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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拾遗

孟红

唱不尽的爱国情怀

世界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歌唱祖国》的旋律在激荡；每天清晨伴着电

台、电视台《歌唱祖国》开始曲的播放，人们总会意气风发走向学校和工作岗位。

几乎与新中国成立同步、由王莘创作的《歌唱祖国》已嵌入中国人情感中，与人们

生活交融相契，并成为几乎所有重大国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

场曲和尾声结束曲，伴随几代中国人走过且见证了祖国走向繁荣富强。

触景生情灵感喷发

王莘，原名王莘耕，江苏无锡人。
1938年冬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
系，师从冼星海学习作曲，并参加了《黄
河大合唱》的首演。毕业后到华北联合
大学文艺部任教员并在群众剧社从事革
命文艺教育和创作。他从投身革命到中
国革命胜利，共写出《战斗生产》《歌唱解
放区》等许多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这些
歌曲唤醒和激发了广大民众的革命斗争
精神与意志，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
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五星红
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精神抖
擞地走在广场上的青年王莘热血沸腾，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亲眼目睹了天安
门广场红旗如海、歌声如潮的动人景象，
萌生出创作一首歌来赞颂祖国的想法。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
夕，王莘兴致勃勃来北京出差。那天，天
安门广场朝阳灿烂、金光四射。碧空如
洗下，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
王莘穿过长长的城楼马道，仰望蓝天下
的天安门，思绪止不住飞扬。

只见天安门城楼上，工人们正在悬
挂大红宫灯，一派节日的喜庆；一列列少
先队员在锣鼓喧天鲜花如海的环境中，
敲着鼓吹着号，唱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
歌》，迈着整齐步伐为参加国庆仪式预演
操练，王莘被孩子们的歌声深深触动，心
潮起伏，感慨不已。他仿佛又回到去年
10月 1日天安门广场上万众欢腾的现
场，忍不住深情脱口吟诵出：“五星红旗
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一刹
那，王莘创作的灵感喷发出来。

后来王莘回忆创作《歌唱祖国》历程
时说：开国大典我参加了，但并未找到合
适词曲、形式。经一年同人民共同生活，
逐渐找到感觉。1950年到北京去买乐
器，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很开心，城楼上正
挂大红宫灯。看到一群少先队员打着军
鼓、吹着军号、举着花束，喊着毛主席万
岁……这个情景当时感动了我，我就高
兴地左右看着他们。忽然脑筋一动，灵
感一下子就来了。从低到高（唱着）“五
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就出来这个歌声啦。

傍晚坐在返回天津的列车上，王莘脑
海一直浮现着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高高

飘扬的景象，人们的歌声和欢呼声久久在
心里翻滚激荡。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使
王莘掏出笔急着要书写下来，可偏偏翻遍
身上找不到一张纸片，急中生智的他从地
上捡了个空烟盒拆开在反面写了起来，边
写边压低声音朗读着：“这是我们英雄的
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一袋烟的工夫，生动鲜明的歌词、雄
壮有力的旋律便从笔尖流淌而出，在这飞
奔的列车上，《歌唱祖国》初步诞生了。有
意思的是，当王莘将《歌唱祖国》的词曲初
稿唱给爱人王惠芬听时，长女王辉降生
了。因此，王莘后来诙谐地说，1950年9月
16日，自己有两件重要的“作品”同时诞生。

交口称赞广为传唱

王莘来到当时的天津歌舞剧院，把
《歌唱祖国》词曲交给14岁的钢琴手靳
凯华和19岁的男高音王巍首弹首唱。
1950年10月的一天，天津耀华中学礼堂
举行了这首歌的首场公演，王莘亲自上
台指挥。公演取得成功，引起轰动。

这给了王莘很大的信心和鼓舞。他
又带着这首歌到天津的一些大学与工厂
演出，很快进一步在天津广泛传唱开
来。当时的领唱者之一王巍后来回忆
说：“那是他自己手写的歌片，大家拿着
看着唱。唱完就说这个歌太好了。你自
己一唱就知道哪儿应该扬起来了，哪儿
应该落下来了，哪儿应该振奋，哪儿应该
抒情。他的创作在歌曲里本身就有了。
我们一上台，观众就非常欢迎。”可见，歌
曲写成后受到各界群众好评。

中国音协首任主席吕骥（王莘的老
师）在一次活动中听到了这首歌，十分欣
赏，把它推荐给了周总理。

1951年9月12日，周总理签发中央
人民政府令：在全国广泛传唱《歌唱祖
国》。9月15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
首次刊登发表《歌唱祖国》。其中发生一
段小插曲：这年秋天，著名诗人艾青在北
京读到《歌唱祖国》歌词，深受感染，十分
激动，将这首歌发表在自己主编的《人民
文学》上。发表时，颇具文学功底的他帮
助王莘对原词进行了两处修改完善：把
原句“五千年文化辉煌灿烂”改成“独立
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将“我们战胜了一
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成“我
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
放”。通过这样的修改，《歌唱祖国》的歌

词从整体上看便显得愈发大气磅礴、铿锵
有力，可谓锦上添花。歌词在《人民文学》
上发表后，艾青特地打电话给王莘，表达了
自己修改歌词的用心。
《人民日报》还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

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规定在这
一年的国庆节，除了要唱国歌《义勇军进行
曲》外，《歌唱祖国》也是全国民众普遍歌唱
的基本歌曲。

1951年年底，中央音乐工作团(即中国国
家交响乐团的前身)合唱队在著名指挥家严
良堃指挥下，首次以气势磅礴、宽广豪迈的大
合唱形式公演了《歌唱祖国》，并由当时的中
国唱片厂录制成新中国第一批唱片。《歌唱祖
国》与《国歌》一起在全国各地热烈广泛地传
唱出来。随即，又经过电台、电视台每天的播
放，这首歌在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中妇孺皆知，
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又将这首歌用
军乐礼仪和阅兵形式演奏出来。

1951 年 10 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
毛主席见到王莘谈到《歌唱祖国》时说“这
首歌好”，还特地送给他一本刚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并为其签字留念。这本书，
王莘一直珍藏着。

经典流传响彻世界

歌曲《歌唱祖国》是由主歌、辅歌、主歌
再现组成。即：主歌四句、辅歌六句、主歌再
现四句反复两句。其结构严谨、简洁明快，
既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将新中国诞生的
壮丽画卷犹如浓墨重彩勾画得淋漓尽致。

王莘在这首歌里，独具匠心地运用欧
洲凯旋式进行曲与中国民族音乐风格中的
颂歌模式相结合的创作手法，集中体现了
站起来的中国各族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中国，赞美和歌颂自己的祖国、建设社会
主义中国这一浓烈的时代气息。歌曲有景
有情，情景交融，以景衬情、以情感人。既
有深度的艺术开凿，又简洁上口，好唱易
背，达到感人肺腑、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

王莘在回顾自己四十多年的创作历程
时深深感悟：革命文艺总是要为革命任务服
务，因而要自觉地为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而
创作。解放后进入建设时代，王莘在人民生
活广阔的领域获得了丰富的题材，从战士到
工人，从城市到乡村，从学生到少年儿童，从
生活的抒情歌曲到歌颂党和祖国的赞美歌
曲，他创作的多部作品被广泛播放和传唱，
至今仍保持很深的感染力。王莘经常告诉
身边的人：“这首歌不是我写的，它是人民的

心声，我为人民喊出来了，我用音符替人民
记录下来。”他还常无限感慨地说：“回顾我
多年来的歌曲创作，其实并无什么奥妙，时
代的步伐是节奏，祖国的脉搏是音符，人民
的心声是旋律，这就是我的歌。”

1964年，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中，《歌唱祖国》作为尾声，将史诗在推向最
高潮中结束。周总理兴奋地走上舞台，亲
自指挥全场再次高唱《歌唱祖国》。之后，
周总理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会场上欢呼声一浪高过一
浪，他又一次指挥全场高唱《歌唱祖国》。

1980年3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王莘102首歌曲的专辑(第一首《歌唱祖国》
按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原作出版)。5
月19日起，每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和报纸摘要》节目以及清晨开播和夜间结
束都以《歌唱祖国》为开始曲、结束曲。

1989年 10月 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在法国巴黎的总部作出重要决定：以“金
唱片”为最高奖的形式在全世界奖励对人
类有卓越贡献和成就的作曲家、艺术家，
《歌唱祖国》荣获首届“金唱片”最高奖。

1990年 5月1日起，每天清晨天安门
广场升旗仪式以《歌唱祖国》为护旗队出场
行进间演奏曲。

2004年，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船发射
成功，英雄的宇航员杨利伟将《歌唱祖国》
带上卫星，这首强劲洪亮的歌声响彻太空，
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

2007年10月1日凌晨，年近九十高龄
的王莘坐在轮椅上，由老伴儿推着漫步在
宁静肃穆的天安门广场上。长期患病的他
多年与轮椅为伴，也许知道自己来日不多，
因此坚持在祖国生日这天早早来此，渴望
再次仰望五星红旗徐徐升起、迎风飘扬。
他告诉家人，这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
梦想，已足足想了大半年。老人像小孩儿
一样一夜睡不着觉，索性就早早地来到天
安门广场。当国旗卫士们得知情况后，立
正站直久久地向坐在轮椅上的王莘致以崇
高军礼，这是何等的荣耀和伟大的礼遇。

半个月后，10月15日凌晨，王莘病逝
于天津，享年89岁。11月28日，在他逝世
四十余天后，“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从38万
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向地球发来《歌唱祖
国》的雄壮歌声，这是向被誉为音乐的革命
者和革命的音乐者王莘的深切致敬。

2008年8月8日晚8时，《歌唱祖国》唱
响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空，歌声传向了
全世界，让全世界见证中国的繁荣昌盛，让
全世界倾听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美丽祖国
而不懈奋斗的心声。

邓小平：说话讲究策略
1979年9月，联合国开发署署长莫尔斯应邀来华，得到邓小平

的接见。曾参与联合国驻华代表处最初成立筹备工作的徐书云回

忆，宾主入座后，莫尔斯很有礼貌地问：“请问阁下，是否介意我抽

支烟？”邓小平笑答：“请便。那我也抽。”邓小平掏出香烟后，莫尔

斯赶忙掏出打火机趋前要替邓小平点烟。邓小平客气地摇摇手，

从茶几上拿起火柴盒，笑着对莫尔斯说：“谢谢。我还是习惯用火

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嘛。”

邓小平用看似不经意的方式，向客人点出了他接下来要谈的

要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欢迎联合国机构和组织提供经

济技术援助。从此以后，中国既通过联合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援助，也开始接受联合国多边援助，走上了互通有无、有给有取

的“双行线”。

1948年：中国奥运代表团的艰辛归国路
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民国政府派团参加。在当时的环境

下，没得名次也是正常的，但参加完奥运会，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

就来了，代表团没钱了，怎么回国？团长王正廷想到伦敦的中国银

行借钱，结果被告知借钱要担保人。于是王正廷找到了大使馆。

大使馆的人一听这事，立马就拒绝了。当时蒋介石政府已朝不保

夕，这机票钱还能还回来吗？还不上，债岂不得落到大使馆头上？

向银行借不到钱，王正廷想向华侨募款，但运动员回国在即，

多耽搁一天，就多开销，而募款一时之间难以骤然收效。就在焦头

烂额之际，还是孔祥熙汇来三千美金，当作是给代表团的赞助。三

千美金虽然不够全团人的机票钱，但再加上王正廷募款得来的钱，

最终总算凑足了回国的路费。

张治中：惩治“神仙”大快人心
1937年3月，湖南省银行出纳课长戴运鸿，因赌博“失落数千

元”，迷信的戴运鸿，想起传说中神乎其神、会“法术”的“周神仙”周

仲评，于是跑到小瀛洲“周神仙”住所，请“周神仙”帮忙，替他“作法

寻回”输在赌场上的数千元钱。“周神仙”自称会“炼金术”，要“钱

生钱”，趁机“串同戴运鸿，竟陆续卷去湖南省银行22万余元”。

因钱款巨大，“周神仙”作法不久，即因银行对账，事情败露。

周仲评竟协助戴运鸿连夜潜逃。留在长沙的周仲评自认为自己并

非银行职员，且与湖南各路达官贵人深相结纳，上可通天，在社会

上名声也极大，无人敢动他。但周仲评最终仍落入法网。“周神

仙”被捕后，即供认他用去23000元钱。但“周神仙”之被抓，其时

仍是何键主湘之时。恰当这一时期抗战爆发，何键本人亦迷信，故

而“对此案拖延不决，不速将其明正典刑，以警贪污”。

不久，何键调任内政部长。旋即张治中担任湖南省主席，张治

中“在出巡湘东南、除夕前一日，即下令省会警备司令部，将在押的

周仲评以‘邪术诈财，贪污极恶’罪状处以死刑”，获得了大快人心

的社会效果。

张咏：“一钱斩吏”
张咏是宋初名臣。在他刚刚步入仕途，做崇阳（今湖北崇阳）

县令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

一天，张咏撞见一名小吏从库房中出来，发现他鬓角旁的头巾

下藏着一枚铜钱。张咏便问他钱是从哪里来的，人赃并获，小吏无

法抵赖，只好承认盗取了库房中的钱。张咏命人对小吏施以杖刑，

小吏勃然大怒，对张咏出言不逊，“区区一文钱何足道哉，竟然要杖

打我？就算你能杖打我，但你总不能杀了我吧！”

张咏被小吏激怒了，拿起笔写下几句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

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也就是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于这

种监守自盗的行为，必须严惩，防微杜渐，以儆效尤。写罢判词，张

咏亲自持剑，走下台阶，砍掉了这名倒霉小吏的脑袋。然后，他给

御史台打报告，弹劾自己法外用刑，轻罪重判。然而后来，当地人

却把张咏“一钱斩吏”的故事传为佳话，津津乐道。

中国古代：最热的夏天
在中国古代各类关于“酷暑”的记载里，乾隆八年（1743）号称

“中国历史上最热夏天”。《青城县志》记载：“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

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家里的各种器具都发热发烫，热到树

木死亡，百姓想要逃离，结果在逃亡路上就被活活热死。《高邑县

志》记，河北高邑热到铅矿锡矿都融化了。

身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在给朋友的书信里也连连叫

苦：“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作为一个天文学家，宋

君荣对北京的天气进行了测绘记录。中国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

室对这些“测绘数据”进行了换算——这年七月北京的平均气温高

达40摄氏度。其中最为酷热的7月25日，温度达44.4摄氏度。与

这恐怖记录对应的，是更为恐怖的“热灾”景象。宋君荣叹息说，仅

在北京城里，从7月14日到25日的十一天里，就热死了一万一千

多人。虽然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药品，但

“死者躺在道路或街上”依然成了常见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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