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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动力源于改革开放

《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创作问世，正是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开始出现日新月异前景
之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激情
燃烧的岁月，中国处在历史性的变革和发展
中。在改革举措持续推进的短短几年中，中国
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显著
提高，农村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春气为诗人所觉”，中国农村的盎然生机

激发了时任《歌曲》月刊编辑的陈晓光的创作欲
望，他敏锐地捕捉到中国大地上暖风吹拂的清
新气息，实在坐不住了。陈晓光，笔名晓光，
1948年8月出生于河北，词作家、诗人。文化
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
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常
务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1992年被评选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自
1980年开始，陈晓光和同行们背着行囊，多次
奔赴安徽、四川、广东、湖南等改革前沿地区的
农村深入生活。

陈晓光亲眼看到广袤的田野上处处冰雪消
融、改革春风带来的充满蓬勃的生机景象，亲身
感受到了农民发自心底的喜悦，深切体会到了
祖国大地日新月异的活力和村村寨寨悄然而至
的变化：“老汉的杯中有了酒，娃娃的嘴上有了
油”；田野上生机勃勃的豆秧麦苗；新房上袅袅
飘荡的炊烟……陈晓光禁不住心潮澎湃、浮想
联翩。激动之余，陈晓光伏案提笔，仅用一天时
间就写下了歌词《在希望的田野上》。

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创作情况时，陈晓光说，
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奏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序曲。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生活条件的好坏、幸福指
数的高低，和这个国家的兴旺和发展有直接的
关系。国家对农村实施改革政策，顺应了广大
农民的愿望。陈晓光观察体会到广大农民对这
场改革发自内心的拥护，“‘大包干’调动起了每
个人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使得农民的精神状态
有了极大改观。他们觉着日子有了奔头，对未
来充满希望。而我也深刻感受到只有改革开
放，中国才有希望。于是‘希望’便成为这首歌
曲的词眼。”陈晓光解释道。

陈晓光还说，创作过程是一挥而就，但酝
酿、思考绝不是一两个小时，而是一个很长的时
间。至于感情的孕育培养那就更长了，可以说
是多年生活积累、感情积累的一次艺术爆发，而
当时勃勃生机的社会形势就是一个关键的触发
点。可以说，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新希望，就不可

能有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

作词谱曲珠联璧合

多次深入农村，有着丰富生活体验和感受
的晓光，在歌中将春回大地后农村全新的生产、
生活图景与向往尽情展现出来。歌词改好后，
陈晓光将歌词交给了自己信赖与推崇的作曲家
朋友施光南，让其谱曲。施光南，1940年8月
出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金华，是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作曲家，被称为“时代
歌手”。曾任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副主
席、中共十三大代表，1990年因病逝世，去世后
被文化部命名为“人民音乐家”。对于陈晓光的
请托，施光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拿到歌词后，施光南认真品读着这极富诗
情画意的歌词，眼前不时地浮现出改革开放政
策下的祖国农村新气象的美好画卷，心情十分
激动。读完后，他马上兴奋地开始酝酿着，试弹
试唱着……不断地曲斟谱酌，仔细推敲，以求尽
善尽美，精益求精……施光南的创作灵感尽情
喷发，同样用了一天工夫，便行云流水般地谱好
了曲子。歌曲的旋律清新、活泼、热情、亲切，富
有新的生活气息和青春激情。

施光南很快寄来了曲谱，随着歌谱他还附
写了一封长信，言辞恳切地向陈晓光畅谈了他
作曲时的追求与想法，信中这样写道：
“……为您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作曲时，我

给自己提出了两条要求。首先，力求做到‘雅俗
共赏’。第二，要努力体现民族风格和时代精
神。我认为写80年代的农村歌曲，既不能拘泥
于《信天游》《小放牛》那种历史上的乡土气息，
又不能完全搞成《乡间小路》式的校园歌曲。我
们要在创作中找出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
新农民的节奏和旋律。写《在希望的田野上》
时，我有意识地把民歌、戏曲的韵味和进行曲的
节奏糅合在一起，使音乐既体现出时代精神，又
洋溢着清新的泥土气息……”

可以说，这首歌的创作只用了两天的时间，
其速度之快，确实令人难以想象，正可谓“妙手
偶得”。在谈到歌曲的创作手法时，词作者陈晓
光说：“这首歌的歌词从创作的风格上来说，我
是采取了一个比较接近于白描的手法，没有局
限于某一个地区，我是写中国这块土地是希望
的田野。（曲作者）施光南的音乐也没有局限于
某个地方，它有南海渔歌的素材，也用了北方河
北、山东一带的秧歌的节奏和素材，有些地方在
节奏上有行进的感觉，让人们更觉得中国是在
向着富强、向着现代化迈进。”

显然，这首歌的作词与谱曲，的确达到了珠
联璧合的完美效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声，

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乡情与乡音。
在歌词里你可以看到有东南西北的风俗景观。
在音乐里你可以品味到四面八方的风情音调，
有北方秧歌的节奏，也有南海渔歌的影子。所
以江南塞北的人们听起来既熟悉又新鲜，总觉
得它好像是哪个地方的，但到底是哪里的，又说
不出来，这就是施光南运用民族民间素材作曲
炉火纯青的技巧。”陈晓光后来回忆时说。

经典名作传唱恒久远

1980年岁末的一个深夜，在灯火通明的
中央电视台录音棚里，歌曲《在希望的田野
上》的录音工作井然有序而又激动人心地进
行着。当最后一段合唱录制完毕之后，在场
的歌手、乐手和录音师都被打动了，纷纷情不
自禁地鼓起掌来。他们在祝贺一首成功作品
的诞生。
这时，施光南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泪花，

他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谦逊地说：“是大家
唱得好。我作曲嘛……算是‘歪打正着’吧！”
1981年元旦前夕，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送到
了中央电视台，评审通过。
1981年年底，施光南为这首歌录了两个版

本，中央电视台专题片用的是合唱版本，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录播和后来春晚推出的是独唱版
本。1982年，歌曲问世之后，老百姓纷纷打电
话请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播，仅当年的点播
率就高达1500余次，从此广为传唱。
《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一首歌唱祖国繁荣富

强的歌。它的歌词朴实、曲调优美、流畅上口，
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朝气蓬勃、欣欣
向上的气象，表达了青年一代对改革的期盼、对
未来的憧憬，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这首歌通过
对家乡充满希望的田野的赞美，抒发了对美好
生活的赞美，既歌颂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变化、
新面貌、新生活，又憧憬着富裕、兴旺而幸福的
未来。它是对祖国的深深热恋和对家乡的殷切
期望，深切地唱出了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心声，
唤起了亿万人民的强烈共鸣，不仅当时红遍并
传唱大江南北，而且几十年来盛唱恒久，成为经
久不衰的时代之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在这歌声中奋发进取。
这首歌是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歌曲，

在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当中影响很大。令人
欣喜的是，它还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
地区音乐教材，并被选入“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
典”。尤其振奋人心的是，2007年，中国第一颗
探月卫星“嫦娥一号”成功升空，作为卫星搭载
的30首歌曲之一，《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太
空，其经典意义之重可想而知。

“跋扈将军”梁冀的可悲下场
张壮年

梁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靠裙带关系
爬上高官位置的贪官。他结党营私、培植
个人势力、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作恶多端。

梁冀相貌丑陋，两肩耸起来像鹰的翅
膀，眼睛跟豺狼一样倒竖着，一副凶相。梁
冀自幼游手好闲，蛮横放肆。其妹是汉顺
帝的皇后，他借着裙带关系，飞黄腾达起
来，官越做越高、权势越来越大。梁冀采取
各种手段，不断扩大其家族里皇亲国戚的
范围，先后有三人做了皇后，六人做了贵
人，三人娶了公主，至于在朝中做高官者竟
有五十七人，还有二人做了大将军。

梁冀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一方面结
党营私，培植个人势力；一方面残酷地打击
和迫害异己。

辽东太守侯猛初任职时，没有向梁冀
晋见谢恩，就被安了罪名腰斩了。下邳人
吴树出任宛县县令，上任前向梁冀辞行，梁
冀要他关照他在宛县境内的亲戚朋友。正
直的吴树没有听命，到任后，杀掉了一些作
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梁冀的门客。梁冀从
此深恨吴树，后来，吴树调任荆州刺史，行
前向梁冀辞行。梁冀设宴为他饯行，暗中
在酒里下毒，吴树一出门便死在车上。郎
中袁著，年仅19岁，看到梁冀凶残放纵，压
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向皇帝上书，弹劾梁
翼。梁冀得知后便秘密派人捉拿袁著。袁
著为逃避他的追杀，更名换姓，躲藏起来，
梁冀死追不放，袁著后来假托病死，用蒲草
编了个假人，买了棺材殡葬了，就这样，仍
没逃过梁冀的追杀。最后，还是被他抓来，
用竹板活活打死了。

李固是朝中很有影响的老臣。对梁冀
专权多有不满，梁冀竟然也将他抓了起
来。不想这引起极大的震动，数十位大臣
戴着铁铐木枷在朝廷上为李固辩护，准备
与李固一起坐牢。于是，李固被放了出
来。梁冀看李固声誉如此之高，更是恼怒，
不久，又将李固抓捕入狱，将其杀害。

梁冀专权到了极点，不仅敢随心所欲
地杀害朝中大臣，连皇帝他也敢杀，皇帝的
废立之权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汉顺帝死
后，他为了独掌朝权，立了一个2岁的娃娃
做皇帝，这就是汉冲帝，过了半年，娃娃皇
帝死了，他又立了一个小皇帝，年仅8岁，
是汉质帝。没想到这位小皇帝还很聪明，

对梁冀的专断蛮横看不惯。有一次，他在
朝廷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梁冀是一个
跋扈将军。梁冀非常恼恨，没有多久，他就
命人将毒药放在饼中，将这个小皇帝毒死
了。毒死了汉质帝，他又根据自己的需要，
选了15岁的刘志做皇帝，即汉桓帝。
梁冀不仅专权，而且极贪婪，他常常将

富人抓起来，随便安个罪名，让其拿钱来
赎罪，出钱少的就办死罪。有个叫孙奋的
人很有钱，梁冀送给他一匹马，向他借五
千万，孙奋只借给了他三千万，梁冀就派
人将他抓来，诬说他的母亲是从他们家逃
出来的奴婢，偷走了大量的珠宝，都要追
还，孙奋不肯承认，就被活活打死了，财产
全给没收了。他还将众多良家女子抓来
做奴婢，并说她们是自愿卖给梁家的，称
她们是“自卖人”。
梁冀还大兴土木，兴建豪宅，搜掠金银

珠宝、珍奇异物。他还广开园林、挖土筑
山，在十里之内筑起九个山坡，模仿东西崤
山的走势，有如天然而成，园内设置如皇家
园林一样。他还建了一个兔苑，命令各地
向他进献兔子，兔子身上烙有印记，谁要伤
害了兔子，就犯死罪。有个西域到洛阳的
商人不知这禁令，打死了一只兔子，为这个
案子竟株连了十多个人。
梁冀就这样无法无天地专权了近二十

年，最后跟汉桓帝闹起了矛盾，梁冀派人
暗杀了桓帝宠爱的梁贵人的母亲，汉桓帝
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于是联络了五个跟梁
冀有怨仇的宦官，趁梁冀不防备，突然包
围了梁冀住宅，梁冀感到大势已去，便与
妻子一起服毒自杀了。梁冀的儿子、梁家
和他妻子孙家的所有宗亲，不论老少皆处
以死刑，暴尸街头。
梁冀这个跋扈将军，不可一世，专横

跋扈了一生，没想到最后落了一个夫妇被
迫自杀、家族全被杀光、家产被抄没的可
悲下场。这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善有善
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
一到，必定要报。

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由施光南谱曲、陈晓光作词的歌曲《在希望的田

野上》，在歌词内容与曲子旋律上真正做到了相得益

彰、相映生辉，堪称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这首清新

自然、充满乡土气息的歌曲，唱出了中国农村改革开

放后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唱出了中国人民走向美好

未来的共同心声。

李春发

明朝时，苏州人韩雍以全才闻名，“文能
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但今天常为
人所乐道的却是他处事的巧妙。

有一次，不到而立之年的韩雍以御史
的身份巡抚江西。一个随行的都御史不
小心误拆了一封明代宗颁赐给宦官的敕
书，他吓得魂不守舍，不知如何是好。在
明代,宦官是皇帝的心腹，在各地相当于
皇帝的眼线，偷窥皇帝给宦官的诏书是有
杀头的罪过的。

韩雍闻知此事，淡然一笑，说：“这是小事
一桩，不必挂在心上。”

第二天，韩雍宴请那个宦官。事前他先
写了一封假信，把原来的真信放在怀中，宴席
开始前，他把假信悄悄交给了邮卒，并面授机
宜。宴会开始后，韩雍向宦官频频敬酒，正在
酒酣耳热之际，那个邮卒快步走了进来，把一
封信交到了韩雍手上，韩雍随手拆开信读了
起来，读了几句之后，他面现惊慌地说：“这不
是颁给我的敕书。”顺手把怀里原来已拆封的
敕书送给宦官，然后站起身，一再向宦官鞠躬
谢罪，请求与邮卒一起领罚。

那个宦官被韩雍的诚意感动，不但没有
怪罪，反而连连劝慰，宾主继续畅饮。一件祸
事化于无形。

韩雍常年在外领兵平叛，有一次巡视边
境地区的番地，当地郡守准备了酒菜，并把一
名歌伎藏在箱中，命人送到韩雍的行营。韩
雍见到木箱觉得事有蹊跷，便命人将郡守招
来当场开箱，请出歌伎，令其歌舞助兴。酒宴

一结束，韩雍便请歌伎再回到箱中，随郡守一
起离开了行营。

原来这个郡守以为长官多是好色的，想
以此试探韩雍。韩雍为人端正，内心虽然不
满，但却没有当众斥责。谈笑之间，他既表明
了态度，又保留了郡守的颜面。

冯梦龙对于韩雍的处事方式十分赞叹：
“处之若无事然，此岂死讲道理人所知！”

古人云：“善行无辙迹。”意思说真正做善
事、行止高洁的人，做好事的时候是完全不着
痕迹的。此话不假，世上最高深的修养，便是
不动声色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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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歌改革开放春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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