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德怀：坚持“三条牢守”信条
二十世纪50年代，彭德怀南下检查战备和

国防工程，回京途中路过南京，在南京军区司令
员许世友家做客。许世友在饭厅里招待彭德
怀，桌上只摆着四样菜：炒豆芽、土豆丝、烧豆
腐、炒肉。对许世友的不客套、不摆谱、不铺张，
彭德怀十分高兴地说：“我们都是‘出家人’，都
应该爱国家之财，爱人民之财。管‘公’的人要
牢守三条：第一自己不贪，第二不给人家送，第
三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有这三条，
才能保得住这个‘公’！”

以“出家人”自称，坚持“三条牢守”信条的
彭德怀，对送礼行为深恶痛绝。有一次，他到杭
州钱塘江勘察，临走时，发现有人往他乘坐的汽
车后备厢里装绍兴酒，立即走过去责问这酒是
哪来的。其警卫参谋景希珍含糊回答说“他们
送的”。彭德怀听之，严肃地批评工作人员：出
发的时候就讲过，一路上又不停地在讲，绝不收
礼，你们怎么就是不执行？！陪同的干部解释，
这些酒是当地的土特产，不值多少钱，就是一点
心意，请首长带回去尝一尝。哪知彭德怀十分
较真地问：“你们不是每个人来，都表示这番心
意吧？”陪同的干部窘住了，不知如何回答。彭德
怀语重心长道：“你们不要以为这样做是关心首
长，实际上是害了他们！别小看这一箱酒，有时
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彭德怀说完，
督促景希珍把酒全部卸了下来，一瓶也没留。

“红色交通线”：鲜为人知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为加强与共产国际

和苏联的联系，开辟了多条通往苏联和共产国
际的交通线，其中经哈尔滨和满洲里通往苏联
与共产国际的交通线是形成时间较早、持续时
间较长、发挥作用较大的一条线。这条交通线
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中国共产党许
多早期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或被派往苏联
学习、工作，大多由满洲里出境。数以万计的旅
俄华工途经满洲里回国，带回来许多革命书刊，
还将亲身经历的俄国十月革命情况介绍给中国
人民，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
共产党建立与发展壮大的步伐。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举行。据统
计，从满洲里往返的六大代表共有92名同志，
包括我们熟悉的周恩来、邓颖超、蔡和森、李立
三、瞿秋白等人。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
一共存在了18个春秋，直到1937年被破坏。

翦伯赞：用稿坚持“三不”原则
翦伯赞任《北京大学学报》主编时，用稿坚

持“三不”原则，即：不用错别字多的稿子；不用
学术性太弱的稿子；不用托人说情的稿子。“三
不”原则中，翦伯赞尤其深恶痛绝人情稿。他曾
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态度：“交情归交情，学术

归学术，不能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混在一起。
做学问的时候，别拿交情说事。”

一次，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亲手将自己写的
一篇稿子交给翦伯赞，翦伯赞看完以后，把稿子还
给马寅初，并坦率地说：“学报是用来和国内外大学
同行交流的。您的这篇稿子学术味儿不浓，发表后
恐怕影响不太好。”马寅初听翦伯赞这么一说，难为
情地把稿子收好，笑了笑说：“既然不能在学术期刊
发表，那我就把它寄到普通杂志发表吧。不过，以
后我一定要写一篇学术味儿浓的文章给你。”

马寅初走后，坐在旁边的一位编辑提醒翦伯
赞，说：“人家是校长，而且跟你关系又不错，还是
要讲点情面的吧？”翦伯赞说：“没关系，我知道马
校长的为人。”

翦伯赞讲求原则，马寅初大度能容，这就是两
位大师的做人与处事原则。

国会议员：怒掷笔墨砚台
北洋政府时，国会之内，党派横行，有800多

个议员，人称“八百罗汉”，那时每个议员面前摆
的是砚台(石制)、墨盒(铜制)和毛笔。砚台、墨盒
加墨汁和水，有重至一磅以上的。一支毛笔，加
个铜帽，也是个小小的飞镖。一个国会议厅之
内，就有砚台、墨盒、飞镖八百个之多，一旦“罗
汉”们野性爆发，火拼起来，“文具”变成“武具”，
笔砚横飞，墨汁如雨，头破血流。
1923年国会选举大总统，大选当日，曹锟亲

自临场督选，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党员吕复
席前时，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
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有反
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
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
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后来北
京国会内的管理员，也怕文具伤人，把砚台、墨盒，
都钻了孔，用螺丝钉钉牢在桌上，以策安全。

武科举考试：士子之间不比武
武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选拔武备人才的方

式。在影视作品中，武科举考试往往被描绘为应试
者之间擂台比武，以对打获胜者为录取对象。实
际上真实的武科举从未设置过应试士子对打环节。
武考试诞生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历经唐

宋明清四代，考试内容分内外场，其中外场考器械
和气力，内场考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军事理论。在
外场考试方面，唐代武科举考试据《唐六典》记载，
主要有：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材貌、言语和翘关
举重七项。宋代武科举考试据《宋史全文》记载，
主要有：弓步射、马射、弩踏、抡刀枪四项。明代武
科举考试据《崇祯长编》记载，主要有：骑射、步射、
力和刀四项。清代武科举考试据《钦定武科场条
例》记载，主要有：马射、步射和开硬弓、舞大刀，掇
巨石五项内容。
除了考察勇力的外场考试外，宋、明、清三代

的武科举还有考察文化课的内场考试，通过策论
和默写形式完成，考试内容主要以武经七书为主，
即《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姜太公六韬》《司马法》
《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唐李卫公问对》。历代武
科举考试既考外场也考内场，但没有士子之间的
对打或比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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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居士”翁同龢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拾遗

翁同龢是清朝末年颇有影响的高官。
1830 年，翁同龢出生于常熟一个官宦家
庭，自幼聪慧，22岁中举，26岁中状元。他
曾担任过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老师。翁
同龢政治思想比较进步，1885年中法战争
中，力主抵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反
对李鸿章求和；康有为、梁启超进行维新变
法时，他也积极支持。
翁同龢支持变法，企图让光绪皇帝亲政

的态度遭到慈禧太后的仇恨。为了打击维
新运动，削弱帝党势力，在“百日维新”开始
不久，慈禧便强迫光绪皇帝下诏，以翁同龢
“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为
由，将其开缺回籍。戊戌变法失败后，翁同
龢又因保荐过康有为等人，遭到弹劾，加重
处分，“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回到故里常熟的翁同龢，深知慈禧居心

险恶，为避杀身之祸，他写了“瓶庵”两个大
字挂在墙上，并为自己取名“瓶庐居士”，寓
意守口如瓶。
按“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要求，翁同龢

须于每月的初一、十五向地方官汇报思想，为
了避免这一难堪的局面，每逢这两天，翁同龢
便早早离开家到虞山墓地，地方官也不愿为难
这位前高官，因为担心有一天他会官复原职，
于是，这两天也只是到翁府走走过场。
翁同龢虽是地位显赫的高官，但却能严

格要求自己、廉洁自律。他被罢官回到居住
地，曾在门上贴了一项规约，上写五条“不”：
“一不写荐信，二不受请托，三不赴宴会，四
不见生客，五不纳僧道。”人们因此称他为
“五不居士”。

1904 年，翁同龢在常熟病逝，享年 74
岁。他去世后被安葬在虞山鹁鸽峰下的家族
墓地，墓前立着他生前手书的“清故削籍大臣
之墓”的墓碑。1985年，此墓被江苏省人民政
府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在众多反映部队生活的歌曲中，有一首歌曲以很强的

画面感，透着灵动和亲切，如一幅幅美妙的写意画般舒缓

展开，它就是与海滨有关联的《打靶归来》。这首20世纪

60年代创作的歌曲富含军旅生活气息、颇具诗情画意，让

人耳目一新，如饮甘泉；就像一叶轻舟飘过风云雷动的岁

月，静静地泊靠在人们心中，令人难以忘怀；尤其是歌尾

那句铿锵有力、洪亮高亢、激情豪放的“一二三四”，是前

进的口号，是振奋的呐喊。

李春发

前进的口号振奋的呐喊
歌词源自一首小诗

这首欢快向上、朝气蓬勃的歌词，出自当
时的年轻战士牛宝源之手。他当时只是一名
有着小学文化、年仅20岁的坦克兵。1956
年3月，牛宝源从辽宁省北镇县入伍，开始了
他向往已久的军旅生涯。虽然只有小学文
化，可是牛宝源从小就有文艺天赋，加之他谦
虚好学，积极上进，常手不释卷地勤奋读书，
一有空闲就埋头写作，入伍后成了连队的文
艺骨干。他善于观察，常常把军队大家庭涌
现的好人好事、新人新事，一一记录下来，或
写成小诗，或编成数来宝、快板、相声，在团队
内演出。天长日久，他的表现得到了大家的
喜爱和推崇，成为团队上下公认的小秀才。
1959年3月，牛宝源随驻守于大连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一机械化师坦克团，来到大连黄
龙尾进行实弹射击训练。一连数月射击训练
下来，牛宝源练就了过硬的射击技术，多次打
出5发子弹中48环的优异成绩，几次胸戴红
花受到表彰。

一天傍晚，训练归来后，意气风发的牛宝
源像平时一样在营区内寻找着艺术创作的灵
感。不知不觉走近了靶场，突然传来诞生于
1950年夏天的军旅劲歌《我是一个兵》那一
串串熟悉响亮的歌声……

原来，正有一队战士扛着枪，扛着靶牌，
胸前戴着大红花，雄赳赳气昂昂、精神抖擞地
行走在夕阳下，战士们个个脸上洋溢着青春
欢快的笑容。刹那间，这动人的图景引发了
牛宝源的创作灵感，一个念头闪现了：若有一
首反映战士打靶的歌，该有多好！自己不如
试着写一首这样的歌。他急忙掏出随身携带
的笔记本，扬扬洒洒写下四句小诗：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胸前红花映彩霞，清脆的枪声满天飞。
当晚，回到营房后，牛宝源又聚精会神

地对那首小诗反复揣摩、修改和推敲。随
后，寄给了沈阳军区政治部主编的一份相
关文艺刊物《部队文艺创作选》，很快就被
刊载了出来。

心生共鸣增词谱曲

这首清新隽永的小诗发表后，引起了另
一位部队文艺青年的兴趣，他就是《打靶归
来》的曲作者王永泉。1960年年初，王永泉
在解放军步兵某团任俱乐部主任，当时部队
完成了施工任务，即将开始军事训练，他想
结合部队的军事训练写一首歌。在准备资
料时，军区发来了一本一年前的刊物《部队
文艺创作选》，王永泉在翻阅中读到了牛宝
源的那首小诗，顿时心生共鸣，就想把它抄

下来准备谱曲。
由于当时文艺汇演在即，时间紧，无暇

新作，王永泉便对小诗研究一番，修改了有
悖“常识”的地方，使其更适合歌曲的演唱
格式及韵调。王永泉觉得：例行打靶归来
胸前是不会戴红花的，因为不是凯旋。而
“风展红旗”场面就壮观多了。随即提笔把
“胸前红花”改为“风展红旗”。他又认为
“清脆的枪声满天飞”这句词欠妥一些，感
觉在打靶时会有清脆枪声，可是归来就不
能再乱放枪了吧？打靶结束，战士们取得
优异成绩后那种自豪的心情和朗朗的笑
容，用歌声来表达是最好不过的，应该是嘹
亮“愉快的歌声”回荡在天际。于是，王永
泉提笔就把第4句改为“愉快的歌声满天
飞”。如此一改，就有了《打靶归来》歌曲现
在的第一段歌词：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风展红旗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紧接着，王永泉觉得这4句小诗内容显

得有些单薄，便又乘兴提笔增写了两段歌词：
歌声飞到家乡去，父老们听了笑眯眯，人

人夸来人人讲，说他们子弟有出息。
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

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
歌词写好后，王永泉去征求首长和演出

队战友的意见，战友们认为歌词意思好像有
些重复。于是，根据大家的意见，王永泉又
对增写部分进行了删改，把“歌声飞到家乡
去”这一段全删掉，最终敲定了歌词。这样
两段歌词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第一段的
“写实”与第二段的“写意”珠联璧合、相得益
彰，臻于完美。

最后，王永泉使用他熟悉的陕北民间曲
调、再结合军营进行曲的某些格调谱了曲，并
增加了“米索拉米索”语气词和“一二三四”口
令声，充分表现出取得打靶优秀成绩的战士
们自豪喜悦的心情。

曲调犹如歌词的翅膀，佳词配上妙曲自
然展翅飞翔。王永泉凭借对民族音乐的深厚
素养，在汲取了陕北民歌的元素后，经过反复
咏唱，水到渠成，“曲调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
（王永泉原话）。

数次获奖广为传唱

王永泉将《打靶归来》的成品，报送全军
文艺汇演，在大量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歌曲
类唯一的一等奖。
《打靶归来》是一首既有民歌风格又有

进行曲特点的队列歌曲。这首歌的创新之
处在于：它把简谱“米索拉米索、拉索米多
来”直接唱出来，增加了歌曲欢快活泼的气
氛，充分展现了革命战士团结紧张、严肃活
泼的战斗风貌和乐观精神，体现了战士们自

豪喜悦的心情。王永泉后来忆及往事时说，
当初歌曲里运用过“啊”“哎嗨哟”等语气词，
但听起来不自然不和谐。在反复试唱修改
中，他猛然想到教战士唱歌时都是先教简
谱，战士们也喜欢唱简谱，何不用简谱发音
直接唱起呢？于是就有了今天歌曲中“米索
拉米索，拉索米多来”这样的唱法。歌曲最
后还加上一句口令“一二三四”，演唱起来更
能体现军旅歌曲的风格，更加符合队列行进
歌曲的特点。
有趣的是，由于当时的消息闭塞，牛宝源

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诗歌已经成为军内外风
行的“流行歌曲”。直到1960年秋季的一天，
牛宝源无意间从收音机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播放的《打靶归来》，熟悉的歌词让他
感到异常的亲切。他欣喜地去找唱片，几经
坎坷，待将唱片拿到手中后，果然看到自己的
名字印在了唱片上。
鉴于《打靶归来》在群众中的影响与日

俱增，反响异常强烈，1964年 9月，解放军
总政治部特意为牛宝源颁发了奖状。一直
以来，牛宝源视这个奖状为珍贵物品精心收
藏着。此后，他又陆续创作了大量文艺作
品，相继发表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
《歌曲》等报刊上。

1976年3月，牛宝源退伍转业到地方工
作，到2002年最终从律师岗位上退休后居
住抚顺。几十年过去了，年近古稀的他谈及
《打靶归来》的诞生和流传经过依旧如数家
珍。他谦虚地说：“那首歌是曲谱得好，歌词
只是表达了自己当时在练兵场上的感受和
对军营生活的真实描绘，是部队给了我创作
的源泉。”令牛宝源遗憾的是，他始终未与原
在沈阳居住的曲作者王永泉（于2007年去
世）见过面。
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时，《打靶归来》

被收录进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唤
起我美好回忆的那些歌》和上海音乐出版
社出版的《难忘的歌声》。曲作者王永泉也
被写进《中国音乐家名录》《袖珍音乐辞典》
《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成为中国音乐家
协会和中国音乐著作权法协会的会员及常
务理事、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作曲
家。他的主要作品除《打靶归来》外，还创
作了《我当上解放军》《志愿军的铁匠炉》等
200多首歌曲。
《打靶归来》这首歌，歌曲旋律的清新激

昂不言而喻，创作手法也新颖别致，独具匠
心。它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简练朴实、
贴近生活、旋律优美、易于传唱的显著特点，
以及轻快活泼、青春澎湃、激情飞扬、富有自
豪热烈的战斗情绪，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流
行歌曲，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感染力及影响
力。它被传唱了半个多世纪，伴随着人民军
队的成长与壮大一路走来，彰显着它价值非
凡的永恒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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