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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说华服

香远益清（中国画） 刘天亮

诗词中描述服饰的名句太多了，诗词中
以服饰喻花、喻草、喻人、喻志的句子多得数
不过来，单说中国古人咏花中借用服饰的句
子，就有无尽的韵味，以至浓浓的，好似那陈
年佳酿，品来让人心醉……
中国古人崇尚梅花，宋代王沂孙曾作

《疏影（咏梅影）》，词写“琼妃卧月。任素
裳瘦损，罗带重结。石径春寒，碧藓参差，
相思曾步芳屧……”这是以月下香梅清艳
的姿质和雍容绰约的神韵去喻美人的佳
作。因为杨贵妃别号“玉妃”，其形曾艳
丽绝伦，其神曾仪态万方，紧接着“素裳
瘦损，罗带重结”，很自然地塑造出美人
的服饰形象，特别是引发出惊世的花容
月貌的传奇经历以及诗人对此所感受到
的幽独情态。
元代僧人明本写《风梅》，是将梅花拟

作一队仙女在跳霓裳羽衣舞，以至于诗人
在月下远看梅枝在风中摇动，竟想象是仙
女身上佩戴的玉饰件在叮当作响——“花
间少女剪春寒，粲粲霓裳舞队仙。月夜遥
看环佩冷，莫教吹落玉花钿”，玉花钿也是
古代仕女的饰物，有的贴在脸上，有的插在
头发上。诗人唯恐风太急，吹落了仙女身
上的玉饰件，真是妙极了。
元代谢宗可曾把水光倒映中绰约有致

的梅花想象成美丽的少女身影，甚至直接联
想到汉武帝幼时要以“黄（金）屋贮之”的阿
娇——“澄澄寒碧映冰条，云母屏开见阿
娇。春色一枝流不去，雪痕千点浸难消。临
风倚槛云鬟湿，带月凌波玉佩摇。最是黄昏
堪画处，横斜清浅傍溪桥。”这里也是把梅花
拟为凌波踏浪而来的水上仙女，全身披着月

光，随风摇动的玉佩更增加了迷人的色彩。这
首诗的题目为《水中梅影》。一般来说，古人咏
梅爱说“疏影”“暗香”，其实也爱用服饰中的玉
佩来形容。

在明代马洪的《东风第一枝·梅花》中，有
“俨然姑射仙人，华佩明珰新整”的句子，也是
把梅花想象为《庄子·逍遥游》中“肌肤若冰
雪，绰约若处子”的仙人，华佩是女性身上佩
戴的华丽的或理解为花形的佩饰；明珰，则是
叫做明月珰的耳饰。当然，古人将梅花描绘
为美丽的服饰形象的句子还有很多，如苏轼
的“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
解佩临烟浦，脉脉当垆傍酒家。”无论是比作
江汉灵妃，还是卓文君，都是因鲜亮动人的服
饰形象在诗人脑海中扎根，也激发了诗人的
灵感。宋人范成大咏绿萼梅时说：“朝罢东皇
放玉鸾，霜罗薄袖绿裙单。”金人李献能写得
更全面：“汉宫娇额倦涂黄。试新妆，立昭
阳。萼绿仙姿，高髻碧罗裳。翠袖卷纱闲倚
竹，暝云合，琼枝荐暮凉。”这里既写了化妆，
又写了发式，还写了衣裳，实际
上都是诗人面对梅花产生的联
想。为什么既提到汉成帝宠爱

过的美人赵飞燕，又提到传说中得道成仙的
女子萼绿华？答案很清楚，这里就是形象思
维的结果。中国古人也叫“迁想妙得”，由花
及人，势必会在诗人面前涌现出绝妙的服饰
形象，毕竟是服饰太丰富了，服饰形象的个
性已经与某个典型形象进行叠影，也许这就
是生活，这就是艺术。

海棠花也可以由诗人联想到美人的服饰
形象，宋代陈与义就写过“红妆翠袖一番新，人
向园林作好春。却笑华清夸睡足，只今罗袜久
无尘。”在诗人眼中，海棠宛如一位佳人，鲜红
的衣裙，翠绿的长袖，新妆刚罢，全身焕发着明
媚艳丽的光彩。在这里，诗人也是先提杨贵妃
骄矜慵懒的出浴娇态，又提洛神飘逸潇洒罗袜
生尘的风致，实际上联想的基础还是服饰形
象。是服饰形象的客观现实，使花的色、质、
情、貌都具有了人的生机。

另一首宋代郭稹作的海棠诗，更具体地提
到了曾经流行过的妆饰——“……破红枝上仍
施粉，繁翠阴中旋扑香。应为无诗怨工部，至今

含露作啼妆。”诗人看到海棠的
花蕾是红的，绽开的花朵也是红
的。然而，在张开的花瓣上却好

像是敷着一层淡淡的妆粉，红中微微露出粉红
色，于是层次感油然而生，一朵朵海棠宛如美人
的脸颊。一旦缀上露水，就恰似汉代至唐流行
过的“啼妆”了。《后汉书·梁翼传》中记“翼妻孙
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啼妆即是
以白妆粉涂在眼角下，作出一种可怜巴巴的样
子，招人怜爱。服饰往往成为记载历史的标志，
正因其在文化史中留下痕迹，因此使诗人想起
了“施粉”“扑香”和“啼妆”。

桃花更会使诗人采用拟人化手法，因为桃
花在绿叶陪衬下那种娇憨的姿态，极易使人想
到服饰形象，想到人的生命与灵性。宋代赵福
元曾写道：“神仙拥出蓬莱宫，罗帏绣幙围香
风。云鬟绕绕梳翡翠，頳颜滴滴匀猩红。千娇
百媚粲相逐，烂醉芳春逞芳馥。”写活了春天盛
开的桃花，红的是搽匀胭脂的脸，绿的是仙女头
上插着的翡翠饰件…… 清代严遂成写得更为
具体——“砑光熨帽绛罗襦，烂漫东风态绝殊。
息国不言偏结子，文君中酒乍当垆。”砑光，是用
石头去碾磨皮革、布帛使之暗暗发光的工艺，砑
光帽就是由砑光绢做成的帽子。

唐玄宗时，汝南王李琎喜欢戴砑光帽并上
缀红花，在酒宴上打曲作舞。绛罗襦，是深红色
的纱罗短上衣。息国是春秋时的一个小国，楚
文王听说息妫貌美，灭息国将其掠为夫人。息
夫人被称为桃花夫人，供奉她的庙宇在湖北汉
阳县北桃花洞上。“文君”则是司马相如的妻子
卓文君，曾在临邛当垆卖酒。“中酒”是喝醉了
酒的意思，自然是面带红晕。唐代崔护曾有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名句，
由花及人又及服饰形象，再及历史典故，使桃
花这一植物平添了几分颇有韵致的魅力，我们
能忽视服饰的文化意义吗？

花中有服饰
华梅

河北冉庄是当年的地道战之
乡，曾令日寇落戟沉沙，闻风丧
胆。《平原游击队》开机前，长影导
演苏里、武兆堤和副导演赵心水
一行来此重温战争岁月，补充生
活，充实剧本。

落日沉，下平原。苏里坐在
庄里的碾子旁，为同行者讲起血
染往事。那是在太行山里，他因
病被坚壁在老乡家。房东大娘为
防鬼子，把他藏在屋后的山洞
里。这天，狡猾的鬼子偷袭，见不
到人和粮食，就点着了柴垛，又向
屋后搜去。大娘深知那意味着什
么，便一咬牙，让小孙子从灶坑里
爬出，大喊着“娘”，向村外跑去。
穷凶极恶的鬼子调转枪口就追，
那孩子拼命地朝前跑啊跑……畜
生般的日寇开了枪。苏里得救
了，房东大娘的小孙子却倒在了
血泊中……大义如山的房东大娘
震撼着每一位听众，无比的悲愤
令他们久久地沉默着。苏里沉痛
地开了腔：“咱们这部戏，一定要
表现出乡亲们的伟大的牺牲，李
向阳的母亲李大婶，就应该是房
东大娘那样的人。”他沉吟半晌，
又道：“小宝子手里的子弹夹，要
贯穿全戏，最后，让李向阳掏出这
颗子弹，为小宝子报仇！”武兆堤
和赵心水抡眉竖目，颔首称好。
冉庄之行，收获颇丰，当他们打道
回府时，剧本已如蒂落之瓜。

饰演主角李向阳的人选，令
两位导演颇费心思。在众多的人
选中，由曾饰演《六号门》中的胡
二，后主演《英雄司机》的郭振清
胜出。郭振清毕竟没有上过战
场、打过仗，他一扣扳机，一只眼睛便不由自主地闭上了，这哪
像身经百战的李向阳啊？于是，武兆堤带他进入靶场，手枪、
步枪、机关枪一齐练。练时，武兆堤在一旁监督，随时提醒他
不许闭眼睛。如此这般，教练弹打了足足有几千发，那闭眼睛
的毛病终于给矫正过来了。 试戏时，又发现个新问题，郭振清
塑造的李向阳手舞双枪，策马如风，威武了得。可他却不太会
骑马，这怎么行呢？苏里把他带到烈马之前，道：“就要和松井
开打了，胜、败，由你选择！”只听郭振清吼出一嗓子：“咱李向
阳死都不怕，还怕摔几个跟斗吗？ ”他上得马去，痛尝挨摔的
滋味，终于和马成为好战友。

其实，在选角时，导演逆袭了传统，首先定下的并非出演大
英雄李向阳的郭振清，而是饰演反派人物松井的方化。此人
演戏另有套路，不仅观察人，更观察禽兽。他认为杀人不眨眼
的日寇具有兽性，集中体现在眼睛里，那种凶残而狡黠、攫取
而贪婪的眼神，恰恰与扑食猎物时的鹰隼和思谋滋事时的猴
子极为相似。因之，他常到公园去观瞧老鹰和猴子，从那眼神
里捕捉端倪，获得灵感。

方化对日寇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他永远也忘不了读书
时，那个用皮鞋将他踹倒在地，踢得他鼻孔窜血，喘不过气来的
阎王教官；他的第一个女儿不幸夭折，更使他对鬼子和战争的憎
恨加深了一层。方化虽然平日不苟言笑，但有着丰富的内心世
界，家里有半屋子的书；不仅是唱片的收藏者，还是京戏迷，经
常拉着二胡、京胡、板胡如醉如痴。而他对琵琶和古筝的痴
迷，可以“当饭吃”。根据方化的爱好，苏里在松井的指挥部里
设计了一只琵琶。最初，只是为了展示松井这个法西斯分子
狂妄自诩的性格。实拍时，方化随着现场人物情绪的激变，竟
忽地抄起琵琶朝门砸去……随着那只琵琶的弦断身裂，展示
了松井的末日绝望。尽管是临场的即兴发挥，却让这一砸，使
那只琵琶更加妙不可言。方化塑造的松井，成为中国电影红
色经典时代经典的反派艺术形象。

郭振清亦不负两位导演的厚望，驾驭着自己的悟性和灵性
跃然银幕。他双目传神，一脸是戏，脊梁挺着威武，手脚牵有风
雷，演绎着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瞧他英气逼人，目光里充满了
机警；轮廓分明的嘴角挂着一丝微笑，那是必胜的微笑，给人以
永远的鼓舞力量。他双手紧握着盒子炮，骁勇睿智，在冀中平原
上，与日寇展开生死搏斗，消灭了松井这只老狐狸，演绎了一个
大英雄的故事。这无疑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一个缩
影，是一曲捍卫正义与和平的颂歌。

2019年7月24日，我完成了复
杂繁琐的报到手续，终于开始了在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UIUC）为期一年的交流访学。蓝天
白云，鸟语花香，置身于这个古老而
幽静的大学校园，庆幸这个陌生的大
学居然有如此多的中国留学生，惊叹
道路两旁那些承载着历史和记忆的
宏伟建筑，感慨于办事人员对中国学
生的“深刻了解”和“无微不至”，心情
几许愉悦，却又几许沉重。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难以掩饰

的愉悦之情源自于这所高校曾培养
出华罗庚、陶行知、竺可桢……这些
一流学者曾激励我在求学路上勇往
直前；无法释怀的沉重来自于这所大
学深厚的历史底蕴中隐藏着的那段
刺痛中华文明的记忆：《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庚子赔款……那时，中华
民族茫然无助地在风雨飘摇中战
栗。1906年，UIUC的校长爱德蒙·
詹姆斯致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
福，建议将《辛丑条约》中的庚子赔款
用来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于是，仿
照UIUC的格局设计的“清华大学”
横空出世！与此同时，基于庚子赔款
发展的“庚子赔款奖学金”，让UIUC
成为那个时代觉醒的中国青年人寻
求“救亡图存”的筑梦之地。正是这
段历史成就了现在UIUC被公认为
最受中国留学生“欢迎”和“最欢迎”
中国留学生的高等学府之一。

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的现
代化文明是被“打入”的。救亡图存
的强烈愿望和与西方文明错位式的
交流，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部分
教育界人士对西方的现代化文明以
及基于其确立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
容、教育理念、大学模式、科学认知形
式和内容等都未经过审慎的批判，特

别是对深藏在这种“观念上层建筑”
和“政治上层建筑”深处的资本逻辑、
工具理性逻辑、抽象形而上学缺乏必
要的批判和整体性反思。历史记忆
中，那些熟悉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
夷”、“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
学）曾被当作是拯救民族危亡的“灵
丹妙药”。曾经将UIUC大学员工对
中国留学生的“体贴入微”看做是一
种高尚的、脱离种族歧视的、最高文
明进步的象征时，有多少人留意到当
年UIUC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备
忘录》中的这段话——“我们现
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
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
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
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
随军旗更可靠。”
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所深刻洞见的，
资本的逻辑——抽象形而上学对自
然和人的“异化”必将导致真理知识
陷入危机，在资本逻辑上展开的科
学技术，带来的不一定是人类的解
放，更有可能是资本的更大范围扩
张和对人和自然的更深操纵和奴
役。今天，我们不仅在理论层面，也
在现实层面感受到这个深刻洞见的
理论的穿透力和现实启发性。无论
是对思政课的重视，还是对“四史”
教育的强调，抑或者是对“四新建
设”的重视，特别是“新文科建设宣
言”的发表都是对当初中国跌跌撞
撞，扶着、靠着、模仿着进入现代化
进程时“学徒”状态的反思和超越。
今天，我们已今非昔比，我们有能力
包容我们的历史，赢回我们的历史，
用柯林伍德的话来说, 这将意味着
批判地脱离自身以外的权威, 意味
着它将“自我—授权”。
在这个意义上说，步入新时代

的中国教育已经形成自己的文化自
觉，并致力于基于自身的实践探索
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主
张，在社会主义的维度彰显现代教
育摆脱异化、面向人和自然本身的
全新理念。这是一种文化的自觉、
自信，也是一种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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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安排电影里最专业的一个刺客
去暗杀一个人，你会选谁？有人可能会选
《谍影重重》里那个身经百战的特工杰森·
伯恩。那么谁又能从杰森·伯恩手中救下
人质呢？也许只有连姆·尼森了。
从2008年系列电影《飓风营救》开始，

连姆·尼森从救家人到救自己再到救大
众，这个被称为“营救之神”的北爱尔兰人
不是在救人，就是在救人的路上。本周推
介的佳片《通勤营救》展现的是他在2018
年接到的一项新的营救任务。
虽然连姆·尼森满脸皱纹，不再年轻，但

他可是电影《通勤营救》的灵魂，是影片最值
得观看的亮点。片中，连姆·尼森动作一气呵
成，但他是半路转型当上了动作演员，除了怀
着一腔对动作片的热血，自身没什么优势。
他参演《飓风营救》时已经56岁，体能上就输
给了年轻人，而且他还是个大块头，身高1.93
米，在镜头前做动作还显得有点笨拙，但这样
的他却开启了一段动作传奇。
千禧年伊始，一场《谍影重重》的飓风席

卷动作电影领域。一段时间里，很多动作片
都以它为模板。2005年，当时作为《飓风营
救》编剧的著名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正苦于找
不到合适的男主角，巧的是，他在中国参加上
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遇到了连姆·尼森。吕

克·贝松一直很赏识连姆·尼森，当即就给后者看了电影剧本并力邀他
参演。正是那次在中国的一面之缘让连姆·尼森走上了一条营救之路。
那么，连姆·尼森成功转型的秘诀是什么？他找到了一群同样

热爱自己事业的合作伙伴。
首先是特技演员马克·范斯洛。一直热衷于特技动作的范斯洛，

从2000年开始就作为替身和连姆·尼森一起共事，到现在已经有21
年了！像《通勤营救》中跳火车的戏就是由范斯洛完成的。当然除了
替身，范斯洛还是连姆·尼森的动作指导。虽然连姆·尼森9岁学过拳
击，有一定动作基础，但拍电影还是需要范斯洛专业的点拨。连姆·
尼森也非常认可范斯洛，他常常和范斯洛一起设计电影的武打动
作。另一位伙伴就是西班牙导演佐米·希尔拉。痴迷于设置电影迷
局的他也给连姆·尼森的动作电影注入了新亮点——故事的悬念。
在《通勤营救》中，佐米·希尔拉融入了“希区柯克式悬念”，阴谋、剧情
翻转等多重元素。在他打造的列车密闭空间里，银幕前的观众也成
为通勤乘客，能够沉浸式地参与到营救任务当中。
《通勤营救》是2016年拍摄的，连姆·尼森主演的又一部电影

《冰路营救》今年上映了。这种对动作片持久的热爱
让连姆·尼森成就了现在的自己！这一次，他又会怎
样“智取”敌人呢？就让我们一起搭上《通勤营救》这
趟危机四伏的列车去探寻答案。
7月 24日 22:11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

约《通勤营救》，7月25日15:33“佳片有约”周日
影评版精彩继续。

反思和超越
侯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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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读过一天小学
这年秋季的一天，陈省身兴冲

冲地去上学。不料在下课休息时，
却看见老师在用戒尺打一批学生的
手心。挨着个打，少的打一下，多的
打四下。名为新学，却仍然沿用旧
私塾的体罚制度。陈省身第一天上
学，对学校比较陌生，自然是老老实
实的，并没有挨板子。可是，老师打学
生手心的场景，深深地刺痛了陈省身
年幼的心灵。回到家里，仍然心有余
悸。第二天说什么也不肯到学校去
了。老祖母和姑姑看他那样害怕学校
的神情，心就软了下来，只好停学。这
样，陈省身总共只上了一天小学。

在祖母和姑姑的国文启蒙教育
下，陈省身虽然参不透四书五经，做不
来八股文章，但也背得唐诗，能看闲
书；而且算术也很好。家里的计划是，
县立小学不必再去上，自己补一点小
学课程，明年索性考秀州中学附设的
高小就是了。计划如愿实现了，1920
年到1922年，陈省身在秀州中学的高
小部读书。

秀州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管理
严格。那时，陈省身的大姑父姚亮臣
在秀州中学任国文教师，表哥姚一鹏
也在那里读书。所以他的学习和生活
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近十岁的陈省
身已开始懂事，上学读书不再觉得讨
厌。他国文基础不错，还能做相当复
杂的算术题，课余还读了《封神榜》《说
唐演义全传》之类的闲书。文学气质
也在这种消遣中得到熏陶。

1985年，陈省身在阔别了秀州中

学六十多年后，首次访问母校。1992年
为秀中母校设立了“陈省身奖学金”。
1994年11月8日下午，陈省身第三次访
问母校时，为学校题字“百年树人，钟声
远扬”。嘉兴，自古为文人雅士荟萃之
地，而嘉兴胜景，则在南湖烟雨楼。1921
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包括毛泽东在内
的一批革命人士，就曾因躲避密探的追
捕，转来南湖开会。幼年的陈省身随父
亲和舅父多次乘画舫泛游南湖，船菜丰
美，湖菱尤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丰
腴的江南水乡，在东西方文化精华的碰
撞中，擦出阵阵火花。其中的一点火星，
走出嘉兴，走向世界，终于成就为一代数
学大师。

陈省身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1988年，他用抒情的笔调写了《嘉兴，我
的故乡》一文。少小离家的陈省身，没有
忘记故乡带给他的美好回忆。1999年
12月，陈省身为《南湖晚报》题字：“数学
年:2000向家乡读者问好。”他还对记者
回忆说：“小时候的家在人民路上，房子
是木结构的。背面的窗外有一条小河，
那时还通船，自己喜欢趴在窗上，看两面
对驶过来而互不相让的船主们吵架。在
祖母的臭卤坛子里，可以浸出许多味美
的小菜来。”

紧急电话
雷紫剑想到这里，把刚刚摸到手

里的一张牌，信手打出去，扭脸对着
张伯兰说：“李镇长想的这一招，可真
是发财之道呀。怎么样，咱们也多找
些人一块儿入股吧，人多力量大，不
是吗？”张伯兰手里摸着一张牌，用眼
瞟着雷紫剑，不言语。坐在牌桌旁的
王胖子可沉不住气了，他连声说：“对、
对，大队长说得对，众人一条心，黄土也
能变成金吗。股份一多，本钱就足，我
们好提前备料，动手搭建，咱们大家都
发财。”话音刚落，雷紫剑一张牌打出，
王胖子随口说道：“发财。”“啊，发财！”
三姨太把自己面前的牌往外一推，“发
财——我和了。”说着，“呵呵”一阵狂
笑。其他三人都忙着向三姨太付钱，可
把三姨太高兴坏了，她冲着雷紫剑说：
“我就知道，今天我的牌运错不了，感谢
这位胖胖的财神爷来叫门。”三个人听
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抓牌的时候，张伯兰又把话题拉
到他这方面来，说：“紫剑兄，看目前这
个局势，严志诚他们还要在盐滩上再占
一个时期了？”雷紫剑说：“不打是走不
了的。”王胖子这时又插了一句：“大队
长，你跟盐民游击队打过那么多的仗，
你见过严志诚吗？”雷紫剑回答：“没有
见过面，咱们这边的人可能就是苗万贯
见过。”王胖子又说：“严志诚，也不知
道是个啥人物，怎么这么有作为呢，听
说他不也是个晒滩的吗？”

还未等雷紫剑回答，猛听得屏风
那面的电话机发出“铃铃铃……”的
振响。雷紫剑把自己的牌扣在桌面

上，然后起身绕过屏风去接电话。还在
高兴的三姨太，从兜里掏出一盒美国“都
米欧”烟，用手按住烟盒口上的小纸带头，
轻轻地一拉，那烟盒上的亮纸就整齐地被
纸带割开，她随即打开锡纸，抽出两支烟
来，递给了两位牌友，得意地笑着说：
“来，咱先抽着，等会儿。”他们刚把纸烟
点着，就听得在屏风的那面，雷紫剑说：
“是我……怎么？是，是。”下面就听不
见雷紫剑在说什么了，只听见一连串
“是是”的应答。

牌桌旁边这三个人，抽着烟在等候，
清烟在徐徐地上升，谁也没有言语，怕干
扰了屏风那边的电话，这三个人完全明
白，听着雷紫剑打电话的口气，这电话是
有来头的。
“是，就在今天夜间。”听得清楚，雷紫

剑说完这最后的一句，“咔”的一声，把电
话放下。接着，就听雷紫剑喊：“刘副官，
刘副官！”客厅的房门响了一下，门开了，
想必是刘副官走了进来，又听得雷紫剑急
促地说：“快、快，备车回大队部。”刘副官
答应一声：“是！”走出客厅，跟着又有一个
人也走出客厅，想必是大队长雷紫剑了。

屏风后面的这三个人全愣了，雷紫剑
接完电话，就这样急急忙忙地走了，跟牌
友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可见事情之紧急。

4 36 自动铅笔
会上，学生们对即将离开亲爱

的老师依依不舍，纷纷要求老师谈
谈自己走上音乐之路的经历，以及
创作经验和体会。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半年多来，老师除了给大家讲
课，便是进行音乐创作，从未披露
过自己的身世。
“其实我与你们中的大多数一

样，也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
冼星海双眉微蹙，擦着一根火柴，点
燃了叼在口中的烟斗，深深吸了一
口，然后慢慢吐出。在缭绕的烟雾
中，大家仿佛回到了 1905 年夏天，
在澳门海边的一条小渔船上，一位
母亲遥望着满天的星斗，温柔地对
襁褓中的婴儿说：“孩子，你就叫星
海吧！”星海的父亲是个贫苦的渔
民，妈妈靠给人家当佣人维持生
活。星海从小喜欢音乐，尤其爱唱
家乡的民歌。1928年，他考上上海
音乐专科学校，因与进步学生一起
闹学潮而被开除。第二年，他通过
在远洋轮船上当杂工的办法，到法
国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奥别
多菲尔和作曲家保罗·杜卡斯。为
了按时缴纳学费，冼星海不得不到
饭馆、理发店当杂役，到酒店给人拉
琴；住的是冬天没有炉子又四面透
风的楼顶，受尽生活的磨难
和富人的白眼。这些不仅
没有压倒他，反而进一步激
起他的奋斗精神。当他听
到祖国面临危亡时，毅然回
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同

学们，你们是幸福的，可以到延安来，尽
情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我相信，你们
的前途是远大的！”冼星海拍拍每个人
的肩膀，热情鼓励大家说。

之后，他从书桌里取出一本书和一
支自动铅笔：“我在巴黎音乐学院时，写
了一个交响乐作品《风》获了奖，奖品就
是这两件东西。”“这本书，是俄罗斯作
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配器学》，
送给你，罗浪，希望你成为中国未来的
配器大师。”“你们知道吗，科萨科夫是
位半路出家的作曲家，他本来是个海军
军官，很有音乐天赋。他根据阿拉伯神
话《一千零一夜》创作的交响音乐作品
《海洋与辛巴德的船》，将大海的景象表
现得绘声绘色，精彩异常，成为世界音
乐宝库中的上乘之作。他的配器学不
同于德国的盖丘斯，很厉害也很通俗。
我很崇拜他。”（后来，罗浪真的成了中
国的配器大师，开国大典上的军乐团指
挥是他，《国歌》《歌唱祖国》《颂歌》《欢

迎曲》《欢送曲》等名曲，都是他
配的。）“这支自动铅笔送给你，
王莘，我很喜欢它，我知道你也
很喜欢它。我用它写出了《黄
河大合唱》，我希望你也能用它
写出激动人心的传世之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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