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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西子湖畔养病
忘我创作组诗

《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萧华，是解放军
里威名赫赫的上将。1930年，年仅14岁
的萧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
中，他是红军的第一任政委；长征途中，他
是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的“先遣队长”，
是红军中年龄最小而独当一面的将领，他
经历了长征中的主要战斗，是这场艰苦卓
绝征战的见证人。长征的历史，一直在萧
华心头激荡，但数十年的戎马倥偬，他无暇
诉诸笔端。

1964年2月，48岁的萧华因患肝炎卧
床治疗，此前他经历了在总政治部最忙碌
的一段时光。3个月前，萧华痛别了他视
为良师与兄长的罗荣桓元帅，中央军委决
定，由萧华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不料，
他感染上彼时正在流行的肝炎。

4月下旬，在中央的安排下，萧华由
夫人王新兰陪同到杭州疗养。周总理曾
叮嘱他别做工作，专门休养。热爱学习
的萧华，趁机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
著，就连在西湖边散步，他都要拿一本唐
诗或宋诗揣摩。

1964年9月，病中的萧华被正式任命
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担负起全军政治
工作的重任。这一年10月，是红军开始长
征30周年纪念的日子，此时有不少部队刊
物邀请萧华写回顾长征的文章。那段时
间，红军长征的悲壮历史经常浮现在萧华
的脑海中。萧华虽然身在美丽的西子湖畔
疗养，但长征中那艰苦卓绝的生活、牺牲的
无数战友，常使他夜不能寐，爬起来奋笔疾
书。就这样，因病赋闲的萧华忘我地投入
到了创作之中：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
午夜；他眼前的稿纸一次次被泪水打湿；他
的转氨酶指标先后4次突破“警戒线”；他
的体重减了好几斤……

萧华在写作回忆录的同时，觉得激
情用文章还不能全部宣泄出来，必须用
凝练、隽永的诗歌，才能形象地表达长征
这一悲壮的历史，于是就有了“三七句，
四八开”格式的12段组诗——每段诗用
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一共12行、68
个字组成，一诗一韵，生动描述了一幕幕
可歌可泣的故事：告别、突破封锁线、进
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
到吴起镇……

病中的萧华倾注了自己大量的心血和
情感，历时两个多月，创作了一部呕心沥血
的传世佳作。

1964年11月中旬，《解放军歌曲》的
一位编辑到杭州，萧华把组诗交给他，让他
交给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谱曲，要求把它
谱写成通俗、易唱、具有民歌特点的曲子，
把它献给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

长征精神激励
谱曲悲壮铿锵

1965年初春，上级交给战友文工团
总团副团长晨耕及其同事生茂、遇秋一项
重任，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的《长征
组诗》谱曲，并希望将来能够像《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那样在军营广为传唱。他们3
人经反复商议后，决定“按每一段不同的
要求分别谱曲”。

4月，《长征组歌》的“主旋律”初稿敲
定。于是晨耕3人加上随后调来的唐诃，
赴杭州向萧华汇报了《长征组歌》的创作进
程。4个人边说边比划边唱，当汇报到合
唱段落时，唐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
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一番演唱，
萧华听后觉得满意。

接下来，这位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诗人
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10个上午给他们4
个人“上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虽然
听过多遍，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
一番风情”。 萧华在讲述写作的情形时
说：“我写《长征组歌》，不知道掉了多少眼
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
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
起长征中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
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
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
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
党。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
主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想起这些，又怎么不高兴呢？难过、高兴，
都会使人流眼泪的。”当讲到四渡赤水战
役时，萧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
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就这样，萧华
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长征组歌》的
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坚实而
深厚的基础。

从杭州回京后，就该写总谱了。由于晨
耕负责文工团的领导工作，平日公务繁忙，
过去又没有专门学过五线谱，生茂多年来一
直醉心于“抓旋律”，唐诃没有进音乐学院深
造过，驾驭不了这样大的作品。因此，写总
谱的这个重任自然就落在了“科班”出身的
李遇秋肩上。李遇秋生前回忆说：“那是
1965年盛夏，我的创作环境就是在战友文
工团的一间只有3平方米的陋室里进行的，
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屋里热得像个
‘锅炉房’。那时全仗着我年轻、体力充沛，
几乎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写，有时热得受不了
了，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
在凉水盆里，身上只披着一块湿毛巾……”
有一段时间，每当夜深人静时，遇秋经常想
起红军长征时那一幕又一幕动人的情景，有
时边创作边落泪，泪水和着汗水浸透了一页
页稿纸。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两个月后，
《长征组歌》一气呵成。

音乐总谱拿下后，排练时又遇到新的
问题。当时，战友歌舞团搞声乐和器乐的
加在一起总共不过30人，根本无力去完成
这一多声部大型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团
领导只好决定从其他部门和单位借来了40
多人，人虽然够了，但其中很多人还不熟悉
五线谱，只好一边学一边唱。作品中相当
一部分采用了“复调”的手段去表现音乐形
象，那时，连专业合唱团体都很少用“复调”
去演唱，因此用“复调”去表现和演唱《长征
组歌》就更难了。李遇秋回忆说：至于当时
乐队的情况就更糟糕了，1964年，在“革命
化、民族化”的幌子下，刮起了一阵“改革乐
队”的风，几乎砍掉了所有的西洋乐器，只
留下了一些简单的民族乐器。遇秋只好采
取有什么用什么的办法，来了个中西乐器
大合奏，没想到合在一起的效果还不错，既
悲壮又铿锵。在那个年代，他是顶着一股
压力，不怕别人指责他“贪大求洋”。

1965年8月，《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
上演，引起了轰动，之后，很快传遍了全
国。每次演出结束时，很多观众还久久不
肯离去，他们纷纷拥向后台，把出口处堵得
水泄不通，争着要看“红军”的风采。

革命先辈关怀
成就经典名曲

《长征组歌》在创作、排练、演出过程
中，得到了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北京军区领导同
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是倾注了领导、专
家、群众心血的优秀艺术作品。
《长征组歌》于 1965 年 5 月开始排

练。那时，周总理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
看。他还让萧华把曲作者和歌唱演员都
带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听他讲述歌词中
涉及的长征史实，并对每段唱腔都提出自
己的品评意见。

1965年 7月，《长征组歌》进入紧张
的排练阶段，当时战友文工团在北京平安
里1号的排练场，非常简陋。周总理看彩
排时，人们把唯一的一台风扇放在他身
旁。周总理看见指挥唐江累得汗如雨下，
就亲自把电扇搬到唐江身后，说：“你比
我更需要电扇。”有一次排练结束时，周
总理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
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
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
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
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
《长征组歌》汇报演出时，周总理接连三

个晚上看了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
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周总理对他们几
位曲作者说：“萧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
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
（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
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
解决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
周总理还请演员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几位曲作者又重点
调整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平衡协调及与合唱
队的宾主关系。1965年国庆节之夜，《长征
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
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周总理
走过来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
很高兴，我祝贺大家！”

1966年春天，战友歌舞团忽然接到随周
总理出国访问的通知。在中南海，周总理和
陈毅副总理听了有关领导的汇报。周总理对
《报喜》那一曲还不太满意，他说没有发挥出
马玉涛的演唱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
会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说：“你们回
去再改一改好吧？”出国前，周总理再次看了
演出，终于对《长征组歌》表示非常满意。

1975年，这部作品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出
现在首都舞台上，这是十年浩劫后期呼唤长
征精神的一个壮举。据当年参加演出的一些
老文艺工作者回忆，当时的情景真是让人终
生难忘——在拥有近2000个座位的北京展
览馆剧场，两个月内连续演出了40场，而且
场场都座无虚席，报纸和电台冲破阻力连续
报道，轰动了全国。萧华生前曾回忆说：“这
次是小平同志亲自批准了《长征组歌》重新公
演，他还为此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比如组
歌第二节‘突破封锁线’的结尾，原词是‘围追
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邓小平提
出，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时，仍未
摆脱‘左’倾路线的干扰，8万多红军只剩下
了3万多人。他痛心地说：当时，不只是敌军
在‘惆怅’，红军也在‘惆怅’啊！”根据小平同
志的意见，萧华将原词改为“全军想念毛主
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这一改动，更准确地
再现了当时的真实情景。

这次演出，战友歌舞团已是“兵强马壮”，
无论是乐队还是合唱队，水平及编制较过去
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艺术表现力更加完美。
那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经常听到“红旗飘，
军号响，战马吼，歌声亮，铁流两万五千里，红
军威名天下场”的歌声。许多刚被“解放”和
仍被“挂着的”老红军、老八路纷纷被接去观
看演出，他们中有很多人边看边落泪。

周总理在病重期间，仍然牵挂着《长征组
歌》。他在看了电视转播的实况演出后，又派
工作人员来索取演出的实况录音。临终前，
周总理还念念不忘那句“官兵一致同甘苦，革
命理想高于天”的歌词。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长征组歌》已
经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这部凝聚了几代艺
术家心血的作品，受到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
命家的亲切关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被誉
为20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

拾遗
粟裕：也曾走后门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然而他“后门”
走得有些特别，他人是把子孙往福里推，而他是把儿子送
前线。

粟裕的儿子粟戎生刚随部队移防调回了内地，生活条
件大有改善，而这时粟裕却通过“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从
原部队调到冰天雪地的北国边疆。很多干部想方设法把自
己的孩子弄回内地，而这时的粟裕却走后门，把儿子从内地
送到了前线。这个后门走得也算是别开生面。

钱学森：回信为自己纠错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全国有许多人给钱学

森写信，表示要向他学习，向他致敬。一天，钱学森收到一
封与众不同的来信，信中指出钱学森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
中的一处错误，并提出自己的想法，写信人名叫郝天护。钱
学森连忙翻出自己的论文，发现的确有一处存在误差。钱
学森马上提笔给郝天护回信。在信中，他说：“很感激您指
出我的错误，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科学文章中
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用了不正确的东
西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
字的短文，投给《力学学报》，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

远在新疆的郝天护收到回信。拆开信的一刹那，他简
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兴奋地在走廊大喊：“钱学森回
信了。”事实上，他这几天一直惴惴不安，甚至有点儿后悔，
他是一个毛头小子，而钱学森是专家，自己会不会有点儿不
自量力？人家会理他吗？万万没想到，他竟然等到这个好
消息。后来，根据钱学森的建议，郝天护把自己的观点写成
700字的文章，并由钱学森推荐发表在1966年的《力学学
报》上。也正是由于这封信，郝天护受到极大的鼓励，后来
投身力学事业，成为东华大学的一名教授。

《希腊志略》：中国最早介绍奥运的文献
1840年后，清朝因屡战屡败，意识到“师夷长技以制

夷”，开始重视西方体育。
1881年，李鸿章建北洋水师学堂，设体操课（当时称

体育为体操），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跨
栏、跳高、跳远、游泳、滑冰、木马、单双杠等项目，还聘请
了外籍教师。

1886年，在艾约瑟编译的《希腊志略》中，该书第二卷
专门列有一个名为“俄伦比亚会”的章节，用577字详细描
述古代奥运会的盛况。原文节选如下：“比罗境西偏地中，
有供奉丢斯之古庙一所，地名俄伦比亚，倚亚勒非河。十八
城同于彼处献祭，历四年有一次大会……凡属角而获胜者，
希人推为福极鸿人也，胜而所获奖赏，仅有野橄榄制就之头
箍，为希人所期得之绝大富矣，极富强国，均喜于会中耀其
威富。”这段文字中的“俄伦比亚”即“奥林匹亚”音译，“丢
斯”即“宙斯”音译。
《希腊志略》是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应总税务司赫德请

求编译出版的《西学启蒙十六种》之一，首版于1886年出
版，专家考证后认为该书是最早介绍奥运的史料。

西瓜：夏日甜味越千年
西瓜在中国开始种植，最早记录保存在五代时晋人胡

峤所著《陷北记》中。胡峤本是后晋同州郃阳（今陕西合阳）
县令，北方的契丹征晋时，胡峤在契丹一个部落首领萧翰手
下掌执文书。此后翰妻争妒，告翰谋反，翰被杀，胡峤遂逃
返中原。回中原后，他把流居契丹七年的经历见闻写成了
《陷北记》，其间特别记录了契丹都城上京附近的西瓜种植。

大约到了南宋年间，西瓜在内地种植才“开局”。自然
物种的引进迁移，常伴随民族、文化的冲突和进退。1126
至1127年发生靖康之难，北宋徽、钦二帝皆被金人掳去，宋
室被迫南迁临安（今杭州）。金人大批部族移居中原屯田，
西瓜也随之南移至黄河流域，这里气候温和，更适合西瓜生
长。于是，西瓜秧蔓延开来，记载也渐渐多了起来。

紫禁城的“午门”：到底是干什么的
以前，在一些影视剧里，经常会有“推出午门斩首”的桥

段。久而久之，难免有人好奇，紫禁城的“午门”，到底是干
什么的？

旧日，除了举办典礼、大臣准备上朝、集会议事，午门外
的广场还会用于处理一些日常公务：皇帝、皇后生日，接受
官员进献的表笺、贺礼；皇帝接受番邦使节的朝拜与进贡并
进行封赏，等等。

然而，在午门前执行的公务也不总是一团和气：午门还
是皇帝申斥乃至责罚大臣的地方。清代的官员如果犯错，
会在午门外遭到申斥；在明代，过错严重的官员会被施以廷
杖之刑，有时候场面相当惨烈。明清皇宫规矩十分森严，犯
人斩首并不在午门。《我要去故宫》中提到，廷杖已经是在午
门外进行的最为严酷的刑罚，所谓“推出午门斩首”的情况，
是不存在的。

王建柱

讴歌红军赞颂党

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根据他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创作完

成了长诗《长征组歌》。随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4位曲作者选择了其中的10首诗为其谱曲。组歌分

别描绘了10个环环相扣的战斗生活场面，巧妙地把红军当年走过地区的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

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音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最终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

《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10个部分，以深刻凝练的语言、优美动人的曲

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热情地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

席的正确领导下，不屈不挠、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