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受颇深 一气呵成

1947年，爱好唱歌跳舞的美丽其格考入内
蒙古文工团任演奏员。那时专业团体与民间艺
人往来极为密切，兼任团内民间艺人组组长的
他因此得到去广阔草原采风的机遇。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曾在科尔沁草原发
起过一个寻找民间艺人的活动，找到4位极具
代表性的民间艺人，其中一位就是美丽其格找
到的马头琴大师色拉西。他说：“色拉西老师在
民间是很著名的马头琴大师。我参加革命到了
文工团后，到乡下采集民歌，正好到了色拉西老
师的家乡。我邀请色拉西老师到我们文工团
去，他答应了，经过团里同意后，我就把色拉西
老师带到了乌兰浩特。从色拉西老师身上，我
不仅学到了许多民间音乐的精髓，还跟他学会
了拉马头琴。我去北京念书时，色拉西老师把
他的那把马头琴送给了我。这是我最珍贵的一
样物品。一直到现在，不管去什么地方，我都一
直带在身边。”在大师熏陶下，美丽其格对民间
艺术有了更深的理解，并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
了深厚基础。

1951年夏天，考取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
美丽其格关在房间闭目端坐，拿起那把马头琴
一遍遍拉着，在琴声和心声交融中寻找灵感，想
写一首充分表达自己情感的作品。他边构思歌
词边酝酿旋律。

其时，新中国的成立，家乡的变化，中国
人民扬眉吐气建设新国家的蒸蒸日上景象，
感动激励着美丽其格，他的思绪回到从前：两
年前他亲身经历了内蒙古人民翻身做主人；
他亲眼看到共产党、解放军真心爱护蒙古族
人民、全力维护蒙古族人民利益的桩桩鲜活
事件；作为一名青年代表，跟随解放大军到牧
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牧民解决生产与
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他也耳闻目睹到蒙古族
人民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热爱……这一切都
深深地感动着美丽其格。后来，美丽其格还
有幸作为内蒙古文艺界代表来京，参加了举
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在怀仁堂，他面对毛主
席等人，声情并茂地演唱了内蒙古民歌《朱色
列》。演完后，毛主席用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
他，令他激动不已，连续几天彻夜难眠……难
以平静的思绪在脑海一层层展开，美丽其格
的感情也在不断延伸与游走。

在集中创作中，美丽的科尔沁草原给了美
丽其格灵感和激情：骏马奔驰的一幅幅美好画
面涌上心头，他立即挥笔用语言勾勒下这番图
景，来形象生动地表现内蒙古牧民对新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领袖的由衷赞颂。与此同时，曲调
和歌词相应喷涌而出，一气呵成，《草原上升起
不落的太阳》就这样诞生了。

后来，美丽其格回忆说：“我在创作《草原

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时，受到家乡草原的一些
民歌、科尔沁草原上原汁原味民歌的影响。
我同草原有着很深的渊源，我在这个民歌气
氛里长大。创作时我已在中央音乐学院学
习，写完这首歌曲后，首先唱给同学们听。
大家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善意地提出几点
修改意见。”

这首歌立意深刻，赞颂蒙古族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充分表达草原儿女对家乡、对
祖国的热爱之情。全曲以内蒙古民间曲调为
素材，旋律宽广舒展，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及
地方色彩，简洁、凝练，用短短十六小节、两个
乐句构成单乐段的结构形式，一字一句中都
蕴含着作者对故土的一片赤诚和依恋之情。
在歌曲形式上，每个乐句结尾都采用长音，更
添一份情思。在音调上，作者更多吸收蒙古
族民间音乐，仿佛那经典民族风味的马头琴
在深情歌唱，舒缓、婉转，好像一个人在草原
上信马由缰地漫步。

契合民意 广为传唱

不久，学校举办学生作品演唱会。美丽其
格回忆说：其实这首歌的传播也十分有趣。歌
曲写出来后，开始是我们学校一位擅长高音的
同年级声乐系女同学陈尚文唱的。联欢会上，
她在杜鸣心钢琴伴奏下深情演唱。她那优美
的歌声打动了在座的每位听众，一唱完立刻响
起热烈的掌声。在大家的盛情邀请下，陈尚文
不得不再次上台重唱。同学们都说这首歌挺
好听的。于是，演唱会后，全院各系准备暑假
回家探亲的同学，纷纷向美丽其格索要词谱，
就这么慢慢传唱开了。

1954年，文化部和中国文联联合开展群众
歌曲评奖，经层层筛选，这首歌最终在全国大量
初选歌曲中脱颖而出、备受青睐，获得群众歌曲
一等奖。随即，经中央广播电台、歌曲刊物等媒
介广为传播后，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

不仅如此，它还几经被译唱。歌词原来是
用汉语写的，后来由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
翻译成了蒙古语，在牧区人们用蒙古语演唱，表
达的感情和歌声更自然流畅。

这首歌影响了很多人，它的创作者美
丽其格本人也深受影响。他荣幸地受到周
总理的接见。后来他到莫斯科留学，在那
里这首歌被译成俄语，他也因此受到苏联
人民的喜欢。

有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首歌感性温馨地认识
了令人神往的内蒙古及大草原。在这首歌流传
的数十年中，很多人只要一到草原——无论是
内蒙古还是西藏，不管是天山脚下还是贡嘎雪
山下，只要身处绿意无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
大草原，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它、哼唱它，这便
是经典名曲的涵盖力和魅力之所在。

美丽误会 争相演唱

1950年，内蒙古文工团代表赴京，毛主席
等开国元勋在北京饭店接见代表团成员，美丽
其格和马头琴大师色拉西等向毛主席敬了酒。
那一夜，美丽其格辗转反侧，怀着激动的心情，
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连夜写了一首小诗《举杯祝
福毛主席》。翌日，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来采
访，该诗被团长拿给记者们看，没想到，几天后
《人民日报》登出了这首诗。

后来，这首诗被编入全国小学语文课本。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十几年后仍有小学语文老
师讲：“这首诗出自内蒙古大草原一位美丽的姑
娘之手……”因名字误会，甚至今天仍有许多人
以为美丽其格是位蒙古族女作曲家。
实际上，美丽其格是蒙古语译音，是姥姥为

他取的名字，其内涵深邃美妙，很难找到相应汉
语词汇表达，大概意境是：一泓湖水明亮如镜，
溢而不洒，没有一丝水纹；可爱的宝贝正在熟
睡，他的宁静安详让你无法大声喘息……这个
名字表达了姥姥对外孙的真挚祝福，却没想到
引起了很多“美丽”的误会。
中国很多男高音都唱过《草原上升起不落

的太阳》，而唱的时间最长、对它感情最深的就
是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了。吴雁泽在
演唱方式上，独具匠心地处理了一下，把“白云
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两句连起来唱，
结尾又是一个大跳，把草原的辽阔和对幸福美
好新生活的赞美体现在一种新唱法中，得到包
括美丽其格在内的很多音乐家的赞赏。
这首歌1954年获新中国成立5周年“全国

群众歌曲评选”一等奖，1989年获“新中国成立
40年来唤起我美好回忆的歌”优秀作品奖，
1993年获“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被中
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山东音乐学院等多
所院校纳入声乐教材；与其他如二胡名曲《二泉
映月》等共30首经典音乐作品荣幸被选为播放
曲目，于2007年10月24日搭载成功发射的我
国第一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一同顺利
奔月，实现绕月飞行，并通过卫星信号从月球传
来这一曲曲美妙歌声。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获得
如此巨大的成功，原因正如美丽其格所言：“这
首歌不仅表达了我的心声，表达了内蒙古草原
人民的心声，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一直以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成

为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人民送给远方前来旅游
的客人们的迎宾曲。不难想象，而且许多人
已经亲闻亲历：茫茫的草原上，在马头琴的伴
奏下，蒙古族同其他民族的兄弟姐妹，一面唱
着这首歌，一面跳起欢快粗犷的舞蹈，其乐融
融，尽情尽兴，生动演绎着一幅在共产党领导
下阳光普照、感人肺腑、五彩斑斓的民族大团
结的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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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时宰相”阎敬铭的才干和清廉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阎敬铭，字丹初，清末朝邑县(今大荔县)
人。他将清朝政府混乱不堪的财政整理得
井井有条，使处于外敌入侵、内乱不止、走向
没落的清朝政府财政暂时得以稳定，渡过了
难关，被人称作“救时宰相”。
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后，着手全面整

顿极为混乱的财政。上任第一天，他就亲
自查账，查过账后，他又去清查三库。三
库是指户部管理的银库、绸缎库和颜料
库。这三库混乱的情况令阎敬铭吃惊，绸
缎库和颜料库是天下贡物的收藏处，库中
的绸缎、颜料、纸张等堆积如山，许多东西
已经霉烂或被鼠咬虫蛀。银库问题更是
严重，从官员到差役没有不贪污的，连做
苦力的库兵也利用搬银子的机会将银子
偷出来。阎敬铭花了很大的力气，亲自入
库检查，核对出纳档案，清查了二百余年
的库藏和账目，使清政府真正知道了国库
的财产数目，对自己的财政家底有了一个
详细彻底的了解，并惩处了一批贪官污
吏，使朝野为之震动。
阎敬铭在清查账目和库存的基础上，锐

意改革，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千方百计
地开源节流，经他整顿，仅山东省的银库存
银就由原来的数千两增加到五百万两，使清
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明显增加。阎敬铭
也因此受到朝野的一致赞誉，连慈禧太后也
对他另眼相看。但有时慈禧又对这位“救时
宰相”很恼恨，这是因为阎敬铭对她的开支
也是严加控制。
有一次，慈禧嫁内侄女，想摆阔气、讲排

场，又不想自己花钱，便让太监李莲英找阎敬
铭办理，被阎敬铭当场拒绝。慈禧得知后，大
为恼火。第二天李莲英威逼阎敬铭拨款，阎
敬铭又给顶了回去。后来李莲英只好领着一
帮太监将阎敬铭臭骂了一通，还砸了户部衙
门，将阎敬铭气得发抖。事后，阎敬铭积愤成
疾，大病了一场。
病好后，阎敬铭写了一首《不气歌》告诫

自己今后遇到这类事情不能再生气。歌中写
道：“他人气我我不气，我本无心他来气。倘
若生病中他计，气下病来无人替……”一代清

官竟无奈地写《不气歌》来排遣心中的郁愤，
足见当时政权的腐败程度。

阎敬铭为官刚正，不畏权贵。他在任
湖北布政使期间，湖北武昌发生了一起强
奸杀害民女的案件，作案的是湖广总督官
文的卫队长。这位卫队长和官文的关系非
同一般，府县两级地方官都没人敢问这个
案子。阎敬铭得知后，勃然大怒，亲自带队
去抓人。而此时，这名卫队长被官文藏在
了自己的家中。阎敬铭没抓到人，便来官
文的总督府禀及此事。官文称病不见。阎
敬铭便让自己的随从将他的被子拿来，在
总督府的门房过道里住了下来，表示将一
直住到官文出来为止。官文无奈，只得将
阎敬铭的两个好友请来说情，可阎敬铭不
为所动，坚持要杀掉这个卫队长。后来，官
文竟给阎敬铭跪了下来，求他放过他的卫
队长。最后，阎敬铭不得已答应不杀这个
卫队长，但还是将他打了四十大板，削职后
遣送回了老家。此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广
受赞誉，就是官文也深感敬佩。

阎敬铭为官多年，一直穿一件褡裢布做
成的袍子，以致出门在外，人们竟不知他是
朝廷大员。而且，不论在哪里任职，他都要
把自家的纺织机安放在衙署大堂后面，让夫
人亲自在大堂后纺织，他常常指着自己身上
的棉袍向僚属炫耀，说这棉袍中的棉絮，是
夫人亲自弹出来的。

阎敬铭不仅穿着简朴，吃得也极简单，就
是请客也不铺张。有一次，在家宴请新上任
的山东学政，“所设皆草具，中一碟为干烧饼
也”。这位新学政根本咽不下去，勉强只吃了
半碗白饭。事后，这位新学政对外人说：“这
哪里是请客，简直是祭鬼！”

阎敬铭晚年辞官回到家乡。在家乡他积
极从事公益活动，不仅捐款修建义学，还倡议
在县城西边建了一座丰图义仓，慈禧曾为此
仓题名为“天下第一仓”。

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

响四方，百鸟齐飞翔……”每当唱起已风靡半个多世纪

的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总会让人想起广袤

无垠、美丽富饶的内蒙古大草原，歌中那意境深远的词

句像千年美酒历久弥香。它是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的

著名作曲家美丽其格于1952年创作出来的。

孟红

演绎民族大团结美丽画卷

战国时，魏人田子方曾拜师孔子学生子贡，
亦为大儒，魏文侯恭敬地聘请他为国师。

有一天，魏文侯的儿子魏击出行，途中
正好遇到国师田子方，于是下车伏拜行礼。
没想到田子方却鼻孔朝天，视若无物，根本
没理这个茬儿。

堂堂国之公子，何曾受到如此的轻慢，
魏击不由大怒，对田子方说：“敢问国师，
是富贵的人能对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
能对人骄傲？”

田子方瞟了他一眼，淡淡地说：“当然是
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啦，富贵的人哪里敢对
人骄傲呢！国君对人骄傲就将亡国，大夫对
人骄傲就将失去采地。失去国家的人，没有
听说有以国主对待他的；失去采地的人，也
没有听说有以家主对待他的。贫贱的游士
呢，话不中听，行为不合意，就穿上鞋子告辞
了，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

魏击听了，赶忙谢罪，再次拜伏于地。
老师就是老师！田子方并非不懂礼仪，

他故意激怒年轻的公子魏击，无非是想告诉
他一个道理：越是富贵，越不能对人骄傲。因
为傲慢并不能给人带来荣耀、尊重，而只能引
起别人对你的嫉妒、忌恨乃至报复。一个人
要想安身立命、建功立业，就必须低下高贵的
头颅，低调、低调、再低调。

居高位的人，保持低调的本色，才能拉近与
人的距离，避免成为孤家寡人；握重权的人，保
持低调的作风，才能消除他人的疑虑，避免不可
预知的祸患；做大事的人，保持低调的风格，才
能俘获世人的忠心，凝聚前行的力量。

网上有句很火的话：“我也想低调，可实力

不允许啊！”这句话之所以能触动我们的笑点，
是因为他的低调所真正匮乏的正是实力。没
错，低调也需要实力。它可能是家族出身、经济
条件等硬实力，也可能是个人修养、格局境界等
软实力。低调，是实力的体现，真正厉害的人，
往往都深藏不露。

一般人，往往不低调，低调的人，往往不一
般。做到低调，需要不断地解剖自己，反思自
己，沉淀自己，乃至否定自己。低调的过程，也
正是一个人不断修养、不断升华的过程。

女作家杏林子说：昂首阔步、趾高气扬的人
比比皆是，然而有资格骄傲却不骄傲的人，才是
真正的高贵。

地低成海，人低成王。低调，正是一个人高
贵的原因所在。

历 史 随 笔
低
调
的
高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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