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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闽国闽康宗王昶是个有才情

的国君，他有一首诗被《全唐诗》收录从而流传

于世，名为《批叶翘谏书纸尾》。王昶看起来像

个文学青年，胸怀自己的诗与远方，但命运却跟

他开了个大玩笑。

王昶的原名叫王继鹏，在他老爹王延钧当

国君时，他被封为福王。王延钧很看重这个儿

子，特地给他请了个老师，名叫叶翘。叶翘学识

渊博，学富五车，为人又质朴正直，干起老师的

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很有儒者的风范。王

昶学习倒也用心，对叶翘始终以师礼相待，因而

受益良多。叶翘对这个学生也充满了希望，然

而一个女人的出现，让他所有的希望都落了空。

这个女人叫李春燕，本是王延钧宫中的婢

女，长得颇有姿色，王昶有次入宫拜见父亲，一

见之下，便再也割舍不下，奈何她是父亲身边的

人，一时无从下手。此时王延钧正宠爱皇后陈

金凤，王昶于是重金贿赂陈金凤，陈金凤也正嫉

妒李春燕，趁王延钧病重之时，跟他提出了这个

要求，王延钧很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只得

“怏怏与之”。王昶得到李春燕后欣喜若狂，特

意为她建造了“东华宫”，宫里内外都用珍贵材

料建成，极尽奢华。

此后，王昶一不做二不休，伙同皇城使李仿

发动政变，带兵进宫杀死了父亲王延钧和皇后

陈金凤，他弑父篡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随后

封李春燕为贤妃。第二年，王昶就想废除元妃

李氏，立李春燕为后。

有一天早上，王昶正在办公，偶然抬头，看

见一个人身着道士衣服从庭院中经过，向门外

走去，此人原来是他的老师叶翘。王昶把叶翘

召了回来，起身向他行拜礼说：“军国的事太多，

很久没有同您商谈了，这是我的过错。”叶翘顿

首下拜说：“老臣辅助引导得不得法，以致使陛

下即位以来没一件好事可以称道，希望您放我

告老回乡，保存躯骸归土。”

王昶说：“先帝把我托付给您，政令如有不

善之处，老先生应当极力进言，怎么能抛下我不

管而去呢！”于是赐给他丰厚的金帛，恢复原

职，重新启用。

忽然又受到学生的器重，叶翘第二天就把

一道奏疏送到了王昶的龙书案头，里边劝谏说：

“夫人是先帝的外甥女，是用隆重礼法聘娶来

的，怎能因为有新欢的人就把她丢弃呢！”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王昶很不高兴。没

过几天，叶翘又不知趣地上书言事，这次王昶在

他奏疏的末尾提笔写了一首诗，就是那首《批叶

翘谏书纸尾》：“春色曾看紫陌头，乱红飞尽不禁

愁。人情自厌芳华歇，一叶随风落御沟。”接着便把

叶翘放归故里，让他如叶飘落了。

不久，王昶我行我素地废掉了正室李氏，立李春

燕为后，并下令筹巨资为其建造“紫微宫”，比先前的

“东华宫”更为富丽堂皇，极度奢靡。从此王昶更加热

衷于寻欢作乐，通宵达旦地歌舞宴饮。他还强制群臣

喝酒，喝醉了，便让左右之人伺机找其过失，然后加以

处罚，他的堂弟王继隆就因为醉后失礼，被他一刀杀

了。王昶的叔父有贤名，他羡慕嫉妒恨，将他们全家

斩草除根，其他将领、大臣自然更不在话下。

王昶的政权以血腥开始，必然也以血腥结束。

通文四年闰七月，他的卫队发动兵变，焚烧宫殿，他

急忙带着皇后、妃嫔仓皇出逃，没跑多远，就被他的

堂弟王继业领兵抓获。王昶气愤地责问王继业说：

“你作为臣下，难道不懂得臣节吗？”王继业从容地

回答说：“君没有君德，臣怎能讲臣德呢？”一句话令

王昶无言以对，羞愧难当。走到陀庄，王继业让王

昶喝酒，在他大醉后，命人将他勒死，陪他一起上路

的还有他的皇后李春燕。

据说王昶和李春燕死后，在他们的墓上长出一

棵树，树上生出一种少见的花，如同鸳鸯交颈一样，

当时人们称为鸳鸯树。真是可惜了这样一个爱情

故事，凄而不美。

其实你对待别人的方式，就是别人对你的方式。

当一个人失去了眼光，为朝夕的快乐与欲望遮蔽了双

眼，纵然用再美的诗句来描绘，也必然没有了远方。

苏味道，唐朝栾城人，自幼聪慧，9岁便能
写文章，很早便和同乡李峤以才学出名，时称
“苏李”。他的《正月十五夜》，描绘长安元宵
夜花灯盛况：“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
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此诗历来为人们
所赞美和传颂，柳亚子的“火树银花不夜天”
就源于诗中的“火树银花合”。
苏味道在文学上很有成就，但在政治上却

无建树，还落了一个不雅的绰号，即“模棱宰相”。
苏味道处理政务时，善于向皇上陈奏，由

于熟悉典章制度，他上朝言事常常不带奏章，
只凭口头侃侃而谈。但是所谈内容极为小心
圆滑，从不明确态度。他常对人说，处理事情
不能做明确的决断，因为如果发生了错误，就
要负责任，做事只要保持模棱两可就行了。
据说，他初为宰相时，有人问他：“天下方多
事，相公用什么办法去调和阴阳？”苏味道听
后，不作回答，只是反复地用手摸床棱。问者
明白了他的意思。之后也由此称他为“苏模
棱”“模棱手”，成语“模棱两可”也由此而来。
苏味道处事模棱两可有一个事例。一

次，他以御史身份巡行到会稽，恰遇有人告县

尉李师旦在国忌日饮酒唱歌，还杖责了他人。苏
味道问李师旦：“你为官，为什么不守法，而违犯
若是？”李师旦辩解说：“饮酒，法没有禁止，何况
我喝的是药酒。唱歌，我是在寄托哀思。杖责，
是我为官的事，又因事出紧迫，你为什么要责罚
我。”苏味道听后说：“这是个反白为黑的无赖汉，
不能以法绳之。”明知是狡辩，可还是用模棱两可
的办法处之。结果，不了了之。
苏味道在武则天当政时期，曾三度拜相，居

相位九年，却无建树，只是一味阿谀奉承，圆滑于
君臣之间，屈于附和，遇事既不说赞成，也不说反
对，从不明确表态，总是处于模棱两可中，人们为
此送他一个“模棱宰相”的绰号。
苏味道小心翼翼，模棱了一生，但最终还是

出了问题。事因改葬其父，侵毁乡人墓田，役使
过度，被弹劾，后又因与张易之有牵连，再度遭
贬，被迁为益州长史，最后死在赴任途中。

缘起

李劫夫，吉林农安人。曾创作《我们的铁
骑兵》《歌唱二小放牛郎》《忘不了》等传世之
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东北鲁艺学院音乐
部的基础上创办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并将其
发展为沈阳音乐学院。同时，他紧跟时代前
进步伐，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通俗歌曲。
《我们走在大路上》完稿于1963年3月，

酝酿于1962年春夏。1962年1月11日至2月
7日，党中央召开被称作七千人大会的扩大的
中央工作会议，比较客观全面地总结了以往
数年工作，确立了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
方针，给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希望。
看到新中国历经艰险磨难开始了国民

经济建设的全面复苏，回想全国人民咬紧牙
关同困难顽强斗争的精神和自力更生发展
经济的冲天干劲，李劫夫感动了，他觉得战
争年代的良好作风和革命斗志又回来了。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被党培养多年的文艺
战士和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音乐工作者，理应
把党和人民这种不畏艰辛、奋发图强的精神
写出来、唱出去。自此，他脑中不停地琢磨
着这种进行曲的基本旋律。
要将讴歌新气象的复杂情感用较明快

的歌曲表达出来，并不容易。李劫夫一直不
断地寻找灵感、碰撞思想……
春去夏来。李劫夫利用赴京出差机会，

在北京饭店向曾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
的老战友、时任中共辽宁省委文化部部长的
安波谈了创作念头及新歌雏形。安波听后
很振奋，鼓励说：你这个创作路子是对的，歌
曲还是得反映时代本质的东西。这令李劫
夫顿感知音的力量，坚定了他把这首“胚胎”
培育好的信心。

催生

天赐良机。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辽宁省
委决定为正在沈阳主持工业调整会议的周
恩来等组织两场文艺演出，电召安波火速返
回准备。李劫夫随安波赶回沈阳。周恩来
在沈阳呆了18天，两场文艺演出在会议尾声
时举行。6月14日的歌舞晚会，安波始终陪
在周总理身边。中间，安波派人接来李劫
夫。演毕，周总理把安波和李劫夫邀请到北
陵休养所座谈了数小时。
周恩来向两位音乐家讲述了当时国家

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他说，你们要相信，党
和国家有能力、有力量率领全国人民战胜困
难，继续前进，对此大家要充满信心……这

番交谈使李劫夫《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
喷发了无限激情。
谈话持续到下半夜两三点钟。时间太

晚了，安波和李劫夫只好在工作人员房间里
临时加床睡下。但周总理的一席谈话令他
俩兴奋异常，睡意全无，聊了一晚，自然聊到
这首歌。李劫夫一再表示：“总理的话对我
教育启发太大了，一定要以谈话精神为宗
旨，唱出中国人民高抬起头挺着胸膛、鼓足
勇气振奋民族精神、战胜一切自然灾害和艰
难困苦的风貌。而且要把周总理的原话‘意
气风发，斗志昂扬’用到歌词里，直接把他倡
导的不屈精神和钢铁意志传达出去表现出
来。”李劫夫定下了基本歌题和主调。
幸遇周恩来并长谈与点悟，李劫夫精益

求精创作这首上口易记、二段体结构的分节
歌。他一边反复琢磨词曲的精准，一边从正
谱曲的毛泽东诗词中汲取营养。初稿的歌
名和首句歌词是“我们走在宽广的大路上”，
句子长些，作为歌名也不简练醒目，谱成曲
子也有点拗口，不利于音乐表现。当时，李
劫夫在家里试唱时，有人提议能否把句子再
简练些。后经他多次修改，去掉“宽广的”三
字，使歌名明了、响亮，起句旋律也颇有气势
和勃勃生机。
时至1963年春，经反复修改、凝练、吟

唱，多方征求修改意见，《我们走在大路上》
瓜熟蒂落，脱颖而出。
这是一首二段体结构的分节歌，结构简

单，旋律积极向上，节奏铿锵有力，激情澎湃
的歌声响彻中国大江南北。这首歌唱出了
中国共产党追求理想、披荆斩棘把社会主义
建设好的坚强信念，唱出了全体人民意气风
发，斗志昂扬，在建设社会主义大路上阔步
前行的豪迈气概。

更迭

1976年，因心脏病发作，一生写作两千
多首歌曲的李劫夫不幸猝死于学习班中，终
年63岁。但他的诸多贡献与《我们走在大
路上》等精品力作，永载史册，一直备受群众
欢迎与怀念。
这首作品一共有四个版本。曾长期任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吕骥回忆：1963年李
劫夫带来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当时我和
宋扬（《歌曲》杂志副主编）、外地来的孟波都
在他的房间里一同研究。大家都觉得不错，
提出一些小的修改意见。最后我提出，
“毛泽东领导我们……”一句最好加以修改，
改为“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或“毛主席领
导革命的前辈”（他当时未表示反对）。到《歌
曲》发表时，我认为还是“毛主席领导革命的

队伍”，较明确较合适，所以就未征求他的意
见发表了。但《歌曲》编辑部告诉我，东北发
表的一直没有改，所以这句一直有两种版本。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

的新时期，人们又把这首热情洋溢、充满奋斗
豪气的歌曲，从诞生地沈阳率先唱了起来。
后来，根据时代的变化，歌词反复进行改动，
基本摈弃一些政治烙印，贴近了新的时代风
貌，适应了时代的变迁及历史发展的脚步。
1983年，辽宁的《音乐生活》杂志第2期

重新发表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歌词有了很
大改动。第一段第三句“毛主席领导革命的
队伍”被改作“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队伍”；第二
段的前两句全变了，原来的“三面红旗迎风飘
扬，六亿人民发愤图强”变成“革命红旗迎风
飘扬，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第三段改动最大，
改后的四句歌词，只保留了原词的第二句，全
段的原词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的歌
声传四方。革命风暴席卷全球，牛鬼蛇神一
片惊慌。”改后的歌词是这样的：“我们的道路
洒满阳光，我们的歌声传四方，我们的朋友遍
全球，五洲架起友谊桥梁。”这就是第三个版
本，歌词的修改者为《音乐生活》编辑部。这
个版本整整流传了10年。
1992年 12月，经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系列活动艺术委员会评定，《我们走在大路
上》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列为本世纪中国
音乐的124部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之一。
1993年，《劫夫歌曲百首》由辽宁大学出

版社出版。其中这首歌又有了新面貌。第二
段的歌词前两句被改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亿万人民奋发图强”，原来的第三段歌词被整
个拿掉。这样，唱了整整30年的《我们走在
大路上》的歌词由四段变成了三段。应该承
认，这个改动相当成功，它使得这首歌曲更加
凝练。它的改动者是李劫夫的夫人张洛。此
后，国内外的演唱者使用的大多是这个版本。
1999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

阅兵式上，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乐曲
又成为代表一个共和国历史时期的进行曲。
一首歌曲被传唱数十年还一改再改，这

在中外歌曲史上也不多见。《我们走在大路
上》版本的更迭，折射出时代变迁及历史发展
的脚步。它产生于特定年代，而每修改一次
又深深地烙上所处时代的印迹。同时，这也
说明它优美激昂的旋律经得住历史和时间的
考验。这就是珍品、经典之作的魅力所在。
2019年6月，该曲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今天，在中国人民迈步行进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这首歌
作为一首催人奋进的歌曲，更是鼓舞激励着
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奋勇前进。

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孟红

20世纪60年代初期，尽管我们在发展中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

人们只要唱起这首激越雄壮、荡气回肠的爱国主义歌曲《我们走在大

路上》，便会意气风发、信心倍增。时至今日，每当我们唱起它，仍会

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斗志昂扬、胜利向前。

不敢担当的“模棱宰相”苏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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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中华儿女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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