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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梁晓声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

电视剧《人世间》杀青市第十届书法
篆刻展览开展

■本报记者张帆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
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七期《楚辞》
上线。节目中，当楚怀王“离去”，屈原
大口大口吃着橘子，甚至连皮都吞下
去，这一幕让网友“泪奔”，成为该节目
又一催泪“名场面”。

跨越两千多年解读经典

《典籍里的中国》第七期节目的戏剧
故事围绕屈原手中的“柑橘”展开。《楚辞》
中有《橘颂》篇：“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
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
兮。”屈原和楚怀王从两个爱吃橘子的孩
子，成长为踌躇满志的少年，就像是并肩
生长的两棵橘树，想为家国开花结果……
可惜，最终一个自沉汨罗，一个客死于
秦。为了让舞台呈现更具真实性和代入

感，节目组与湖北秭归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不仅求证了秭归柑橘的历史，还不远千里找来
原汁原味的秭归柑橘，在录制当天送达北京。
“小同乡”撒贝宁提着这份跨越千里、跨越千年
的礼物“拜访”屈原，让他品尝到了两千多年后的
“故乡之味”。

“橘子不只是屈原和楚怀王共同成长
经历的一个见证，而且是屈原对那片土
地、对那片土地上人民的一种情感的隐
喻，也是他对自身的一种期许。”郦波在节
目中解释道。被问及为何情不自禁吃掉
橘子皮，在节目中扮演屈原的王洛勇说：
“屈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劝楚怀王留
在楚国，我在那个瞬间，发现橘子和橘子
皮是一体的，和两人童年时代的友谊是一
体的。就是有那么一个瞬间，你真的是感
受到把自己交给了这个人物。”

除了《橘颂》篇，在这期《楚辞》中，对
《离骚》《天问》的绝美呈现也十分震撼。
许多人称赞戏剧开头，屈原和“天眼之父”

南仁东跨越两千多年叩响的“天问”浪漫
到令人窒息，点赞节目舞台设计有“扑面
而来的高级感”，是“教科书级别的舞美”。

从“清流”到“主流”

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代表，近年来
文化类综艺节目从“冷”到“热”，从“清
流”逐渐成为“主流”。不仅央视接连推
出了《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故
事里的中国》《国家宝藏》等节目广受好
评，各大卫视也在不断探索文化类综艺
节目的新空间、新表达，取得了不俗的收
视成绩和观众口碑。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胡智锋表示，《典籍里的中国》以文化自
信和文化自觉为指导，以中国经典的典
籍作为演绎对象，彰显出对于中华传统
文化的一种自觉和自信。同时对于当代
文化的塑造，特别是当代精神和价值内
涵的再造，以经典典籍的‘双创’，即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彰显出鲜明的、具
有时代意义的新文化内容。
当前，伴随着读图时代、碎片化阅

读、短视频风行，阅读经典成为一个难
题。在《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中，南开
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静在与诗词大家
叶嘉莹的一次对谈中，用“好将一点红
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来形容文化类
节目的影响。曾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不断沁润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经
典在今天依旧需要传承和发展，将这
些经典作品搬上综艺舞台后，声音、图
像等多媒体元素的加入，将传统文化
重现为一场绘声绘色的视听盛宴，完
成了其在电视媒介上向视觉文化的转
向，也逐渐揭晓了阅读经典的密码。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市作协文学
院、市滨海新区作协日前在滨海新区中
新友好图书馆举办了李子胜小说、冯继
忠散文研讨会。

研讨会以现场和网络视频方式召
开。会上，李子胜、冯继忠阐述了各自的
创作情况和写作理念，各位专家重点围
绕李子胜的小说《渔家升纸》、冯继忠的

散文《橘子洲头毛泽东》《红色摇篮井冈
山》《甘南藏区风情录》展开点评，对两位
作家的创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此次活动是市作协文学院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文学作品研讨会系列
活动的第一场，也是文学院扎根基层、服
务基层，为基层作家办实事的一项举措，系
列研讨活动将继续在各区基层开展。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由市
文联、市书协、天津港保税区文化
中心主办的天津市第十届书法篆
刻展览日前在天津港保税区文化
中心开展。

多年来，市书协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通过展
览、培训、看稿会等多种形式，
积极开展创作研讨、作品点评、
对外交流等活动，出精品、出人
才，推动天津书法创作持续健
康发展。此次展览活动作为全
市书法界重要活动之一，得到
广大书法工作者和书法爱好者
的积极参与，共收到作品 1336
件，经过评审共有185位作者入
展。入展作品主题鲜明、技巧
熟练，展示出我市书法创作者
扎实全面的传统功力，同时在
形式上体现出新意，表现了积
极进取的艺术态度，总体上体
现了天津书法事业不断精进的
发展趋势。

据悉，此次展览共分为两期展
出，目前展出的是特邀作品和篆
书、隶书、篆刻入展作品，随后将展
出楷书、行书、草书入展作品。

市作协文学院举办作品研讨会

本报讯（记者张帆）前日，由腾讯影
业出品，李路执导并担任总制片人，王海
鸰、王大鸥任编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
主、著名作家梁晓声同名小说的电视剧
《人世间》正式杀青。

《人世间》以北方城市的一个平民社
区“光字片”为背景，讲述周家三兄妹周
秉义、周蓉、周秉昆等十几位平民子弟在
近五十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
生，全面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
平民百姓面对生活困境，始终坚韧拼搏、
积极奋斗的美好品质。

该剧改编自著名作家梁晓声同名小
说，此小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首届
吕梁文学季“吕梁文学奖”，故事基底夯
实。此次影视化，为还原故事中横跨近
五十年的时代真实感和年代感，剧组主

创从剧本筹备就历时三年多之久，并进
行了六个月的紧张拍摄，对于细节更是
“苛刻”把控，大到各个时期的历史场景、
各个阶段的家庭环境变化，小到各类生
活道具、一碗一勺，都与北方环境下的年
代原貌相吻合。

此外，该剧各种人物命运的走向也是
一大看点。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当代题材
大剧，《人世间》以周家兄妹几十年的人生
轨迹为切入点，逐步铺展开一张涵盖政府
官员、知识分子、国企工人、个体商户等各
阶层的社会群像，而剧中每个人物在时代
浪潮的推动下，都各自迎接着来自生活、
婚姻、亲情的不同考验。剧集随着人物的
成长，既有“广度”地刻画时代变迁，也有
“深度”地为观众回望那些坚韧温暖、冲破
困境的品质力量。

文化类综艺节目从“冷”到“热”，从“清流”逐渐成为“主流”——

经典新读让“典籍”重焕“生机”

国脚陆续报到 保障团队庞大

12强赛前两轮国足大概率多哈迎敌

本报讯（记者张璐璐）国际滑冰联合
会日前发布公告，受新冠疫情影响，取消
原定于11月5日至7日在中国重庆举行
的2021“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
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六个分站赛

原计划在美国、加拿大、中国、日本、法
国举行，但如今中国站发生了变化。
公告称，由于中国目前所有入境城市
的国际航班非常有限，以及防疫相关
限制，无法实现“安全泡泡”的办赛计
划，赛事因此取消。国际滑联对无法

举行本站比赛表示遗憾，并感谢中国
花样滑冰协会一直以来的努力和支
持。不过为维持大奖赛六站分站赛及
总决赛的完整性，国际滑联诚邀联盟
成员协会申办大奖赛第三站比赛，取
代被取消的“中国杯”。

今年的“中国杯”原预计将有来自11
个国家和地区的60位选手参加，中国队原
本预计派出包括隋文静/韩聪、彭程/金杨、
金博洋、闫涵、陈虹伊、林姗、朱易、王诗玥/
柳鑫宇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参赛。

在经过昨天、今天短暂的休整后，
明天下午，巴顿将从北京前往上海，向
国家足球队报到。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国际篮联
（FIBA）昨天正式宣布，2023年篮球
世界杯预选赛抽签仪式将于2021
年 8月 31日 18时（北京时间）举
行。2023年篮球世界杯预选赛从
2021年11月至2023年2月进行，
届时将有80支球队角逐世界杯正
赛的32个参赛名额。
2023年篮球世界杯正赛的比赛

时间为2023年8月25日至9月10
日。小组赛在印度尼西亚、日本和菲律
宾同时进行，决赛阶段比赛在菲律宾首
都马尼拉进行，这将是篮球世界杯首
次在多个国家同时举行。预选赛分为
欧洲区、非洲区、美洲区、亚太区4大赛
区，总计将进行6个窗口期的争夺。
考虑到2023年篮球世界杯将

由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三个
亚洲国家共同举办，亚洲球队之间
参赛名额的争夺将更加激烈。据
悉，作为东道主，菲律宾、日本将自
动获得2023年世界杯参赛名额。
印度尼西亚如果能晋级2021年亚
洲杯正赛，也将自动获得世界杯参
赛名额。这意味着，最坏的情况
下，亚太区球队在世预赛中争夺的
名额只有5个。2019年男篮世界
杯，中国队在家门口失利，最终无缘
奥运会。目前的男篮世界排名中，中
国队位居亚洲第四，前面有澳大利
亚、伊朗和新西兰，中国队将全力争
夺世界杯决赛阶段参赛资格。

2023年篮球世界杯
预选赛抽签时间确定

本报讯（记者 赵睿）今天中午12
时之前，广州队、山东泰山队的国脚向
国家队报到，明天晚上6时之前，上海
海港、北京国安、上海申花、河北队、天
津津门虎、武汉队的国脚抵达上海，中
国队备战12强赛的大幕正式拉开。截
至昨天发稿时，没有传出中超第八轮
苏州赛区补赛后有国脚受伤无法参加
集训的消息。
中国队此次集训除了31名国脚

外，还有 24名教练组成员、管理人
员和工作人员。前往海外备战的中
国队成员还会增加20人左右，其中
包括防疫、饮食、媒体等方面的相关
人员，整个中国足球队代表团人员
75名左右，与40强赛后半程前往阿

联酋时的人数大致相当。据悉，中国足
协主席陈戌源仍将挂帅出征，靠前指挥
和协调支持保障团队，为中国队创造有
利的条件。

澳大利亚足总提出把澳中之战安排
在多哈一座空调球场内进行的申请，中
国足协也提出根据首轮场地安排，将第2
轮“主场”赛地安排在同一座球场内的请
求。在申请第三方场地的事情上相关会
员协会均已与卡塔尔足协建立了密切联
系，因此中国足协掌握到相关信息。从
目前情况看，卡塔尔方面基本同意澳大
利亚队、中国队先后在卡塔尔多哈进行
“主场”的请求，中国队大概率将在多哈
同一块比赛场地里参加 12强赛第二轮
与日本队的比赛。

新外援开始恢复性训练 巴顿首赴国足努力发挥

津门虎休整期也要有计划

“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取消

昨天是天津津门虎队假期的第
一天，虽然集体生活暂停，但是队伍
的运转，却一直在进行。津门虎队
的荷兰籍新外援维吉诺维奇，在经
过一周自查期间的身体调整后，已
经按照队里给他专门制订的训练计
划，开始了恢复性训练。有点遗憾，
球迷们截至目前还没有见过他身穿
津门虎队服的样子，甚至还没有见
过他的真容，不过应该不用等到队
伍收假，俱乐部有计划近期为他安
排正式的亮相，这一方面是满足外
界希望认识他的那份期待；另一方
面也是给维吉诺维奇个人以充分的
尊重。

昨天晚上，外援卡达尔和伊
洛基已经结伴从上海搭乘前往法
国的航班，开始了他们的假期生
活，伊洛基的家就在法国，卡达尔
则需要从法国转机回匈牙利。前
天有球迷看到伊洛基随队回到了
天津，是因为昨天一早他要补做
一项血清抗体检测，这是他离境
和下一步返回的必需，做完这项
检测、确认阴性的结果后，他就火
速飞往上海与卡达尔会合，临行
前，主教练于根伟也一再嘱咐他
们注意行程安全和假期里的个人
防护。据了解，二人的这次假期，
大约有一个月，比队友们多两周
左右的时间，9月中下旬就要返回
中国，然后进行“14+7”的观察隔
离，从时间上推算，能够赶上 10

月中旬津门虎队出战足协杯赛，但
届时他们的身体条件是否允许，包
括球队应对足协杯赛有怎样的练兵
需要，还要视情况而定。
昨天是全队正式假期的第一

天，却是球员巴顿假期的倒数第二
天。询问巴顿，假期中有没有刻意
给自己做一些首次入选国足的心理
建设，巴顿说：“我就告诉自己，思想
上一定不要背包袱，尽最大努力把
自己的能力和特点发挥出来，有机
会一定抓住，另外作为年轻球员，在
各种细节上也要求自己再严格一
点，尽快适应国家队的训练、生活，
不要让教练和伙伴们因为我有什么
疏忽没做好的地方而对我有意见，
就可以了。”虽然国足的任务当前，
但是帮助津门虎队保级也是巴顿心
里的大事：“天津是我的福地，遇见
于指导是我的幸运，我们下一阶段
一定努力冲刺保级。”
过去的比赛已经过去了，不过第

一阶段后半程的9场比赛，津门虎队
上下已经有了大致的共识——从比
赛过程的角度看，与河北队、大连人
队、上海海港队的比赛，是球队由于
种种原因踢得不好的3场，12月的
保级组大战，要和河南嵩山龙门、重
庆两江竞技、沧州雄狮、青岛这4支
球队各踢两回合比赛，除了充分研
究对手，自己尽量发挥出现有水平、
避免出现波动也非常关键。

本报记者顾颖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爱的厘

米（19、20）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拥抱星

星 的 月 亮（37—39）
20:45 模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7:50 剧场：远方的

山楂树（7—9）19:20 剧
场：孤岛飞鹰 (16—19)
22:15 剧 场: 和 平 饭 店
(13、14)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隐形的

翅膀（24、25）
天视5套（106）
20:30 西甲联赛第

1轮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 20:10 百医
百顺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熊熊乐园4》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爱的厘米》第19、
20集 警察找上门来，原
来关震雷把车卖到黑市，
属于不正当交易，司机开
车撞了人，又违法逃逸，一
来二去查到了真正的车主
关雨晴。徐秀兰冷眼旁
观，关永年颜面尽失。关
雨晴不得不出面帮弟弟收
拾烂摊子。然而，关震雷
对卖车一事理直气壮，认
为都是关雨晴逼他走到这
一步的，拒不认错，甩门扬
长而去……

天津卫视 19:30

■《拥抱星星的月亮》
第 37—39 集 明月对弟
妹们说今明两天就会有警
察找到她，会有偷税漏税
和行贿两项指控，如果没
有证据证明她的清白，她
可能会面临五至七年的刑
期。她把明月楼委托给赵
玲代管，她让明星在她不
在的时候多关心姐姐弟
弟，这个家绝对不能散。
蒋佳楠得知夏明月被捕非
常震惊，当听说罪名是偷
税漏税，他更是不相信。
税款加罚金加滞纳金共需
1200万元，这对于明星姐
弟真是天文数字，但对于
蒋佳楠就不是什么大数
目，他说自己一定要救夏
明月……

天视2套 18:25
■《隐形的翅膀》第

24、25集 敏娜恍惚间来
到医院，晕倒在段和华的
怀中。醒来后敏娜想要自
首，但元涞却以段罡来威
胁敏娜，让她同意自己和
安琪结婚。敏娜为了段
罡，决定让安琪和元涞结
婚。安琪震惊敏娜的决
定，敏娜将安琪锁在房间，
拿走安琪的手机。雯雯将
安琪照片被黑的事告诉段
罡，段罡忧心忡忡。敏娜
心事重重地进了婚庆公
司，欲为安琪筹备婚礼，业
务员赞叹敏娜开明，敏娜
猛然醒悟，仓皇而逃，回到
家的时候发现安琪早已不
见踪影……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今天案

子讲的是一名“网红”钟点
工，将雇主家的生活点滴拍
摄成视频公布到网上，引来
了雇主的严重不满。于是，
雇主康女士将钟点工姚雪
告上了法庭，要求索赔。

天视6套 18:00

■《模唱大师秀》梅花
大鼓，又称“梅花调”“北板大
鼓”，是北方鼓曲的代表曲
种，也是天津、北京地区特
有的地方性鼓曲曲种之
一。本期节目要模唱的是
著名卢派梅花大鼓表演艺术
家花五宝先生的代表作品。

天视2套 20:45

汉堡大学数学的黄金时代
布拉施克是位享有盛誉的几何学

家，主要研究网几何、积分几何和运动
学等，形成布拉施克学派。他创办的
《汉堡大学数学讨论会论文集》等刊物
具有世界声誉；他领导汉堡大学数学
系成为国际数学活动中心之一。

赫克 ( Erich Hecke，l887—
1947)从哥廷根来到汉堡担任次席数
学教授，他在此职位上从1919年一直
做到1947年逝世。赫克是位著名的
代数学家，首创用解析方法研究代数
数论；发明研究模形式的赫克算子，它
是解决费尔马大定理的重要工具。

副教授的职位由多人担任，几经变
动。1919年大学刚成立时的副教授是
拉东( Johann Radon,1887—1956)，
三年之后去了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拉
东的研究领域遍及几何、分析和代数，测
度论中有拉东—尼科迪姆导数；“拉东积
分变换”是现代医学中的计算机分层扫
描技术(CT)的数学基础。拉东的接任者
是拉德马赫 ( Hans Rademacher,
1892—1969)，以研究解析数论而著名，
他于1925年去了布雷斯劳大学。拉德
马赫的接任者是他的助手阿廷( Emil
Artin,1898—1962)，这是一位对20世
纪数学有重大贡献的数学家。

阿廷1921年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博
士学位后，到哥廷根大学实习了一年；
1922年来到汉堡大学。1923年任不支
薪讲师，1925年接替拉德马赫任副教
授,1926年升为三席教授，排在布拉施
克及赫克的后面。阿廷是现代抽象代数
学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夏,范·德·瓦

尔登(Bartel Leendert Van derWaerden，
1903—1996)来到汉堡，听阿廷的代数学讲
课。后来，他把阿廷的讲课以及他在哥廷根听
E.诺特讲课的内容加以整理，于1930年出版
了两卷本的经典名著《代数学》(曹锡华译成
中文，科学出版社出版,1976年)。

布拉施克、赫克与阿廷联手，在20世纪二
三十年代开创了汉堡大学数学的黄金时代。

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纳粹于1933年4
月7日颁布了“公务员法”，规定犹太人要从
大学教授等岗位上下来。老牌的大学数学
系，如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等校都闹起学
潮，驱逐犹太人教授。年轻的汉堡大学数学
系幸而局面比较平静而工作活跃，因而成为
数学家的理想去处。然而几年以后这块安宁
的地方还是受到了影响。1937年通过了“新
公务员法”，规定配偶是犹太人者也不能担
任大学教授。阿廷因其妻子有犹太人血统而
被牵连，不得不离开汉堡移居美国。德国纳
粹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垮台，阿廷于1958年
又从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返回汉堡大学执
教，直至1962年因心力衰竭逝世。

在陈省身以前，已有不少中国学生赴
德国学习数学，如魏嗣銮(1895—1990)、
朱公谨(1902—1961)、章用(1911—1939)
等，都在20世纪20年代赴哥廷根大学，师
从库朗等攻读博士学位。

摆渡遇险
摆渡船此时正在河东，在河西岸等

船的人正在往河东眺望。待摆渡船靠
上西岸，摆渡上的人都挨着个儿地下
船，河岸等摆渡过河的人，走到摆渡口
的石阶旁，等候上船。一个头戴草帽，
身穿白色小褂的中年人，朝摆渡船上的
老艄公招了一下手：“大伯，您看今天天
气怎么样？”正在用船篙支着船的老艄公，
仰面看了看天，说：“火烧云，天气晴，云烧
火，没处躲，看这天气，来势不善啊！”
上船人和下船人都仰面看了看天

空，但见西北空中的乌云越来越浓。老
艄公在船上对那戴草帽的中年人问：
“白师傅，这趟看妥了吧？”这个中年人登
上摆渡船，说：“妥是妥了，真是两棵好材
料，就怕东家不肯出大价钱。”老艄公笑
了笑：“你们那位胖东家真是小气，一分
钱都穿在肋巴骨上。”这位白师傅也笑
了，面带神秘地说：“老伯，这回他不出血
也得出血，搭马架子等着用，那两根桩，
镇长指名要榆木，铺子里有，但都不够
粗，这两棵合适，他不出钱行吗？”老艄
公一本正经地说：“白师傅，你得加小心，
让你们胖东家知道了，看他把你辞了。”
白师傅把头上草帽一摘，说：“辞就辞呗，
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
爷爷去伐树。我在他那里早就干够了，
他们都是属臭虫的，专门喝穷人血。”
老艄公和白师傅的对话，摆渡船上

的人都听得清楚，但却无人搭话。白师
傅坐在船上，用手一指河的东岸：“就说
他们在河下搭的这个马架子吧，花那么
老多的血本干啥使？那还用说，准是坑
害穷人呀！”船上的人都顺着白师傅的

手指往河的东岸看，但见在三水镇的码头
上，架起了一座长长的马架子，影影绰绰
地看到有人正在那里忙碌。

船上的人都不言语，只有老艄公摇着
大橹，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当船行到
河心，一阵大风猛起，风头直朝这摆渡船
扑来，河里的大浪一下子掀起老高。老艄
公猛搬大橹，由于风势太猛，大橹搬过来
再想推可就推不出去了，大橹把一下子横
在老艄公胸前，眼看着老艄公倒退一步，
被这大橹把打倒在船上。这大橹一失灵，
摆渡船当时就歪了，船上的人们大吃一
惊，摆渡船顷刻就有翻个儿的危险。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船后尾坐着
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腾地一下站
起，抢步上前，伸出两手用力地搬住了大
橹把，只觉得摆渡船忽地往上一掀，大橹
被搬顺了，摆渡船随之平衡了，船上的人
们这才放下心来。

老艄公望着摇动着大橹的年轻人，感
激地说：“先生，谢谢你，谢谢你。”这位把
着大橹的年轻人对着老艄公点点头，更加
用力地摇着大橹，与这突如其来的大风搏
斗，驾驭这摆渡船顶着大风，驶向对岸。船
上的人们都用敬佩的目光，望着这位身材
高大的救险人。他们不知道，这个年轻人
就是盐民游击队的大队长严志诚。

30 62 正式发表
艾青改的另一处是，第三段，

将原文“太阳升起光芒万丈，人民
共和国正在成长”，改为“东方太阳
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
长”。这第二处改动，尤令王莘佩
服。表面上看，这两句话很普通，
但仔细琢磨，却内涵丰富，寓意巧
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像东方的太
阳冉冉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
朝气蓬勃，日新月异。有形象，有诗
意，平中见奇，出手不凡。

此外，歌词中还有两句与原歌词
不同，一处是第二段原文为“五千年
的文化辉煌灿烂”，现为“独立自由是
我们的理想”，是艾青还是王莘改写，
已无从考证。另一处，原文为“谁敢
侵犯我们就叫它死亡”，王莘发现群
众在唱这首歌时，自发地将“死亡”唱
成“灭亡”，表明人们不愿在歌曲中出
现“死”字，应该尊重群众的审美习惯
和二度创作；另外，这一字之改，也令
歌曲唱起来更加上口和响亮。所以，
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始，
这句歌词便正式改为“谁敢侵犯我们
就叫它灭亡”。从这个角度说，《歌唱
祖国》确如王莘所言，融汇了集体的
智慧和力量：“我常常感到，《歌唱祖
国》这首歌不是我写的，而是群众自
己的创作，我只是用音符把
人民的情感记录下来。”
“一个作曲家在创作中，

最主要的是把从群众中汲取
来的情感通过自己的感情真
切表达出来。如果只是考虑

作曲的法则和技巧，只是去布置高、低、
强、弱，就很难把歌曲写好。也正如一个
歌唱家在表演时，不是将自己丰富的情感
倾注到歌曲中，而是总想在哪儿该用‘头
腔共鸣’，在哪儿该用‘胸腔共鸣’，就会显
得装腔作势，毫无真情实感，也就无法打
动听众。”
1951年9月12日，周总理亲自签发中

央人民政府令：在全国广泛传唱《歌唱祖
国》。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
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
规定在这一年国庆期间，除唱国歌外，将
《歌唱祖国》和《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招司
词，瞿希贤曲）作为国庆推荐歌曲。同时发
表了《歌唱祖国》的歌片。这一天，距王莘
写出《歌唱祖国》整整过去了一年时间。
同年9月底，首张《歌唱祖国》唱片由

上海唱片制造有限公司出版（现藏中国国
家博物馆）。其后，由严良堃指挥的中央
歌舞团，将《歌唱祖国》灌制成唱片向全国
发行。 从那时起,《歌唱祖国》便成为中

国历次重大庆典活动的礼仪曲、
开场曲和结束曲，成为凝聚中国
人民和海外华人爱国主义情愫的
传世之作。
1951年国庆节，王莘再次获

邀到北京观礼。

南开大学出版社

陈省身传

张奠宙 王善平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歌唱祖国

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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