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雄小八路”英勇支前

影片《英雄小八路》讲述的是一段真实
故事，是以厦门市13名“英雄小八路”为原
型创作的。

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动第七舰队进
入我国的台湾海峡，盘踞在台湾地区的蒋
介石军队，不时骚扰大陆沿海城乡，给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1958年，
为严惩蒋军对大陆的军事骚扰，粉碎美国
制造的“划峡而治”阴谋，毛主席签署命令，
决定炮击金门诸岛。8月23日厦门与金门
（中国台湾地区管辖的岛屿）之间的炮战即
“八二三炮战”打响。

22日晚，所有居民本应都已转移到后
方，然而在炮火连天中，有一群特殊的孩子未
同大人们一道转移，而是偷偷留下来，冒着
生命危险在硝烟弥漫的前线英勇支援解放
军战斗。他们是“前线少年支前活动大队”
的13名骨干成员，其中最大的是16岁的队
长何明全，最小的是父兄被国民党炮弹炸死
的何大年，年仅12岁。

在辅导员吴朝注的指导下，何明全带领
队员不顾生命危险，帮助解放军挖工事战
壕、搬运擦洗炮弹，为战士们洗补衣服、烧开
水、送地瓜汤，还帮民兵站岗放哨，甚至穿梭
在炮火中，用手连接阵地与指挥部的电话
线。他们还在防空洞中把石头当凳子、以地
面为黑板坚持学习。

基于他们的勇敢表现，部队授予他们“小
英雄志气高 巩固国防逞英豪”的锦旗。9月
10日，共青团厦门市委副书记王绥踏着被轰
炸过的土地来到何厝村，在一个山洞里找到
这十几名偷偷留守在炮战前线的孩子们，以
团市委名义授予他们“英雄小八路”称号。

从此，“英雄小八路”从厦门传颂向全国，
引来记者、作曲家等纷纷前来采访。

词曲作者深入前线创作

1958年年底，炮火仍在继续。全国各地
各界人士组成的慰问团，来到厦门前线慰问
部队官兵。在何厝，这13名稚气未褪却英勇
支前的“小八路”活跃的身影令慰问团的艺术
家们很惊讶，他们好奇地问孩子们在前线都
做些什么。孩子们一五一十地跟艺术家们讲
其种种经历。艺术家们对其英勇表现赞叹不
已。其中，剧作家、词作家周郁辉、作曲家寄
明，冒出了要把其事迹写成歌的念头。

优秀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寄明说干就
干，拿出纸笔开始构思谱子。几经琢磨，她
的口中很快哼唱出一段曲调，这就是《我们
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最初的旋律。孩子们好
奇地蹲在一旁看，寄明将曲子哼给他们听，
孩子们觉得很动听。

1959年9月，“英雄小八路”们全部升入中
学就读。1960年春节期间，时任厦门三中少先
队总辅导员的王添成了解他们的故事后，精心
编写了5幕话剧《英雄小八路》。不过，限于当
年的环境和条件，一时无法上演。

1960年5月，上海戏剧学院剧作家陈耘
带着学生到厦门体验生活，看到王添成写的
剧本后很感兴趣，便在此剧本基础上创作出8
场话剧《英雄小八路》。6月1日，上海戏剧学
院演出队在福州公演话剧《英雄小八路》引起
轰动。8月，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决定以“英
雄小八路”的事迹为素材实地拍摄故事片，
时任厂党委办公室主任的周郁辉主动向厂
领导请缨《英雄小八路》编剧。他再次深入
厦门前沿阵地体验生活，将陈耘同名话剧改
编为《英雄小八路》电影剧本，摄制组于当年
10月在厦门开拍。

周郁辉完全沉浸在剧中5位少年英雄的
事迹中，为更好烘托银幕上少年的英雄形象，
他觉得应该创作一首具有时代震撼力的主题
歌，来充分表现人民群众热爱祖国的肝胆衷
肠。怀着这个想法，结合两次亲临前线采访所
获得的资料，周郁辉写出了《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的歌词。

与此同时，寄明为了塑造英雄少年朝气蓬
勃、勇敢顽强的音乐形象，不仅反复阅读剧本，
而且跟随摄制组深入到福建前线去体验采写生
活。在前线，她走学校、进军营，采访了参加过
支前活动的少先队员以及耳闻目睹他们事迹的
解放军指战员与民兵，掌握了大量真实可信而
感人的创作素材，一种崇高的革命感情、一群鲜
明的少年英雄形象浮现在寄明的脑际。随即，
在最初那个大概曲谱的基础上经反复修改、斟
酌，打造成后来那个备受少年儿童热爱的铿锵
优美旋律。这首主题曲包括该影片其他插曲、
乐曲的谱写，是寄明花费整整4个月的时间精
心完成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传世
之歌，堪称寄明的呕心沥血之作，是她音乐生涯
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拍摄过程中，剧组演职员住进厦门三中。
他们邀请王添成参观剧组，并赠送电影里主题
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和插曲《给解放军
叔叔洗衣裳》歌页。接着，王添成率先在“小八
路”学生中教唱，并请剧组的小演员们在全校师
生中教唱。12月29日，在厦门江头师部礼堂
举行的慰问前线三军的大会上，这首歌首次登
台亮相，合唱团成员中有“英雄小八路”队员和
电影剧组小演员们，由王添成策划主持并任指
挥。从此，歌声响彻当时炮战的阵地前沿，传遍
厦门，传向全国。

电影公映歌曲广为传唱

1961年，电影拍摄完成，随后在全国放
映。电影中有个经典画面，深深地震撼并留
在了所有观众记忆中：5个少先队员手拉着
手用身体把在炮战中被敌炮火炸断的电线接

上了，电流通到了指挥所。随着命令的发
出，霎时间，威力强大的炮弹，一齐倾泻到敌
军的重炮阵地。5个英雄的“小八路”紧紧
拉着电线，昂首远望，响亮地唱着《我们是共
产主义接班人》。广大观众被“英雄小八路”
们那种不怕困难、不怕敌人、坚决斗争的精
神深深打动……

随着影片在全国的放映，《我们是共产
主义接班人》这首歌不胫而走，飞向全国四
面八方，传唱在街头巷尾，成为中国少年抒
发心中誓言和远大抱负的不朽名作。这首
歌曲饱含着朝气和热情，充满着希望和力
量，激励着整整几代人。

就连国家领导人也都知晓这首歌。1961
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
马利时，蒙哥马利曾提到中共领导人的继承人
问题。毛泽东说，“继承人”这个词不好，我一无
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
么呀？“红领巾”唱歌道：“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从
此，“接班人”这个名词，又有了新的含义。

1965年，《红旗》杂志将这首歌作为13首
革命群众歌曲之一向全国推广。在电影原版歌
词中的两句“爱国家、爱人民”，在后来传唱中逐
渐演变为“爱祖国、爱人民”这样庄重、准确并带
有深挚情感的歌词。

被确定为少先队队歌

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
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5月6
日，共青团十大筹委会成立，并于5月6日至10
日召开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筹委会下发了《关
于征集团歌、队歌的通知》，指出：队歌应鲜明地
体现全国少先队员、少年儿童在党中央领导下，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歌词要求简练、易懂、
形象，曲调要活泼、明快，有儿童特点。

10月27日，共青团十届一次全会决定：经
党中央批准，我国少年儿童组织仍恢复中国少
年先锋队的名称。同时，全会还通过了新的《中
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和《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队
歌的决定》，决定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作
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1980年，这首旋律高亢、充满革命激情的
歌，荣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1991年，在由全国少年儿童与教师、家长
投票评选的“第一届少年儿童喜爱的歌”活动
中，这首歌得票最多，位居榜首。

2001年5月29日，“英雄小八路”纪念馆在厦
门岛东南海防前线的何厝小学校内落成。该纪念
馆里不仅有“八二三炮战”模拟演示区、炮战相关
史料、“英雄小八路”的成长历程，还有介绍中国少
年先锋队队歌诞生的资料。

2011年，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纪念馆在厦
门观音山正式揭牌，成为全国首个以“红色童
歌”为主线的纪念馆。

朱德：自制“朱德的扁担”
井冈山根据地由于敌军的封锁，军民生活

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
起下山挑粮运动。朱德也常随着队伍去挑粮，
一天往返50公里。同志们从心眼里敬佩朱军
长，又心疼他。四十开外的人了，每天处理大量
军务，还要翻山越岭去挑粮，累坏了怎么办？大
家一商量，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

朱德没了扁担，心里很着急，他让警卫员到
老乡那儿买了一根碗口粗的毛竹，自己动手，连
夜做成了一根扁担。为防止战士们再藏他的扁
担，就在上面刻了“朱德的扁担”几个大字。

姚雪垠：感动姚雪垠
姚雪垠写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五部的时

候，已逾80岁高龄。那时，握笔写字已很困难，
他只能通过口述的方式写作。

姚雪垠的口述提纲很细致，不仅包括时间、
地点、情节，而且包括人物的对话、动作等细节，乃
至晴、雨、雪等天气景致的描绘。每天凌晨3点，
姚雪垠按时起床，看着提纲，对着录音机，既像讲
故事，又像演员一样进入角色，完全沉浸在自己的
小说世界里。有一天凌晨，儿子姚海天听到父亲
的房间里有时断时续的哭声，走近仔细一听，原来
姚雪垠正在作口述。姚雪垠泣不成声地告诉儿
子：“李自成死了。”望着泪流满面的父亲，姚海天
明白，父亲被自己所写的情节感动了。

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讲，这种创作是
相当艰辛的。但姚雪垠从未降低要求，如果某一
章或某一节自己觉得不满意，他便毫不犹豫地推
翻重写。在写李自成和吴三桂、多尔衮之间决定
生死的“山海关之战”时，姚雪垠对该部分30多
万字很不满意，他用红铅笔在稿子上写上“作废”
二字。束之高阁后，他又从头开始口述。助手
说：“这样作废太可惜了。”姚雪垠却说：“作家的
作品要想感动读者，先得感动自己。如果姚雪垠
连姚雪垠都感动不了，就别指望感动读者。”

张学良：最怕跟父亲吃饭
张学良回忆起跟父亲吃饭的场景时，苦笑

着说：“我当时恨不得逃到天边去。”“但凡我父
亲在场，我们都不敢吃好的，叫他看见了就打。
我最怕跟父亲吃饭，他自己喜欢吃的菜，就会给
别人夹，特别喜欢夹给我。但是他吃的那玩意
儿，我是真不敢吃。蚕蛹，他最爱吃，给我简直

没法吃！还有臭鸭蛋，也必定会夹给我吃。而且
跟他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敢掉饭粒，掉桌子上还
好，掉地上也得捡起来吃掉，这是最怕的。”

管仲：打贸易战的高手
齐国国相管仲是打贸易战的顶尖高手。根据

各国不同的国情，管仲有不同的贸易战打法。
衡山国是一个擅长打造兵器的国家，当时各

国都去采购衡山国的兵器。管仲看准时机，大量、
高价采购衡山国的兵器，衡山国人看到打造兵器
这么赚钱，于是全民造兵器，大发“军火财”。接着
没有人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了。管仲又高价收购各
国的粮食，使各国富余的粮食都流入齐国。这样
一来，齐国虽然花了大价钱，但拥有兵器和粮食，
破坏了衡山国的经济平衡。突然有一天，管仲下
令停止收购兵器和粮食，攻打衡山国。此时的衡
山国空有钱财，缺少粮食，而各国富余的粮食都被
齐国收购。于是，衡山国不战而败。这就是历史
上有名的“衡山之谋”。

对待老牌强国楚国，管仲的贸易战照打不
误。楚国和齐国是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差不多的
国家，管仲看准了楚国是山水之国，盛产鹿鸟动
物，于是给齐桓公出主意，“公贵买其鹿”。齐桓公
听了管仲的建议，和对待衡山国一样，大量、高价
采购楚国的鹿。楚王不明就里，看到发财的机会
来了，命令楚民抓鹿卖给齐国，大发鹿财。这一场
鹿的交易，楚国竟然赚了齐国两千万钱。但令楚
王没想到的是，人们光顾着抓鹿赚钱了，田地荒芜
了；楚国有大量的金钱，却只能进口粮食。楚国不
得不求助囤积了大量粮食的齐国，把齐桓公推上
霸主的宝座。

宋朝：夜市日渐兴起
在宋朝，普通百姓夜生活贫乏这一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宋太祖赵匡胤采用了坊市
合一的城市规划，并取消了宵禁制度。同时，手工
业的发展使得灯具成本大幅降低。夜生活的成本，
于是渐渐低了下来。夜市日渐兴起，让劳作了一天
的百姓也可以在夜幕下迎来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宋朝时，东京和临安等繁华大都市几乎可称

作“不夜城”：“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如耍闹去处，通宵不绝。”烧烤小吃是夜市的灵魂
所在，种类随时节变化也各有不同。《东京梦华录》
记载，夏天有各种凉菜冷饮：麻腐、细粉素签、砂糖
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砂糖绿豆甘
草冰雪凉水、荔枝膏、杏片、梅子姜；冬天则卖各类
蒸煮热食：盘兔、旋灸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
鲙、煎夹子等。吃饱喝足，再去“勾栏瓦舍”转一
圈，那里杂剧、影戏、说书、舞番曲、傀儡戏等娱乐
活动彻夜不休，连宋仁宗都偷偷来做“热心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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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大胆”碗上的座右铭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拾遗

吉鸿昌，河南扶沟人，著名抗日将领。因
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进攻红军，遭到逮
捕和杀害。枪杀时，他不让敌人在背后开枪，
而让敌人搬来一把椅子，坐在椅子上，让敌人
面对着他开枪，他要看着敌人是怎样杀害一
个抗日将领的。
吉鸿昌英勇果敢、做事大胆、敢说敢为。

早年他在冯玉祥部当兵，有一次出操，冯玉祥
坐在台上，照例发问：“弟兄们，我们是谁的队
伍？”官兵们照例应回答：“我们是老百姓的军
队。”但这次，还没等官兵回答，吉鸿昌抢先冒
出一句：“我们是洋人的队伍。”冯玉祥听了不
禁一惊，立即下令把他抓到主席台。台下的
官兵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冯玉祥当众问他：
“你为什么说我们是洋人的部队？”吉鸿昌毫
不畏惧，从容地回答：“听洋人的话，信洋人的
教，替洋人打仗受洋人的气，为什么不能说是
洋人的军队？”原来，冯玉祥皈依了基督教，也
让官兵入教，还请了洋牧师来传教。冯玉祥
很赏识吉鸿昌的胆识，没有为难他，又让他归
队了，并从此重视起他来。还有一次，冯玉祥
集合部队讲话，当他说到日本“二十一条”是
灭亡中国的条款，如果实行了，你们在街上碰
见日本人，日本人让你趴在地上、骑在你身上
把你当板凳你怎么办时，吉鸿昌立即举手高
喊：“我有办法，日本人要骑在我身上，我就回
过头来咬死他！”表现了他疾恶如仇、勇于反
抗的精神。又有一次，冯玉祥和几个贴身官
兵下嘉陵江洗澡，一不留神，湍急的江水卷走
了几个士兵，冯玉祥大叫：“快救人。”只见吉

鸿昌纵身跳进水中，谁知他根本不会水，被淹得
够呛，反被别人救上岸来。冯玉祥见后，连连夸
奖：“你真是个吉大胆！”从此，“吉大胆”这个绰
号在部队中传开了。
吉鸿昌在战场上作战，更是英勇无比、有

勇有谋、屡立战功。冯玉祥非常赏识他，他也
在战斗中成长起来，26岁被提为营长，32岁
成为师长，34岁被任命为军长，最终成为著
名的抗日将领。
吉鸿昌的父亲吉筠亭是位刚正不阿的老

人，对儿子要求很严格，病逝前叮嘱儿子：当官
要清白廉正，多为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
吉鸿昌牢记父亲的遗训，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也
为了教育部下和战士，他将“作官即不许发财”
作为座右铭写在了瓷碗上，并让瓷窑照样烧制
了一批，运到兵营，发给部下和战士。他对部下
和战士说，弟兄们，我虽然是你们的长官，但我
也是穷人出身，知道穷人的疾苦，这碗上的字，
是我老子临终时留下的遗训。我今天把碗发给
大家，就是要大家都不要做对不起穷人的事。
诸兄弟监督我，我若干了坑害百姓的事情，你们
就用枪子把我崩了。
吉鸿昌就是在这一座右铭的指引下走向

革命的道路，为国家和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
直到英勇牺牲。

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原是影片《英雄小八路》中

的主题歌，创作于1960年，周郁辉作词，寄明作曲。1978

年，这首歌被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从此，一代代

少年儿童嘹亮地唱响这首歌，让这首歌伴随他们茁壮成

长，伴随祖国走向强大。

史真

唱出薪火传承的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