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所到之处不忘植树

邓小平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每逢植树季
节，即便是外出视察工作，他都抽空履行植树的
神圣义务。在植树时节种下几株树，已成为他
雷打不动的日程安排。

1984年2月，邓小平前往厦门等经济特区
视察工作。 10日上午，接见完最后一批客人，
原定于临行前到厦门的山上植树。偏偏天公不
作美，一大早就淅淅沥沥阴雨连绵。相关领导
见状，建议取消原定的植树活动。邓小平却笑
着摇摇头说：“下这么点小雨怕什么，上山
吧！ ”大约10点钟，邓小平和王震冒着霏霏细
雨，来到厦门万石岩植物公园，在后山坡上栽下
了 10多株南国佳木——云南香樟。植完树，邓
小平的双脚还沾着泥巴就登上了北去的专列。

吕俊生：“军中吕布”杀敌英勇
吕俊生1937年 12月参加八路军，历任队

长、连长、副营长等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
间，曾荣立8次一等功。吕俊生身高1.92米，力
大无穷，在白刃战中尤其占优势。由于他有过
人的臂展，投弹时手榴弹扔得极远，让其他战士
们望尘莫及。

1938年7月，吕俊生所在的八路军一二九
师东进纵队二团四连在山东夏津县与日军发
生遭遇战。吕俊生和战友们英勇作战，眼见子
弹打光，危急时刻，连长率领战士们冲出战壕，
和冲上来的敌人展开白刃战。吕俊生带头冲
进敌军队伍，左突右刺。战斗中，吕俊生只顾
忘我杀敌，被敌人刺中三刀仍坚持战斗。全连
战士精神大振，终于将敌人打得狼狈逃窜。事
后统计，吕俊生在此次战斗中共刺死27个敌
人。如此光辉的战绩使得他被上级授予一等
战斗功臣称号。

不久，在一次伏击战中，吕俊生又一口气消
灭了17个日、伪军，再次荣立一等功。由于吕
俊生和《三国演义》里的猛将吕布同姓，战友们
就用“军中吕布”称呼他。

汪曾祺：美食稿来源于生活
1950年，汪曾祺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一

个名叫“榆树村”的村子里，那个村子住的全都
是菜农，天生喜欢土地的汪曾祺一有闲暇时间，
便跑到菜农们的菜地里闲转，并打算自己开垦
一片菜地。

一位邻居得知汪曾祺的想法后，慷慨地将
自己之前整理好的一分菜地免费让汪曾祺耕
种，并帮他栽上了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汪曾祺

感激不尽，为了报答对方，他会隔三岔五地帮助对
方正在上初中的孩子补习作文。时间一长，两家
人来往甚是密切。

有了这片菜地后，汪曾祺几乎将所有的空闲
时间都用在了菜地里，他虚心地向菜农们讨教种
菜的方法和诀窍，比如怎么给豆角施肥，如何摘去
西红柿蔓上多余的芽子等。由于学习认真加上管
理得当，几个月后，汪曾祺的菜园子一片姹紫嫣
红，甚是喜庆。

当时，汪曾祺还将自己学种菜的感受写进了
《榆树村杂记》里：“学种菜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享
受，看看那些绿菜，一天一个样，全都鲜活水灵，挺
好看……抚摸一下自己亲手种植的黄瓜和西红
柿，感受一种欣欣然的生活气息，心情不免大好。
原来，种菜竟也有这么多的乐趣。”

也就是从那时起，汪曾祺写了一篇又一篇的
美食稿。这些美食稿既来源于生活，又来源于他
的亲身体验，读起来活色生香，令人向往。

香椿：自古寓意长寿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香椿不仅是备受喜爱的

食材，也同样具有文化意义。例如，古代香椿树
常常被视为长寿的象征。这一文化典故正是源
于庄子《逍遥游》中那句“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意为上古时代
的大椿树以人间八千年当做自己的一年，可见寿
命之长久。于是后人便常常用带“椿”的词语来
形容福寿绵延，如以“千椿”形容千岁，又如以“椿
寿”作为对长辈的祝寿，以盼望长辈像椿树一样
长生不老。
古人也喜欢直接用“椿”来比喻父亲或其他长

辈，将已过耄耋之年的父亲称为“椿庭”。这一说
法与《论语》有关，相传孔子的儿子孔鲤因怕打扰
父亲思考问题，便在路过庭院时快步走过，即“趋
庭而过”，于是，后人就把“椿”与“庭”结合了起
来，称父亲为“椿庭”。而古人又喜欢将母亲形容
为“萱草”，于是便有了“椿”与“萱”的结合，如“椿
萱并茂”常是用来形容父母健在、健康长寿。

苏东坡：为美食代言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不仅成功代言了以自己

名字命名的美食“东坡肉”，还为不下数十种商品
写过广告词。从茶叶到馓子，从风雅艺术品到生
活必需品，苏轼代言的产品涉及领域之广、品种之
多足以让人瞠目。
据说，当年海南儋县有一老妇人制作的环饼，

又称“寒具”“馓子”的一种油炸食品，异常美味，却
无人问津。当时被贬谪的苏东坡来到此处后，提
笔给店家写下了一首题为《寒具》的诗：纤手搓来
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
佳人缠臂金。
原本深藏小巷中的美食在苏轼的笔下即刻成

了“舌尖上的美味”。不少学者认为，《寒具》一诗
是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广告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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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百姓疾苦的“怪才”郑板桥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拾遗

郑板桥，我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本名
郑變，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郑板桥天
资聪颖，又多才多艺，但在科场和仕途上，却
不算平顺，他在康熙年间就考中了秀才，到
了雍正年间才中举人，而进士则是在乾隆年
间才考中。那时，他已44岁。从秀才到进
士，历经了三朝。
郑板桥做官，主要是在山东范县、潍县做

知县。为官后，郑板桥时时不忘百姓的疾苦，
他任潍县知县时，正赶上山东发生严重灾情，
哀鸿遍野。郑板桥见状，心情沉痛，并千方百
计地解救饥民，他一面向朝廷禀报请求赈济，
同时责令囤积居奇的商人将粮食按常价卖给
饥民，责令邑中大户轮流开厂煮粥，同时组织
饥民以工代赈，让饥民赴工就食。他自己则
节衣缩食、将官俸捐出。在灾情最严重的时
候，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被罢官甚至被砍头
的风险，开仓放粮，救活了上万饥民。
郑板桥为官清廉，心系百姓，为察看民情，

常常下乡察访，下乡时，既不坐轿子，也不鸣锣
开道，而是身穿便服，脚穿草鞋，随意而去，毫无
官场的排场和威风。即使夜间去查巡，也仅差
一人提着有“板桥”二字的灯笼引路。
郑板桥对官场行贿受贿的腐败之风深恶

痛绝。一次，一位钦差大臣到山东巡查，沿途
收受了不少好处，来到潍县时，虽知郑板桥廉

洁，但仍不愿放手，便想方设法地暗示郑板桥有
所表示。钦差要离开潍县时，郑板桥还真的派
人给他送去一个大礼盒。钦差见大礼盒沉甸
甸的，料定必是重礼，很是高兴。待他带回去
打开时，发现盒内装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潍
县特产大萝卜，里面还附有郑板桥的一首诗：
“东北人参凤阳梨，难及潍县萝卜皮。今日厚
礼送钦差，能驱魔道兼顺气。”钦差又气又恨，
却又无法发作，愤愤而去。
人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郑板桥在

山东做知县十二年，辞官时，他的财产却是三头
毛驴，一头驮着他，一头驮着书童，一头驮着
书。郑板桥辞官返乡时，无数乡民夹道送行，挥
泪挽留。不少人送出百里之远。
郑板桥回到家乡时，清贫到爱女出嫁，无

钱为其置办嫁妆，只好为女儿画了一幅春兰图
作为陪嫁。
郑板桥一生刚正不阿，一身正气，不向权势

低头，不与权贵为伍。他为官清廉，亲政爱民，
关心百姓疾苦，为百姓敢于作为，其精神和品格
可敬可赞，值得学习。

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让我们荡起双桨》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中国

首部少儿故事题材彩色影片《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一

直以来备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这首歌曲由刘炽作曲、

乔羽作词，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旋律优美、欢快动听、

脍炙人口，歌曲写意了新中国少年儿童泛舟北海欣赏美

丽风光和享受幸福生活的情景，抒发了长在红旗下的少

年儿童热爱生活、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真挚感情，至今仍

是许多人宝贵和纯净的童年记忆。

梦 菲

新中国幸福童年的写照
闭门苦思无头绪
泛舟湖上灵感来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表现方方面面的巨
变以及对各阶层、各民族、各年龄段人民的关
注，当时的电影界拍摄了大量生动反映新中
国新面貌新风尚的电影，作为祖国未来的少
年儿童，顺理成章地成为主角，并有了《祖国
的花朵》这部经典影片的面世。该影片由严
恭执导，林蓝编剧，赵维勤、李锡祥、张筠英、
张圆等主演。该片拍摄于1954年春，1955
年在全国上映。

电影的主题曲是提振与升华整个电影故
事必不可少的一根红线，导演严恭特请刘炽
和乔羽分别为影片作曲、作词。

时年27岁的乔羽在中国剧本创作室工
作，由他创作发表的《龙潭的故事》《果园姐
妹》《森林宴会》《阳光列车》等七八部儿童题
材的剧作已经受到了小朋友的广泛喜爱。
严恭也想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交给乔羽来
完成，他对乔羽说：“花朵在春天里开放，我
们的祖国已经迈出春天的步伐，要把这种美
妙的开始写出来。”

风华正茂、才情四溢的乔羽，以一种近乎陶
醉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光荣的任务，酝酿了几天
后却什么都写不出来，他决定干脆放一放再说。

一天，乔羽和女友佟琦在北海公园租了条
小船泛舟湖上，恰好碰到一群少先队员过队日
也在划船。那一船孩子悠悠然惬意划桨的神
态、小船儿推浪而行的情景……一下子拨动了
乔羽的灵感，触景生情的几句歌词冲口而出：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对，
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佟琦疑惑地问：
“你这是怎么啦？”乔羽来不及细说，急忙催促：
“快上岸，歌词来了！”

乔羽激动地拉着佟琦的手，连蹦带跳地
来到了一片绿草地上，掏出一个随身携带的
小本子奋笔疾书起来……
《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词就这样诞生了。
晚年的乔羽曾回忆说：“我那时也年轻，才

20多岁，跟他们去了电影的外景地北海公园。
在电影中和歌曲中提到的荡起双桨其实就是
在北海。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
绿树红墙，其实就是北海的写真。在影片中的
一群划船的人里面还有我呢。我们当群众演
员，当得非常自然，也很随意……在北海公园
里拍，又是小孩都在划船，当然就写‘小船儿推
开波浪’……根据我的理解，这个歌需要写得
很欢快，很自然，不要磕磕绊绊地那样写。”

深入体验童乐趣
脑中浮现歌旋律

7月的一天，天气晴朗，颐和园里碧波荡

漾。导演严恭、苏里带领影片摄制组的成员
和一大群十几岁的小演员们来到这里熟悉
拍摄环境，作曲者刘炽也一起来体验生活、
寻找灵感。

刘炽有一颗不泯的童心。在颐和园里，
他跟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一起疯闹玩耍。可
当制片、剧务领着孩子们上了小船，要去寻
找水上的感觉时，刘炽却站在昆明湖边犯了
难——他从小怕水，更不会游泳。但如果自
己不上船又怎能熟悉水上的环境，感受到
孩子们划船的乐趣呢？正在犹豫之时，孩
子们热情地喊着：“刘叔叔，赶快上来呀！”
刘炽只好硬着头皮登上了小船。与他同船
的有3个孩子，孩子们荡起了双桨，可是刘
炽只能老老实实地坐着，两手紧紧抓住船
舷，一动也不敢动。

孩子们划呀、嚷呀，湖面上荡漾着欢声笑
语。刘炽被他们的情绪深深感染了，自然而
然地放开了胆子跟孩子们一起赛划船、打水
仗。他们玩得非常开心，船在水上漂，人在船
中笑。就这样，一会儿石舫，一会儿土地堂，
一会儿玉带桥……碧波、轻舟、欢笑，34岁的
刘炽仿佛回到了童年。他以孩子的心境和视
角来观察湖水、小船、风浪，从中寻找与歌中
幸福少年内心世界相吻合的节拍。

当船快到“犀牛望月”的铜塑时，刘炽突
然萌发了灵感，乐章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
立刻向划船的孩子喊：“快把船靠岸，快靠
岸！这首歌的旋律出来了，我得马上记下
来！”一个叫李锡祥的孩子挺机灵，一下子明
白了过来：“刘炽叔叔来灵感了，快靠岸吧，不
然灵感就跑了！”刘炽上了岸，对孩子们说：“你
们继续去玩，我现在就写，写出来第一个给你
们听。你们喜欢，就用它。不喜欢，我再写！”
说罢，刘炽坐在了岸边一块大石头上，以腿为
桌，聚精会神地写起了那一串串欢快的乐谱。

湖水轻拍着岛石，鸟儿飞翔在湖面上，孩
子们欢声笑语嬉戏在绿色草坪上……刘炽亲
身感受了身边的这一切，沉浸在大脑快速运
转的神奇世界里。20分钟不知不觉地过去，
《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独唱部分和童声二部合
唱部分曲谱一气呵成。

接下来，敬业严谨的刘炽一边悠然地望
着万寿山、玉带桥和船上的小天使们，一边在
心中细细品味。他发现有几处不太合适，便
立即进行了修改。之后，他又在心中默唱、揣
摩了一会儿，直到满意为止。

待歌曲写完改好后，刘炽把孩子们召集
起来，将写好的曲子唱给大家听。“让我们荡
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一曲唱完，孩
子们乐了，拍着手说：“真好！跟我们刚才在
船上玩时的心情一样！”

接着，导演和其他演员纷纷说，这是一首
很好的契合影片主题的儿童歌曲。得到大家
的认可后，刘炽非常高兴。后来刘炽回忆说：
“几十年来我写过很多儿童歌曲，最难忘的要
数写《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曲了。”

几代唱着它成长
历久弥新永流传

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以其优美舒展的旋
律、诗情画意的歌词，出神入化地描绘了北海公
园秀丽的景色和少先队员泛舟碧波之上尽兴欣
赏美丽的自然风光、享受欢乐童年的情景。
它是一首优美抒情的童声合唱歌曲，采用

的是二部曲式，音乐严谨、简洁、凝练。合唱以
流畅、优美、抒情的旋律开始，歌曲在弱拍上开
始的乐句，带给人活泼轻松之感。旋律开始时
采用的是小调式，快乐明朗；第二句是第一乐
句的不完全模进，旋律舒展、起伏、深情。“小船
儿推开波浪”一句里的“推”字，采用了拟人化
的手法，加之一拍半的长音，将童稚的心理画
龙点睛地凸现了出来。在三四句时，转到大调
式，到副歌时又重新转回到小调式。悠扬展
开的副歌，展示了少年儿童的开阔胸怀。歌
曲的第二部分由3个短小乐句开始，用了宽紧
相间的节奏，形象地描绘了孩子们用力划桨、
奋勇前进的情景。曲调的结尾，带有变化的
再现，使全曲首尾呼应，寓变化于统一之中，
使全曲在变化再现的乐声中结束。这样处理
的整体旋律，首尾呼应，层次分明。
第一小节描述少年儿童泛舟北海欣赏美

丽宜人的自然风光。清澈的湖水，美丽的白
塔，绿树红墙，色彩鲜艳和谐，令人陶醉。第
二小节抒发少年儿童荡舟北海的喜悦心情。
置身北海公园愉快歌唱，尽情欢乐，引来水中
鱼欢蹦艳羡。歌词用拟人的手法，表达出少
年儿童对幸福生活感到无比愉悦的真切感
受，同时又充满活力和趣味。第三小节则由
少年儿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给我们安排
下幸福生活？”将歌词的立意进一步拓展升
华。表达了少先队员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真
挚的感激之情。“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
面吹来了凉爽的风。”在歌词三个小节的末尾
重复出现，丰富了歌词意境，读来亲切感人，
这也是歌曲结构上的一个特色。
《让我们荡起双桨》词曲完美结合，深深

地影响了孩子们，它引导孩子们追求光明的
未来，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它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不会因时间而褪色，反
而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显得愈发珍贵。
《让我们荡起双桨》在一代代中华儿女

人生道路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它融入了每
代人纯真美好的童年时代，抓住了儿童歌曲
童真无邪、直抒胸怀的特点，合着少年儿童
无忧无虑的脉搏一起跳动，体现了童真的情
感和高尚的灵魂，并承载着快乐向上的童
趣。这首旋律优美、节奏轻快的歌曲令人神
清气爽，至今传唱不衰。它滋润了几代人的
心田：孩子们乐呵呵地唱着，感受着身边丰
富、真切、甜蜜的幸福；大人们轻轻地哼着，
回味着自己那美好、温馨、难忘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