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应建设热潮问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独立，经济发展，勤
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焕发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的冲天干劲，沉浸在当家做主的欢乐气氛
中。在这朝气蓬勃的时代，为了美好的明天，
广大人民充满乐观主义情绪和积极创业的时
代精神，团结一致，意气风发，跟着共产党决
心把伟大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
强国，并万众一心轰轰烈烈地掀起社会主义
建设高潮，神州处处呈现出一派发奋图强建
设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场景……

1957年，新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
划，中国重工业开始发展，东北重工业基地兴
起。这首歌曲就是在此期间诞生的，由希扬
作词、李焕之作曲。

曲作家李焕之是福建晋江人，1937年全
面抗战爆发后，他在香港加入中共外围组织
——抗战青年社，投入抗日文艺活动。1938
年8月，他奔赴延安，进“鲁艺”音乐系学习，
11月入党。在高级班他师从冼星海学习作
曲指挥，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胜利后任华北
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任。1949年后
历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团长、中央歌
舞团艺术指导、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等职。
1985年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词作家霍希扬，笔名希扬，河南省开封市
人，1921年9月27日生。家境贫穷，少年失
学。1941年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抗战高等
学校学习文学。翌年赴延安，入延安大学社
会科学院学习。1944年入“鲁艺”学习音
乐。次年进入鲁艺文工团，从事歌词创作。

李焕之和希扬默契合作，以群众歌曲的
艺术形式集中概括了时代的面貌，用通俗简
练的词句写出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二人
紧扣群众歌曲短小精悍、易唱易记的特点，
在旋律上，采用易于上口的具有民族音乐风
格的曲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歌词所揭示的
思想与情绪；在结构上，采用三段歌词一段
曲调的分节歌形式，便于群众记忆；最后，采
用二部轮唱法，使音乐的情绪更趋热烈、饱
满、奔放和自信，从而表达群众奋发图强及
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就这样，《社会主
义好》这首歌曲诞生了。

鼓舞人心传唱不衰

《社会主义好》是新中国50年代非常流
行的革命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激越铿锵，旋
律奋发激昂，以朴实的语言、浑厚的旋律和直
抒胸怀的手法，充分表现出社会主义时代中

国人民群众昂扬的精神风貌，表达了新中国
人民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真挚感情；充分
反映出全国人民“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的满腔热情和对“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共
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的充分自信；唱出全国
人民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与
共同心愿。

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热火朝天
的景象，李焕之后来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歌
曲作家必须要求自己在思想上品质上成为
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因为我们对建设祖
国的英雄事业必须具有深刻的理解力和敏
锐的洞察力及永远是年轻而新鲜的感觉。在
歌曲作家的思想感情中，不仅要具有创业者
的优秀品格，同祖国前进的步伐一致，而且要
走在时代的前锋。所以，我们对祖国建设中
的每一个重大进程，将是自然地密切关注而
且是敏感的，同时在我们的创作实践中也将
是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服务。”

从歌词来看，这首歌与当时形势的关联
极为紧密，“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社会主
义社会一定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
等歌词的反复出现，表明其承载着主流意识
形态，鲜明体现了主旋律歌曲鼓舞人心的特
点。《社会主义好》正合乎于这一时代洪流在
精神层面、价值取向上的需求，合乎人们的思
想要求和精神诉求。通过开展群众性的“社
会主义歌咏活动”，这首歌一经问世，便像长
了神奇翅膀般很快响彻全国各地了。

周恩来总理当年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他
一有机会就带领人民群众引吭高唱，尽情抒
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激情。此歌曾被选为
15首革命歌曲之一，收入《革命歌曲大家
唱》。鲜为人知的是，此歌还作为由徐苏灵编
剧与导演的上海电影制片厂1958年出品的
黑白故事片《第一列快车》的插曲。
《社会主义好》不仅在当时迅速走红，全

民皆唱，而且几乎一直传唱不衰。2009年由
中央文明办、中国文联、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
面向公众开展的“网上推荐百首爱国主义歌
曲”活动推荐名单中，《社会主义好》位列其
中。2011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的为党
90华诞而创作的大型晚会《我们的旗帜》之
欢腾的舞台、壮丽的诗章中，《社会主义好》又
作为极具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代表作之一，
一经演唱就让观众回味无穷。在服装、环境
和动作的交相呼应中，观众深深体味到了时
代精神，引发了强烈共鸣。

朗朗上口直抒胸臆

《社会主义好》这首歌豪迈的歌声屡屡激
荡飘扬在祖国的上空，为何？一是因为它强

劲分明的主旋律，二是与不同时期人们对社会
主义的理解有关、更与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有
关。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首歌曲豪迈自信、
直接明了、一语中的地道出真谛：一是社会主义
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歌曲朗朗上口、浅显直白、通俗易懂、
简明扼要，让人一唱一听就直抵心窝、道理自
明、精神立现。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到 60年代中期，老
百姓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朴素真挚的，甚至
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正如歌名与歌词，直
截了当，直抒胸臆。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
主义事业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破土而
出，喜悦挂在人们脸上，自信洋溢于心间。
“一五”“二五”的建设成就，使人们确信，一
旦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超英赶美而取
得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大有可能、前景灿
烂。起步年月懵懵懂懂、毫无经验摸着石头
过河，导致后来曲折坎坷。许多年后，当我
们总结那段历史教训时才发现，那时对社会
主义的理解有想当然的成分，对社会主义建
设的规律尚处于摸索阶段。我们可以列数
许多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天真，但不
应怀疑新中国建设者崇高、纯洁的信念和无
私奉献的精神。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建起一
个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而全国人民正是伴随这嘹亮歌声艰苦
创业的。

到 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后期，《社会
主义好》这首歌依然在传唱，但对其解读由
“建设”转向“革命”，以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有些偏颇。

弹指一挥间，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国际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在西方世界经济萎
靡、社会迷茫、政治混乱的情况下长时期保持
“一枝独秀”状态，被称之为“中国奇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歌猛进，“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的英明论断愈发彰显其至理名言的
伟大光辉！

进入新世纪后，在建党、建国以及改革开放
等诸多大型纪念活动期间，许多单位的歌咏舞
台上，《社会主义好》又不约而同竞相登场，大家
引吭高歌，透出同当年一样的自信与豪迈，用这
首歌道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度认同
和由衷赞颂。

抚今追昔，开国领袖们雄心勃勃立下率领
全国各族人民奋起直追、使我国成为合格的社
会主义经济体的宏图大志。在人民群众一路唱
响《社会主义好》的艰苦奋斗中，经过持续建设，
14亿多中国人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迎来一个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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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屠”张之洞不贪财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张之洞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
市)，祖籍直隶南皮，故又称张南皮。他自
幼聪慧、博闻强识、文采出众。11岁时，就
成了贵州全省的学童之冠，他所写的《半山
亭记》，名噪一时，12岁时出了第一本诗文
集，有“神童”之称。
踏入仕途后，张之洞先后担任浙江、湖

北、四川等省学官，后又历任山西巡抚、两
广总督、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等职。
张之洞一生致力于办教育、做实业，对

中国近代教育和近代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他提出废除科举，兴办新式教育，
为此，他创办了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
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工艺学
堂(武汉科技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华
中农业大学前身)、四川尊经书院(四川大学
前身)、两湖书院等，此外，还兴建了湖北省
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京师图书馆；他创
办了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湖北纺织局，还
创办了汉阳兵工厂，发展军事工业，其“汉
阳造”步枪，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里，一直
是军队的重要装备
张之洞搞教育和工业的经费，主要来自

朝廷拨款，不足之数，张之洞便找富商进行
募集，这无疑损害了富商大户们的利益，于
是，这些人便给他起了一个“财屠”的绰号。
张之洞搞教育、办工业，经手的钱物数

额巨大，他又身居高官要职，想贪腐很容
易。可他为官清廉，从不假公济私、中饱私
囊，更不索贿受贿。他全靠俸禄生活，又因
家庭人口多，生活并不富裕，常常出现无钱
支出的现象，这时，张之洞便派人去当铺典

当一些衣物等，借以渡过难关，待他手头宽
裕一点时，再派人去当铺赎回当物，这种情
况经常出现。
张之洞为官几十年，手握实权，却生活

艰苦，死后连丧葬费都不够，还是靠亲朋
门生筹集才得以安葬。这在腐败盛行的
晚清官场实属罕见。他的清廉连外国人
也为之感动。在汉口的英国传教士杨格
非曾说：“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
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
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
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
共福利上。”
张之洞的清正廉洁，源于他良好家风

的传承。张之洞以上四代为官，都以清廉
闻名。张之洞继承了清廉家风，严于律己，
同时重视对后代的教育，他在临终前，还留
下遗嘱，教育子孙，说他为官40多年，勤奋
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时房不增一间，地不
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
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
勿入下流。
张之洞身处晚清腐败之风盛行的环

境，能秉承良好家风、严于律己、洁身自
好、不贪不沾、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开拓和
担当，为国家重工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其精神和品格，值得赞扬
和学习。

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社会主义好》是著名红色革命歌曲。它那嘹亮的

歌声、优美的旋律，颂扬了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掀

起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繁荣景象，唱出了全国人民坚

决跟定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彰显出华

夏儿女凝心聚力拼搏奋进的雄心，奏响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大展宏图的乐章。

梦菲

北宋初年，有一天，天平节度使石守信
入朝述职。石守信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心腹
大将，白天聊完工作，晚上畅叙私谊的家宴
是必不可少的。席间，太祖向他透露了一个
秘密，他想任命梁周翰作知制诰，也就是自
己的机要秘书。

梁周翰何许人也？他是郑州管城人，天
赋很高，十岁即能做词，以才气闻名乡里。
后周广顺二年（952）考中进士，授虞城主
簿，但梁周翰以有病为由不肯去赴任。其
实，梁周翰不去不是真的有病，而是觉得大
材小用，官从地方做起，升迁得太慢。后来
宰相范质、王溥听说了他的名声，将他安排
进了直史馆作秘书郎。梁周翰确实有些才
气，文章写得相当的好。他被宋太祖认识，
就是因为一篇奏章。

建隆四年（963）夏天，宋太祖巡视武庙，
看到给武圣人姜太公配享的战国名将白起
的画像，很是不爽，他说：“起杀已降，不武
之甚，胡为受飨于此？”白起杀了那么多已
经投降的人，很是不武，怎么能在此享受祭祀
呢？当即下诏将其清除出庙。年轻气盛的梁
周翰觉得有必要纠正一下皇帝的历史观，于
是上疏道：“臣闻天地以来，覆载之内，圣贤交
骛，古今同流，校其末年，鲜克具美。”从有天
地以来，地球上面就慢慢有了圣贤，但是到了
后来，很少能有没有毛病的纯粹完美之人。
他接着大发议论，像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
都曾经遭人非议，后世对他们也有不同看法，
何况武将？这道奏书不仅道理讲得逻辑严
密，头头是道，而且金句频出，如“今之可以
议古，恐来者亦能非今”，又如“以羔袖之小
疵，忘狐裘之大善”，等。太祖看了这篇洋洋
洒洒的大论什么反应？“不报”，就是没有回
音，没答理他。原来宋太祖撤除白起画像的
举动，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时值大宋进行
统一的进程中，他想发出一个政治信号，那
就是本朝以仁爱为政治理念，非但不提倡杀
人，而且以杀戮为罪孽。

梁周翰没能理解宋太祖的用心，但其敢于
说话的勇气和恣意挥洒的才气还是给太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才有了让他当自己机要秘
书的想法。

石守信与梁周翰的父亲梁彦温是故交，
听到这个消息后忍不住偷偷告诉了梁周翰，
并叮嘱他：“稍安毋躁，静候佳音。”可惜梁才
子听到这个喜讯后极度亢奋，最终还是按捺
不住，连夜给宋太祖写了封感谢信，表示要全
力尽忠职守。

第二天，看到这封感谢信的宋太祖龙颜大
怒，当即取消了这项任命，同时把梁周翰赶出
京城，外放效力。因为他最忌讳的就是大臣之
间拉帮结派，建立小圈子。

此后，梁周翰的宦海生涯多在地方游走，
这让他很不得志。不过到了宋真宗时，他才遇
到了真正的伯乐。宋真宗在做太子前就知梁
周翰大名，曾召见他，并让他呈上自己所写的
文章，梁周翰把全部文章誊写后呈献上来。宋
真宗即位，还未行庆典，就首先擢升梁周翰为
驾部郎中、知制诰。大中祥符元年（1008），迁
升梁周翰为工部侍郎。只是此时梁周翰已八
十高龄，第二年便因病去世了。

人生苦短，时不我待，这是许多人的心
态。然而孔子却告诫我们说，欲速则不达，一
味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人生中许多事，都像
自然界中的花开花落，有一个慢慢成长、成熟
的过程，瓜熟蒂落，急不得。梁周翰的故事就
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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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大展宏图的新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