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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随笔

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有一首歌，词与曲都显得与众不同，它轻灵曼妙、柔性动
听、舒缓深情、朗朗上口，倍受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人民海军
的青睐，它就是歌唱水兵战斗生活的抒情歌曲——《军港之
夜》。这首歌曲调结构严谨，旋律采用了中国海南渔歌的风
格，优美宜人，歌词把大海的形象描绘得如同画卷一样，仿佛
让听众亲眼见到了广阔无边的大海，把听众带入了诗的意
境、画的色彩之中。

歌唱驾驭战舰的海军
孟红

累积体验生妙词
1980 年，解放军总政文化部举办改革开
放后第一届全军歌手调演，海政歌舞团的苏
小明报名参加。当团长问她准备上台展演哪
首拿手的歌曲时，她一口气报了好几首歌曲
的名字。团长听后摇头说：
“这些歌曲参加部
队调演都不太合适。这样吧，我找创作组的
同志给你写一首新歌。
”
于是，团长将作词、作曲的创作任务，分
别交给了本团的马金星、刘诗召。词作者马
金星，
天津静海人，海政文工团创作室一级编
剧、著名词作家。他一生热爱军队文艺事业，
情注大海蓝天，
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
由他作词的《泉水叮咚响》
《可爱的中华》等歌
曲，
在全国全军广为传唱。曲作者刘诗召，河
南开封人，海政歌舞团专业创作的著名作曲
家。他 1954 年投身海军的文艺工作，先拉小
提琴，后转吹笛子，最后专注于作曲，创作了
《妈妈我们远航回来》
《赶海的小姑娘》
《分手
时再敬一个军礼》
《海风啊海风》
《在那水天相
连的地方》等歌曲。
接到创作任务后，马金星调动起多年来
的亲身经历与生活积累，积极寻找突破口。
他曾到过舟山海军基地，对海军的生活与感
情比较熟悉。尤其是水兵们同渔民的鱼水深
情，
更令他感动。随即，他在歌词中以一个渔
家女的视觉和感受，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子弟
兵的关切与热爱。歌词的抒情味道和生活气
息颇浓，
充满了唯美的诗情画意。
据马金星生前在文章《谈〈军港之夜〉的
歌词创作》中忆及：1980 年《北京晚报》和其
他几个单位的先生们在秋天要举办名曰“金
秋音乐会”
，邀请当时
“小荷刚露尖尖角”
的苏
小明参加演出。其时，海政歌舞团的领导同
志也正在为苏小明准备参加部队系统举办的
“中青年歌手比赛”没有合适的歌曲而焦急。
领导同志找到了我，要求我很快拿出一首歌
词，交给作曲家作曲。当时《军港之夜》的歌
词只写了前几句，我正发愁下面的几句该向
何处走呢。得到这个命令恰好给我制造了一
个将其抛出的机会。回到住处我边做饭边想
词，
饭吃完，词也写完了……《军港之夜》的歌
词寄托着我对水兵同志的全部兄弟之情和战
友之爱。其中“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这
句歌词是怎么得来的呢？1976 年我到舟山
群岛的蚂蚁岛上体验生活。蚂蚁岛，顾名思
义，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它小得像只蚂蚁。
当时我住在
“生产大队”
的招待所——其实就
是一间独立于峭壁上的小屋。那夜正是中
秋，
我一个人看着一轮明月辗转反侧，突然听
到一阵“轰轰隆隆”的声音由远而近地传来，

想了一会儿才判断出这是大海涨潮了。这声
音犹如千军万马的奔腾，通过峭壁的岩石直
传导到我的枕头，使我感觉自己就睡在波涛
之中……所以，在写《军港之夜》时也就很自然
地把它用了进去。

远航归来谱夜曲
马金星把歌词交给刘诗召后，刘诗召并未
马上动手谱曲，而是随水兵踏上了远航的征途，
进行深入的体验生活。
战舰驶出港湾，迎着呼啸的海风，
在波峰浪
谷中前行。不大一会儿，刘诗召就晕船了，只觉
得海天难分，一切都在旋转。随着阵阵呕吐声，
他躺下了，浑身瘫软，
手脚冰凉。
遇到这么大的风浪，水兵们也都感到眩晕。
但他们不顾自己的不适，争着过来照顾刘诗召，
送水喂药、
处理污物，
无微不至地忙前忙后。
真正切身感受了一番不寻常的出海经历，
刘
诗召有点过意不去地问水兵们：
“你们每次出海
都是这样吗？
”
一位水兵回答：
“是啊，
几乎每次出
海，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但是再苦再累，我们也
得忍着。水兵这工作，总得有人干啊。我们不
干，谁干？”
另一位水兵说：
“遇到大风大浪，我们
就想象这是在坐电梯、乘飞机，甚至是睡摇篮。
这样七想八想，
就把晕船这茬事儿给忘了。
”
望着一张张憔悴的脸，听着一句句发自
肺腑的话，刘诗召的血液沸腾了。他感慨：远
航是人生的一场痛苦经历，可又是一次感情
升华的过程。
这趟远航归来，刘诗召满载而归，
他既收获
了很多感性的亲闻亲历，更收获了一定的理性
思考与触动。夜幕中，战舰在码头边轻轻晃动，
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与安详。刘诗召披着月光
站在甲板上，心潮翻滚，
思绪万千。联想到马金
星写的歌词，刘诗召的眼前出现这样一幅景象：
军港的夜晚，明月皎洁，海风轻柔，年轻的水兵
露出了甜美的微笑。一切，都那么温柔与美好。
这时，刘诗召撰写歌谱的灵感突然决堤，一
泻而出：一段段优美动人的旋律，从模糊到清
晰，由清晰至激荡，
回响在刘诗召的耳畔、心田。

恒久传唱抒深情
《军港之夜》这首歌一经问世，开始是在海
军中传唱，不久就飞越海岛、军港，成为广大人
民群众喜闻爱唱的流行歌曲，并在 1980 年全国
优秀歌曲评选活动中金榜题名。一位老水兵深
有感触地说：
“ 在大兵被一些人看不上眼的年
代，响起了《军港之夜》的歌声，
使我们深感当一
名水兵是值得骄傲的。每次走在都市的大街
上，都昂首挺胸，
无比自豪。
”

原唱苏小明情真质朴又不乏深沉含蓄，
这一
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此歌演绎得淋漓尽致，
令人听
后如痴如醉。苏小明所运用的近似朗诵、
轻轻诉
说的演唱方法，
十分神奇地将听众带进了夜色恬
静的军港，
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苏小明，出生于 1957 年，北京人，18 岁参
军，在海军政治部歌舞团合唱队担任独唱演
员。1980 年秋天，在由《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
举办的音乐会上，苏小明以演唱《军港之夜》而
一举成名为通俗歌曲领军歌手，并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独领风骚。1985 年，她在事业处于巅峰
状态时远赴法国学习声乐。苏小明的主要作品
有：
《军港之夜》
《海风啊，海风》
《妈妈，
我们远航
回来了》
《美丽的小树林》
《兰花草》
《可爱的中
华》等。1995 年回国后，苏小明先后参加了央
视《同一首歌》的录制；与好友姜文合作排演了
话剧《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后来不断在电视
剧和电影中出演各种角色。
《军港之夜》这首歌曲，可以说是中国当代
最有影响力的水兵之歌。对此，中国音乐文学
学会副主席、著名词作家王晓岭在为马金星《我
心中的月亮》诗歌集的序言中曾有过这样的评
价：
“这是金星的荣誉，也是海军的骄傲，足令我
们这些写歌的人徒生羡慕之心……我何尝不想
以我的毕生词作换金星的一曲《军港之夜》呢？”
著名音乐家、海政文化部原副部长胡士平
在其 2009 年出版的《步履无声》中对《军港之
夜》也有记载：改革开放之初，流行歌曲冲进中
国大陆……海政文工团写了一首具有海军特色
的新歌《军港之夜》，参加 1980 年 9 月底在北京
体育馆举行的
“金秋新星音乐会”
，结果，唯一的
“通俗歌曲”
《军港之夜》大受欢迎，并迅速在社
会上传播开来。群众的热情并没有使关于流行
歌曲的争论停止……于是，有人报告了在 301
医院住院的海军司令员叶飞。叶飞是 1979 年
年初调入海军的。他出身华侨，是有名的儒将，
虽年过花甲，但思想异常活跃。听了汇报后，叶
飞对《军港之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表扬。时过
不久，叶飞又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专门就这个问
题讲了一段话，对一些过激言论进行了不点名
的批评。海军内部的风波逐渐平息了，
《军港之
夜》成了改革开放初期通俗歌曲的经典。
革命歌曲，也不一定都要是进行曲，都是些
硬邦邦的口号，表现形式，也是可以多种多样
的。对于这首歌，叶飞将军明确表态：
“反映了
部队生活，有海的味道，兵的味道，不错。”他还
鼓励苏小明：
“只要战士们喜欢，部队喜欢，广大
群众喜欢，你就可以大胆地演、大胆地唱！”
即便是现在，当我们唱响或听到这首抒情
式红歌时，仍然会被歌中优美的曲调和隽永的
歌词所感染，为那惬意美好的意境而陶醉，久久
不能忘怀。从这曼妙旋律里，我们能听到海的
风、海的浪、海的心跳，能感受到海军的苦、海军
的甜以及海军的情怀。

曹操打败袁绍，夺取了富庶的冀州。有一
天，曹操看着呈上来的冀州的人口、粮食等统计
数据，喜不自禁，扳着手指给大家算起了账。这
么多的户数能征出多少兵，这么多的粮食产量
能抽出多少粮草，有兵有粮又可以打仗了。有
善于观察领导脸色的人，纷纷表示祝贺。在一
片颂扬声中，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当众给曹操泼
了一盆冷水，他说：
“武器，是种凶器，万不得已才使用。我听
说圣明的君王善于拯救时世，所以世道纷乱就
用仁义来治理，世道虚伪就用质朴来克制；世道
不同，事势变易，治国的手段就应有所不同。用
高尚的品行来影响他人，用仁义的思想来感化
他人，同时安抚那里的百姓，替他们扫除危害，
这样，百姓才可以和他们同生死，难道仅凭征伐
就可以征服天下人的心吗？”
曹操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他定睛一
看，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谏议大夫、丞相军祭
酒袁涣。
过了好一会儿，在鸦雀无声的寂静中，曹
操干笑了两声，“袁祭酒说得是，要让百姓休养
生息啊！”
曹操当众挨批却不发作，是因为袁涣是一
个让人值得另眼相看的人。当初吕布败亡，曹
操接受吕布手下的人投降，连颍川大族陈群父
子谒见时，都行跪拜大礼，以求关照，而袁涣只
是一个长揖，便傲然而立。而不久曹操又听说
了袁涣的另一个故事，不由得有些肃然起敬了。
袁涣原在袁术手下干事，在阜陵之战时成
了吕布的阶下囚。吕布在徐州打败了刘备，还
不解气，命令袁涣写信辱骂他一番，不料遭到袁
涣的严词拒绝。怒火中烧的吕布拔出宝剑，架
在了袁涣的脖子上，威胁说：“如果你依照我的
命令写信辱骂刘备，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否则你
就死于我的刀剑之下。”
袁涣毫无惧色，平静地回答说：“我听说世
上只有以德行使人感到羞辱，从未有谩骂而使
人受辱的。假如刘备有君子风度，接到您的辱
骂信后，会非常鄙视将军的如此行为；倘若他属
小人之辈，也会像您那样，回敬一封辱骂您的
信，那样招致耻辱的是我们而不是刘备。况且
我以往曾侍奉刘备，他有恩于我，我不愿写信辱
骂他。您让我写信骂他，就像我现在跟随将军，
一旦离去，别人命我写信辱骂将军一样，很不妥
当。还望将军三思。”吕布虽然喜欢逞匹夫之
勇，但明白话还是听得懂的，袁涣的一番高论，
让吕布低下了头，不仅撤回了手中的宝剑，还惭
愧地向他道歉。
袁涣不肯辱骂刘备，原因非常简单，刘备任
豫州刺史时曾把他举荐为茂才（即秀才），按照
东汉时的传统，被郡国保荐的孝廉、秀才，即使
其后任官朝廷，不管官当得有多大，都对过去保
荐的郡国守相称“故吏”。所以，袁涣是以师礼
相待刘备的。
有一次，曹操和袁涣的堂弟袁敏议论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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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问道：
“袁涣勇敢时是什么样子的？胆怯时又
是怎样？”袁敏说：
“袁涣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非
常柔和。但是到关乎名节的时候，在危难关头，其
勇气就连战国时的勇士孟贲和夏育都未必有。”听
得曹公不禁为之神往。
当时的一些人都弄不明白，袁涣一介书生，何
以会有如此的胆识与勇气呢？曹操于是给大家讲
起了袁涣的又一个故事。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攻下下邳城，高
兴之余，下令给手下的将领们每人分几辆车，随心
所欲地瓜分堆积在城里的金银财宝。将领们欢呼
雀跃，立刻争先恐后地带着大小车辆进城，唯恐落
后连汤都喝不到。尽管平时都是挺有身份的人，
眼下看到了真金白银的财物，也都顾不得形象了，
恨不得连地皮也刮下三尺来。这些人中，只有沛
南部都尉袁涣与众不同，他也带着车来了，但并没
有加入到争抢的队伍中，而是独自到没有一个人
光顾的藏书阁，寻宝一样在书堆里徜徉不已。从
他脸上时时露出的惊喜来看，这儿的好东西也不
少，他指挥人一摞摞地往车上搬书，足足装了几百
册。之后，又带着车到仓库，装满了粮食，这才悠然
地离开了。
有人不解地问他说，“放着那么多值钱的东
西你不要，为什么单单只拿些没用的书和粮食
呢？现在大家都称赞你呢！”袁涣回答说：“我没
有别的意思，拿书只是因为喜欢；口粮是行军打
仗必不可少的，所以我只拿了这两样儿。没有
想到因此得到好名声，这不是我的本意，实在令
我内心不安啊！”
后来袁涣被提拔到曹操身边工作，官越做越
大，得到的赏赐也不在少数，可他从来都是平静淡
泊的模样，赏赐的财物根本没往家拿过，都是随手
转送给了别人，自己更是不置产业，不攒家财。
惧怕上级自古有之，那些看到领导就不由自
主地弯腰鞠躬、露出谄媚微笑的人，实际上并不是
害怕领导本人，而是害怕得罪领导后失去官位和
财富。袁涣的勇气来自于没有私欲啊，难怪曹操
说：
“一个不把功名利禄放在心上的人，还有什么好
怕的呢？”

“随驾隐士”的“终南捷径”求官术
张壮年
一般说来，隐士就是潜居避世的人，他们
多隐居于山林、
草野，
以不求闻达、
不入仕途为
主要特征。隐士也称
“处士”
“高士”
。古时称
没有出来做官而家居的士人叫
“处士”
，
给人以
高尚、
圣洁的感觉，
所以隐士又有
“高士”
之称。
然而，并非所有的隐士都清雅高尚。有
的隐士目的就不是为了避世，更不是为了不
求闻达不入仕途，恰恰相反，
他们做隐士的目
的，就是为了求闻达、入仕途、做大官。唐朝
的卢藏用就是这种隐士的典型。
卢藏用，字子潜，
幽州范阳人。年轻时就
有点名气，写得一手好文章，书法也很好，还
喜欢弹琴下棋，可以说是多才多艺，有“多能
之士”称号，但在他中进士之后，却久久没被
调选。卢藏用官欲很强，一心想当官，
却又实
现不了，于是，
他去终南山做了隐士。他是幽
州范阳人，为什么要选终南山为隐居地呢？
因终南山靠近京城，离长安只有几十里，在这
里便于交结官场、窥伺做官的机会，
有些名声
也容易引起朝廷的注意。后来，卢藏用发现
唐高宗时常驾临东都洛阳，于是，
他又急忙在
靠近洛阳的少室山找了个隐居地。当高宗在

长安时，他就隐居在终南山，
当高宗移驾到洛阳
时，他就隐居到少室山，
随着高宗车驾的往返而
变动自己的隐居地。为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
号叫
“随驾隐士”。
后来，这位
“随驾隐士”
还真的因隐士闻名，
被征召出山做了大官。
有人说，他的名字也取得巧，
“藏用”，藏是
为了用，随时等候召用。卢藏用对自己的这种
行为，不仅不感到羞耻，还沾沾自喜，时常夸
耀。有一年，有位叫司马承祯的道士应召入京，
完事后，道士将返回天台山前，
卢藏用手指终南
山对他说：
“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去遥远的天台
山呢？”司马承祯说：
“以我所看，这是仕途的捷
径。”卢藏用听后，知是在讥讽他，感到很尴尬。
这便是
“终南捷径”
成语的由来。
卢藏用当官之后，专门趋奉权贵，毫无政
绩，最后因依附邪恶势力被流放。

廉政
绰号里 的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