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作者冥思苦想激发灵感

《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这首歌词的创
作，是在1989年1月。1989年，适逢北京和
平解放40周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要在
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责成北
京市相关部门尽早部署，组织筹备工作。

路建康，后来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闭
幕式制作总监，当时找到了韩静霆，邀请善于
文艺写作的韩静霆做晚会的策划、撰稿和创
作。韩静霆，1944年11月22日出生于吉林
东辽，中国电影编剧、作家，中国作协鲁迅文
学院教授。1968年，韩静霆从中国音乐学院
民族器乐系毕业。1973年，他应征入伍，历
任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干事，军委空军政治
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副主任、主任（大校军
衔），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农工民
主党东方书画社社长等职务。1973年，韩静
霆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凯旋
在子夜》，中篇小说《战争，让女人走开》，电
影、电视连续剧《大出殡》《市场角落的“皇
帝”》《孙武》等。

这是韩静霆首次涉足大型晚会，他还受
命担纲写出一首响亮的晚会主题歌。一般情
况下，宏大题材的创作很多易流于口号化而
空洞、高大、干巴，为避免落入俗套，韩静霆思
考半天后，决定另辟蹊径创作一首歌曲，这其
中，角度的选择很重要。韩静霆进一步构思，
巧妙选取角度——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
放时，距离新中国的成立仅9个月，因此，韩
静霆觉得最好与新中国的成立勾连起来，从
更广阔角度去写主题歌，便初定“从祖国开始
写起”这根清晰红线。

基本定下框架后，韩静霆先慢慢打腹稿，
理素材，找感觉。为此，他喜欢把要写的东西
存储于脑中“挂弦”，先把这根“弦”挂上，然后
该干啥还干啥；但脑中不时触发些新想法，想
起几句就顺手记录。

韩静霆酝酿一段时间后，一旦真正要落
笔时，整个写作过程仍颇费周折。因为总觉
得缺点什么，又不知如何来激发创作灵感。
就这样思来想去，直到某一天在公交车上看
到一幅宣传画，韩静霆的灵感来了。

韩静霆对当时灵感突至的那一刹那，几
十年过后仍然记忆犹新：“我记得有一天，我
跟老伴儿坐公共汽车出去玩准备去逛街时，
没想到乘坐公交车刚走了一站地，到了军事
博物馆跟前，忽然被一幅宣传画吸引住了——
朝阳初升的背景下，几只展翅的鸽子口衔橄
榄叶，飞翔在金色的麦浪上空。鸽子，橄榄，
麦穗！希望，和平，收获！这些靓丽吸睛、联
系紧密的关键词语闪入我的脑海，突然灵感

就来了。”韩静霆激动得不顾妻子，独自下了公
交车，一溜烟儿跑回家，一气呵成写出这首经
典歌曲的歌词。

韩静霆在歌词中把“鸽子”作为一个富有诗
意的意象，也算是一种必然选择。他后来回忆
说：“说来也巧，刚好当初我和信鸽协会接触比
较多，同北京信鸽协会的人比较熟悉，我经常去
他们那儿看鸽子，久而久之就和鸽子有了感
情。‘放飞’这个词，别看现在用得满大街都是，
但在我之前音乐作品中很少有人用。因为信鸽
协会常常有放飞鸽子比赛，我刚好找到了这样
一个象征物和载体。”

正是由于受富有灵性、象征和平的鸽子的
启发，韩静霆找到“放飞鸽子”的主题，决定从一
个普通人的角度写祖国，以一种更亲切、更自然
的态度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祝福。就这样，确定
了巧妙的角度和恰当的载体后，韩静霆的创作
自然就水到渠成闪亮问世了。

曲作者深情演绎谱写经典

韩静霆后来回忆说：“我立刻拿着写好的歌
词手稿，找到了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当时距离
晚会举办时间已经很近了。谷建芬，1935年出
生于日本大阪，祖籍山东省威海，毕业于鲁迅艺
术学院（现沈阳音乐学院），当代著名女作曲家，
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谷
建芬的代表作品很多，《采蘑菇的小姑娘》《滚滚
长江东逝水》《歌声与微笑》《我多想唱》《妈妈的
吻》《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就是我》《绿叶对根
的情意》《思念》《烛光里的妈妈》《历史的天空》
等歌曲都脍炙人口。

谷建芬老师拿到歌词一个星期左右，就谱
写好了曲子，并且马上给韩静霆打电话说：“老
韩，曲子谱好了！”同时邀请韩静霆、路建康等几
个人到她家去一听为快。

韩静霆后来一直无法忘记当时的喜悦：
“我扔下电话，跑下楼，跳上公交车就直奔谷
建芬家。”

在谷建芬家走廊过道上，坐满了一排
人。“十月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
一群白鸽……”谷建芬一边陶醉地弹着钢琴，
一边轻轻地深情地抒发而唱，非常柔和动人，
让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韩静霆激动不已、泪
流满面。韩静霆后来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
目，感触颇深地说：“那个场面现在想来心里
都装满了温馨……”

所以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这首歌的
作曲是出自著名作曲家谷建芬之手，而且这首
歌的首唱也是谷建芬。

韩静霆还回忆到如下的细节地方：“这首歌
创作之初，歌名叫《十月是你的生日》；后来才改
成《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谷老师唱的时候确

实是唱的‘十月是你的生日’。当然，改动的地
方还不止这一处。记得还有一段写到漂流瓶，
后来嫌太长，就拿掉了。这首歌第一次收到的
稿费是60元钱。”

韩静霆毫不夸张地总结自己的创作体会
说：“一首歌曲能够流行，取决于词、曲、唱好多
因素。我是出生在旧社会的人，几乎和共和国
同龄。从歌词创作来说，这首词有我的切身体
会，也有切肤之痛，难免把一己的悲欢和国家的
悲欢融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歌词中那种一己的
叙述、那种本我的表达才找到了支点，才有可能
让这首歌曲飞得更高，传得更远。”“每次听这首
歌都情不自禁地感到很激动，因为毕竟是从我
的生命中剥离出来的东西。个人际遇与国家变
迁，是骨头脱不开皮肉，谁也离不开谁的。”

爱国心与爱国情，在谷建芬的生命里同样
根深蒂固，成为贯穿她创作的一条主线。这位
生于日本大阪、7岁回到中国的作曲家，童年时
曾亲眼目睹了中国人被奴役的悲惨情景，她也
曾经历过“文革”时因海外关系、“出身不好”所
带来的身心创伤。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惶惑过、
迷茫过，但正是对祖国、对民族的爱，使她获得
了生活的勇气，创作的灵感。她创作的委婉深
情与执着热切中不乏激情洋溢的《今天是你的
生日，中国》，正是她心灵的最好袒露。

身为女性，谷建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
她把女性特有的含蓄、细腻的情感融入自己的
创作中，因此，她的作品总是以情见长、以情动
人。《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这首歌，便不是简
单地对祖国的歌颂，而是一种深沉的祝福。

谷建芬后来回顾说：“这首歌写于新中国成
立40周年前夕，之所以不同于同类题材歌曲的
昂扬明快，是因为我想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
的老百姓在想什么？40年了，我们的祖国、我
们的人民经历了许多风雨，老百姓最企盼的是
生活的安定、国家的富强。无论经历什么样的
坎坷，我们对祖国的深情是不变的。这种思考
转化成了我的音乐语言。”艺术贵在创新，这首
歌传唱至今，也再一次证明了作曲家动情，作
品才能动人。谷建芬说：“任何时代，作家、艺
术家都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可这很少的一部分
人却应当表达出很多人的喜怒哀乐。虽然生
活在不断变化，但有一种东西至死不能变，那
就是对祖国、对民族的爱。”这份爱，是赤子对
母亲的情意，有了这份情意，才有了这首传唱
至今不衰的经典歌曲。
《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第一次公演时，受

到了热烈的欢迎，现场观众均被其真挚的歌词
和优美的旋律所倾倒。从此，这首歌红遍了大
江南北，被广泛传唱，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
孩童，都能击节而咏。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
时，中华儿女无不激动自豪，心潮澎湃，爱国之
情溢于言表，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
怀，并营造了一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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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里藏刀”的“人猫”李义府
张壮年

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有一首歌颂祖国的爱国主义歌曲，每当迎来国庆佳

节时，总被全球华人在很多场合一次次地唱响。一唱起

它，总是令人情不自禁地生出兴奋和骄傲之情，它就是由

韩静霆作词、谷建芬作曲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它

是从歌唱者心中流出的挚爱祖国、祝福祖国的纯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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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祖国之歌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宋徽宗的艺术天分很高，特别喜欢玩，踢
球、赏花、写字、画画，当然也少不了风花雪月、邂
逅心跳的感觉。不幸的是，宋徽宗被推上了皇
位，当上了皇帝，他不羁的心一下子被套上了枷
锁，让他浑身不自在。

古代皇帝这项工作看上去风光无限，其实
也挺辛苦，一般五六点钟就要起床，七八点钟就
得坐朝上班了。工作时间长倒在其次，皇帝虽
然说一不二，但也要受许多礼制的约束，违背了
就会受到大臣的批评、劝谏，吏官也会记录在
案，让后人都知道你的污点。

刚当皇帝那会儿，宋徽宗还是想有一番作
为的。他曾发布诏书，情真意切地说：“其言可
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意思说，你
给我提意见或指摘朝政，可用的有赏，说得不
对，我也不怪罪。事实证明，徽宗还是有这个气
量的。一次，一位老臣因为一个问题，情急之下
竟然拉扯徽宗的衣袖，崭新的龙袍撕了个大口
子，他也没追究老臣的罪过。从这点说，徽宗比
当年唐太宗的气度不在以下，可时间一长，他就
有些耐不住寂寞了。

爱好高雅艺术并不是坏事，但艺术越高雅，
品位越高端，往往越需要花钱。宋朝的皇帝从
太祖始就非常注意节俭，祖训不能不遵从，宋徽
宗有些束手束脚，直至宰相蔡京给他找出可以
花钱的理由。蔡京在艺术上也是个有品位的宰
相，他引用的是最正统不过的四书五经中《易
经》上的一句话，叫“丰亨豫大”，说白了，就是太
平时节皇上要敢花钱，花钱越多越证明国家实
力雄厚，这样才能够震慑番邦，小里小气的会给
国家丢人。徽宗一听就高兴了，这个理论的高
明之处，就是把花钱玩乐这样很私人的活动，一
举上升到了给国家壮门面的高度。

有了理论支撑，徽宗在皇宫设宴，大胆地摆
出了几件玉杯玉碗，这些都是藏在内府多年，几
任皇帝都没敢用过的。看着这些玲珑剔透的艺
术品，想着先帝们那么节俭，徽宗心里还是没法
理直气壮起来。蔡京看出了皇上的心思，开导他
说：“我当年曾经出使辽国，出席他们国宴的时候，
辽国皇帝就是用这样的玉杯玉碗。他们还洋洋
得意地问我，你们中原皇帝用得起这个吗？所以
咱要是不用这个，不是让番邦给比下去了吗？”

徽宗说：“说的道理倒是不错，可辽国皇帝
用的玉杯玉碗，大臣们谁也没看到过啊？”蔡京

回答说：“只要事情做得对，管别人说什么呢？《周
礼》当中不是说‘惟王不会’吗？天子的花费不能计
算，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因为天下都是他的嘛。”
这些话说到了徽宗的心坎上，他一下子高兴起来，
大手一挥，“好，那就用吧！”

找到理论支撑的宋徽宗从此走上了奢华生活
的高速路，一发而不可收。作为一种艺术，徽宗爱好
收藏奇石异木，正是他的这个小爱好，引发了举国骚
动。有人在太湖发现一块两丈有余的奇石，为了运
输它，专门造了大船，组建了船队。巨石抵京后，由
于城门的高度有限，最后竟把城门拆掉，将石头运了
进来。徽宗看了非常高兴，给这块石头亲笔题名，钦
赐玉带，并赐予进献的官员高官厚禄。一时间，人们
看到了升官发财的捷径，运送奇花异石的队伍不绝
于路。二十多年间，被运到东京汴梁的石头，多达十
多万块，其中，最贵的一块石头的运费花了三十万
贯，相当于一万户中产阶级家庭一年的收入。

当然，最终为徽宗皇帝买单的是整个国家，他
奢侈无度的生活，掏空了国库，让百姓民不聊生，金
人的铁蹄一经踏入，曾经强大无比的大宋王朝像
一面纸糊的墙，轰然倒塌。

一个人想要做什么，总能找到自己的理由，皇
帝也不例外。理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内心的欲
望，如果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任何理由都可以成
为行动的借口。所以，当内心因想法滋生而蠢蠢
欲动时，真正需要的不是为理由盖一座宫殿，而是
为欲望套上枷锁。

“笑里藏刀”这个成语源于唐高宗时的奸
相李义府的绰号“笑中刀”。

李义府自小乖巧伶俐，颇有文采，二十多
岁时经人推荐，得到唐太宗的召见。太宗为
考察他的文采，令他当场以皇家园林中的鸟
为题作一首诗。 李义府不假思索，当即吟
道：“日里飏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许树，
不借一枝栖。”此诗不仅诗句优美，而且寓意
巧妙，既颂扬了皇恩浩荡，又表露了自己希望
得到皇帝恩赐的愿望。

太宗一听，感到他确实才思敏捷、聪明
机灵，便高兴地说：“我当全林借汝，岂借一
枝耶！”不久，李义府便被提拔为监察御史，
后又提为太子舍人。

李义府做了太子舍人后，为取得太宗的欢
心，极力表现其对太子辅导有方，他曾为太子
写了一篇《承华箴》，箴是一种文体，有警示、劝
诫、勉励等意义。其中有这样几句：“勿轻小善，
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侫
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这确
实是一篇教人树立崇高品质的好文章。唐太
宗看到这篇文章后，大加赞赏，不仅夸奖他扶
掖、训导太子有方，还给了他很多赏赐。

而实际上，李义府正是他文中所写的那种
佞谀之徒，而且其“邪巧多方”到了“出类拔萃”
的地步。李义府表面上很温恭，与人说话时总
是和颜悦色。但心中却怀着鬼胎、心狠手辣，
有人只要和他稍有不和，他就马上设法陷害，
人说他笑中有刀，为他起绰号为“笑中刀”，说他
是用软刀子杀人、“柔而害物”，称他为“人猫”
“李猫”。成语“笑里藏刀”就是由此而来的。

高宗继位之后，爱上了武则天。武则天
在太宗死后，去感业寺做了尼姑，高宗把她
召入宫中，立为昭仪。后为其所迷、欲废王
皇后立她为皇后。高宗的这一想法遭到了

元老重臣的极力反对。而狡诈的李义府却感
到有机可乘。于是，他和另一个奸人共谋，叩
头上表“请废后立昭仪”，这正中高宗下怀。高
宗非常高兴，急忙召见他，并赐宝珠一斗。从
此，高宗越发信任他。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后，李义府更受宠信，
加官晋爵，直至宰相。李义府有了武则天这个
靠山后，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李义府好
色，有一女子淳于氏，犯罪下狱，李义府得知此
女子姿色出众，竟通过大理寺丞毕正义将其弄
出来纳为小妾。后怕事情暴露，又通过手段逼
毕正义自杀，杀人灭口，足见其狡诈和凶残。

李义府为了显摆自己的权势和财富，大张
旗鼓地为祖坟改葬。他征用大批人夫车马为其
筑坟，昼夜不停，其中高陵县县令竟为此劳累而
死。送葬时，车马、供帐摆了七十多里。对此，
连武则天都看不下去了，对他说，你如此不体恤
民力，实为自掘坟墓之举，一旦事发，我也无力
保你了。此时，李义府已聚敛成性，对武则天的
警告也置若罔闻，仍然一意孤行。

为了敛财，李义府明目张胆地卖官鬻爵，连
他母亲、儿子、女婿都参与其中。他儿子更是倚
仗权势，贪污受贿，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唐高
宗得知后，曾提醒他说，我听说你的儿子、女婿
不守法，有很多罪过，我都给掩盖下来了，你要
教育他们不要这样做。李义府自觉有武则天庇
护，不仅不听劝告，竟然还反问高宗是听谁所
说，气焰嚣张到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这当然引
起高宗的愤恨，最后终于将他治罪流放。李义
府后来就死在了流放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