现的创作成果之一。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
时，词曲作者卢肃和牧虹都不在延安，他们已
在敌后晋察冀边区工作了四五年。当时边区
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根据地缩小，敌
我区域“犬牙交错”，群众生活非常困难。《讲
话》传来，马上给边区文艺工作者心头拨亮了
一盏明灯。

学习《讲话》后，文艺工作者们深深地感
悟道：应当更进一步地深入生活，更进一步地
与群众结合，更深入地参加到斗争中去。于
是他们纷纷到基层去兼职，肩负起实际的战
争、生产、群众工作的责任，先是参加农民的
减租减息运动，后又参加县参议会的选举，参
加中心游击组、掩护群众反扫荡、抢收抢种。
还和武装工作队一起，到敌人的据点里去进
行“政治攻势”。通过深入生活，文艺工作者
们切实看到了八路军和老百姓同呼吸共命
运，团结抗战，形成了钢铁般的力量，无坚不
摧，无往不胜。

随着抗战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社会上
产生了一股消极抗战的逆流。当时，顽固派在
民主革命运动中“曲线救国”、限共反共的事件
不断发生，与我军民不断产生摩擦和冲突，人
民强烈要求民主改革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
边区文艺工作者们在进一步深入生活之后，切
实认识到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这也是全国民众共同的心愿和要
求。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促使文艺工作者们想
用歌曲的形式把民众的心声唱出来。

歌剧幕终曲铿锵有力

为了庆祝减租减息和县参议会选举胜
利，平山县举行庆祝大会。为此，牧虹和卢肃
这对好战友、好搭档，就在平山县北村一户老
乡屋后的山坡上，一道突击赶写一部有关庆

祝胜利、加强抗日力量团结的小歌剧，名字就叫
《团结就是力量》。

牧虹和卢肃花了一周时间，聚精会神搞创
作，在灵感的激发和碰撞、认真集中修改推敲一
番后，完成了这部小歌剧。随即，又进入紧锣密
鼓的排演过程中。在排练期间，大家觉得剧情
还可以，就是结束得有些突然，缺乏终止感，大
家建议为该剧增加一个幕终曲。于是，由牧虹
和卢肃分别作词谱曲的《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
就应运而生了。

之后，这部小歌剧就闪亮上演了。牧虹是编
剧、导演，又兼演员；卢肃既是作曲，又兼指挥。仲
伟、管林、刘沛、朱星南都是主要演员。首次演出是
在庆祝平山县召开的减租减息和县参议员选举胜
利闭幕会上。全剧的高潮是结尾的大合唱。演员
们手挽手齐声高唱幕终曲，词曲铿锵有力：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似铁，
这力量似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当时会场上掌声雷动，群情激昂，不少人情

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号：“团结起来，把日本帝
国主义赶出中国国土！”“为了新中国，团结起来
共同奋斗！”演出结束后，群众仍三三两两在一
起谈抗战议国事，不肯离去。

词曲作者忆说创作动机

小歌剧公演后，歌曲《团结就是力量》随之
面世，歌曲的内容很有现实意义，用音乐强化了
“团结就是力量”的主题。不仅如此，这首歌在
内容深度和广度上还突破了一般抗日歌曲的范
畴。如：“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
制度死亡。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
出万丈光芒”，这些词句显然比“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更深了一层。

此歌旋律昂扬激越、雄壮浑厚，节奏铿锵有
力、震撼人心，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感染力，既
是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号角和心声，
又是人民大众反法西斯的战歌，为全世界法西
斯罪恶势力敲起丧钟，对团结抗战起到了很大
的促进作用。这首歌一经唱出便立即在全边区
广泛流传，唤起了千百万人民战斗的渴望，当时
虽无电台广播之类，可它凭借自己强大的吸引
力和震撼力，让人们一下子喜闻乐见，不胫而
走，随即唱遍全国。

牧虹后来对此歌的创作历程专门有过回忆：
1943年春天，西北战地服务团分成了几个

小队，深入到各地去做宣传工作，当时我们16
个人到了平山县委所在地。

这已是抗日战争第6个年头了，晋察冀边
区人民经过了严重的考验，打垮了敌人几十次
几百次的残酷“扫荡”。敌人实行了烧光、杀光、
抢光的“三光”政策，边区人民的生命财产虽遭
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在党的领导下，和八路军一
起战胜了重重困难，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在
战斗的空隙中进行了边区的建设。

党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打击边区内外的
反动势力，发动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复
查运动，在群众大会上贫农、佃户揭露了反动地
主的阴谋破坏活动，经过说理斗争，群众胜利
了，地主的反动气焰打下去了。

配合这次运动，我们写了一个两场歌剧《团
结就是力量》。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团结就是
力量》就是这部歌剧的主题歌。

现在回想起来，《团结就是力量》这个主题
是怎样产生的呢？

主要是经过了几年对敌斗争的锻炼，在生
活中间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
是无敌的，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团结起来，我们
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日本帝国主义对敌后抗日
根据地疯狂进攻之所以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就是因为它们进行的是反人民的战争，是非正
义的战争，是侵略的战争，敌人的进攻越残酷，
人民群众的团给反抗越强烈。敌人的手段越毒
辣，人民群众的团结斗争越机智勇敢。

1941年以后，敌人对晋察冀边区的“扫荡”
频繁了，从正面战场调了更多的兵力进攻边区，
但边区人民的武装斗争也发展了。到处是游击
小组和地雷阵，到处是武装了的群众。在对敌
斗争中可歌可泣的事情层出不穷。敌人进入边
区步步都会遭到袭击，因而不敢久留。

人民的生活虽然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但
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领导下，度过了困难。八
路军在战时打击敌人，敌人一走，又成了生产大
军，帮助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一切斗争
的现实，教育了我们，深深感到人民群众团结起
来力量的伟大，军队老百姓，大家一条心，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和他的走狗们，形成了钢铁一般的力量，
坚持了敌后的艰苦斗争。只要有了这样团结的
力量，那就会无坚不摧，无往不胜，一直到最后
彻底打垮日本帝国主义。
《团结就是力量》，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感

受才写出来的。
1996年冬，卢肃也曾回顾总结他的创作经

验说：
1943年的深入生活则大大不同了，我兼任了

区政府的民政助理，……我参与了区委和支部的
秘密会议，深入到大山的地下涌动的热流核心。我
觉得对当前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有了切
实的理解了。……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包括团
结地主抗日，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人
民要自己解放自己，团结就是力量……这大约就
是在滹沱河边一个农村的打麦场上演过，而它的幕
终曲唱遍了全中国的秘密所在。

铿锵有力、激情饱满的《团结就是力量》，是诞生

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典红歌。它后来被列为“20世

纪华人音乐经典”之作，既是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

侵略的号角和心声，又是人民大众反法西斯的战歌，

对团结抗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首歌久唱不

衰，令人振奋。

李春发

凝聚军民团结抗战的红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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