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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岁月如歌，军魂如歌。
历史的车轮从公元 20世纪跨入 21

世纪之际，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正汹
涌澎湃，奔腾向前。为推进军队的精神
文明建设，原总政宣传部组织了一次
由专家、群众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活动。
我有幸参加了主创团队，从集中学习
文件、深入生活、作词谱曲、录制电视
电影，到发动演员去基层连队教唱、进
行歌咏比赛，全军掀起了“高唱军人道
德组歌”的热潮。

广大指战员反映：“一首歌就是一
堂生动的道德教育课。”《军人道德组
歌》由《听党指挥歌》《爱国奉献歌》《爱
军习武歌》《官兵友爱歌》等 8 首歌曲
组成，基本涵盖了军人道德规范的重
要内容，可作为我军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教材。

这些歌曲久唱不衰，每逢重大活
动，官兵们必定高唱《听党指挥歌》：“金
星闪耀在军旗上／我们的原则是党指
挥枪”；在我国边海防线上，会经常听到
《爱国奉献歌》：“头顶边关月/情系天下
安”；在沸腾的演兵场，则到处回荡着
《爱军习武歌》：“战士责任重呀嘿／军
事要过硬呼嘿”；新兵入伍、老兵退伍
必唱《严守纪律歌》：“军号嘹亮步伐整
齐／人民军队有铁的纪律”；面对艰难
困苦的环境，《艰苦奋斗歌》此起彼伏：
“想一想红米饭南瓜汤／吃什么都觉得
香又甜／想一想爬雪山过草地/没有闯
不过的艰和险”。
《军人道德组歌》可以说是当代革

命军人的行动之歌、生活之歌、战斗精
神之歌、胜利进军之歌。

二

党指挥枪，军魂立于心。
《军人道德组歌》的第一首是《听党

指挥歌》。以前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大
都有过歌唱共产党的歌曲，如《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军队忠于党》
等。当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几
百万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歌词
一定要充分体现出党的绝对领导。经过
集思广益、反复推敲，开头两句选用了

“金星闪耀在军旗上，我们的原则是党
指挥枪”。

毛泽东同志早在 1938 年党的六届
六中全会上，就曾郑重指出：“我们的原
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1944 年 9 月 8 日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
上，在那篇《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第
一段话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
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
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
择，是永远不变的军魂，是历经枪林弹
雨和风吹浪打也毫不动摇的。

开始征求意见时，也有人从谱曲的
角度提出：考虑歌词句子不能太长，能
否把“绝对”二字删掉。我们一致认为：
“这不能拿一般的语法来衡量。”“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是不变的军魂”，这一颠
扑不破的铁律，一个字也不能少。

我对党的绝对领导有着深刻理
解。我于 1958年应征入伍，当兵前在乡
镇中学任教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出生在一个三代赤贫的家庭，是靠
政府的“救济粮、助学金”长大的。我唱
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共产党像太
阳/照到哪里哪里亮”。1964 年，我从连
队被调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从事歌
词创作，先后谱写了《八一军旗高高飘
扬》《十五的月亮》等上千首歌曲，将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写进歌词里
还是第一次。一位将军对我说：“我军
每一名官兵，每天都要唱几遍‘我们的
原则是党指挥枪’，要把这句话刻在心
坎里，落实到行动中。这是我们的建军
之魂，胜利之本。”
《听党指挥歌》歌词审定后，作曲遇

到了难关。过去一些重大题材内容的歌
词，有经验的作曲家往往是大词小唱，
采用民间小调，易唱易记易于流传。这
次遇到了大主题、重头戏，必须找到合
适的庄严旋律。如《人民军队忠于党》：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
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
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
东”，是一首队列歌曲，传唱久远。而《听
党指挥歌》：“金星闪耀在军旗上／我们
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党指挥枪／人民
军队党缔造／成长壮大党培养／党培
养／光辉的旗帜指引前进的方向／雄
师劲旅军威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
不变的军魂／人民战士永远永远忠于
党”。历史跨度大，歌词句子长，是伟大
的党指挥陆海空等诸军兵种部队的光
辉形象，曲调应该是气势恢宏的音乐
交响。

刚开始，邀请的是著名作曲家羊
鸣和臧云飞合作攻关，不料最初几稿

都不理想。后来又连续换了七八位作
曲家，还是达不到要求。最后，臧云飞
和羊鸣“再起锅灶”。第一句“金星闪耀
在军旗上”，音乐形象犹如“风展红旗
如画”；紧接着“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
枪”，音乐又重复了“党指挥枪”，歌声
豪迈而坚定。较长的一句歌词“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是不变的军魂”，音乐处理
得节奏分明，理直气壮。最后一句“人
民战士永远忠于党”反复歌唱，如举手
宣誓，惊天动地。
《听党指挥歌》成了全军将士“永远

忠于党”的誓师歌曲。

三

歌中有我，诗中有魂。
《军人道德组歌》不同于《长征组

歌》。《长征组歌》是歌唱中国工农红军
进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
组套曲，从告别苏区、遵义会议、四渡赤
水、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会宁大
会师，是一个链条，有地域特点，典型环
境，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

怎样把军人道德规范的重点内容、
要求，创作成抒情咏志的歌曲，每一句可
以单独成歌，连起来从内容到形式又是
一个组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
题。如《严守纪律歌》，开始写了《一盘棋》
的歌词，“楚河汉界，跳马出车，得有规
律”，是从一个艺术角度反映“遵守纪律”
的。征求意见后，认为军人道德规范中的
纪律是有具体条例的，如听从指挥，步调
一致，令行禁止。还有“要自觉遵守纪律”
等，这些“关键词”是任何形容词难以替
代的。一首歌词一般仅四、六、八句，还要
合辙押韵，将这些“关键词”都写进去是
根本办不到的。《严守纪律歌》，必须找到
一个感情的切入点。

后来，我想起在连队时的生活，对
“纪律条令”有亲身体会，于是以第一人
称进入：“纪律中有我，纪律中有你，纪律
中有无穷的战斗力。”作曲家听后一拍即
合，马上以一个战士严守纪律的姿态，自
豪地唱了起来。这首歌曲在连队广为传
唱，有的战士还把这歌词写成条幅，挂在
床头，作为严守纪律的“座右铭”。

时代在发展，跨进新世纪的人民军
队对歌曲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军人
道德组歌》由 8首歌曲组成，8首不能都
写成队列歌曲。每首歌词内容和形象各
有侧重，音乐形式也必须多种多样。《听
党指挥歌》是颂歌也是战歌，要写成国
歌、军歌一类的风格；《爱国奉献歌》是
一首抒发个人情感的歌曲，谱写成以苦
为乐、以兵为荣，生动活泼的通俗歌曲；
《艰苦奋斗歌》发扬革命老传统，叙事内
容较多，如果平铺直叙，很难成为佳作。

当时采取民间音乐刘三姐对歌的形式，
创作了一首男女对唱、妙趣横生的表演
唱歌曲：“（问）什么花开似火焰哪／似
火焰嘿嘿／什么人不怕远征难／远征
难嘿嘿。”（答）“传统花开似火焰哪／似
火焰嘿嘿／红军不怕远征难／远征难
嘿嘿。”其他每首歌都组织了创作攻关，
使得专业演员能唱，普通群众也可以演
唱，雅俗共赏，军民同唱。

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采取专
家、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实践证明是行
之有效的。《军人道德组歌》不仅可以歌
唱，而且要求广大指战员切实践行。歌
词中的“关键词”必须准确鲜明，即使有
几句诗情画意的词句也不能远离主题。
每首歌都优选了词曲作家和著名歌唱
演员参与，每首歌都深入连队教唱试
唱，反复征求群众意见。这次《军人道德
组歌》的创作活动，影响是巨大而深远
的。特别是多媒体的宣传推广，迅速掀
起了全军学唱《军人道德组歌》的热潮。

四

坚定文化自信，唱响强国强军歌曲。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兴盛”，为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指
明了方向。一曲新颖、豪迈的《强军战
歌》，揭开了新时代军旅歌曲的序幕，唱
响了强国强军的光荣和梦想。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文化的
军队。诗为心声和誓言，歌壮军威，历
来是伴随着战斗行动咏唱的。早在建
军初期，人民军队就高唱起《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义勇军进行曲》《八路
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官兵又唱
响了《我是一个兵》《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歌》；改革开放后，又谱写了《军港
之夜》《当兵的人》等。《大刀进行曲》
《到敌人后方去》，是直接的战斗行动
歌曲；《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已
成为音乐史诗经典。我们的军旅歌
曲，富有战斗性和震撼力。一个“杀”
声，激发血性，忘我战斗；“一二三四”
的呼号，不只为步伐整齐，而是如龙
吟虎啸，豪气冲天。

军旅歌曲，本身就是无穷的战斗
力。我们的国家已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我们的军队已向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奋勇进发，我们也应谱
写出符合新时代、新使命征程的军旅
歌曲，唱响我们的“航天之歌”“航母之
歌”“中国蓝盔之歌”“改革强军之
歌”……我们的歌中有军魂、有民族
魂、有国魂。

听吧，我们的强军歌声多么雄壮！
我们的强国歌声多么嘹亮！

强军歌声多雄壮
■石 祥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来到陕西
武功县苏武故里，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
生于武功县、葬于武功县的西汉大臣苏
武，手持汉节，与匈奴斗争 19年，用他刚
毅勇敢、忠诚不屈的性格，诠释了忠贞品
质与爱国情怀。

在我看来，武功县这片土地，厚积着
坚韧不拔、迎难而上的民族精神。

早在4千年前，这块神奇而富饶的土
地就滋养孕育了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民。
先民们在这里创造安稳生活，推动社会发
展的峥嵘岁月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
懈努力，慢慢地将那忠勇仁义、刚烈质朴、
正直善良、顽强拼搏的美德融入祖祖辈辈
的血液，形成了武功人特有的性格与气节。
其中不乏精忠报国的英才先贤。纵观武功
县史，历代名人或以文韬修身治国，或以武
略建功立业，都在历史长河里发出了耀眼
的光芒。长于斯地的周族始祖后稷，曾教民
稼穑，辛勤劳作，从而使人类告别了长期以
采撷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过上了种植粮
食、发展传统农业生产的稳定生活。

有一种光辉，或许是苏武忠勇刚烈血
脉的延续。仅明《武功县志》记载，武功县苏
氏家族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历代，就有36人
以忠厚诚信、刚烈耿直、朴素仗义的品质或
为国奋斗、或为民服务、或英勇对敌。他们
都是名垂青史的英烈典范，让人无不敬佩。
其实，让人敬佩的还有李世民。他当上皇帝
后，曾先后4次回到武功“欢宴赐闾里，涕
泣叙旧事，免赋赦囚徒。”特别是他为赴宴
来迟的长者“三让御椅”的故事，至今都在
武功县广为流传。

宋代的文武全才游师雄也有着坚韧
不拔、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他在任陕西通
判期间，整天不辞辛苦，普查关中文物古迹
保护情况；呕心沥血，完成了昭陵、乾陵、华
清池和九成宫壁画的绘图与名衔记录工

作。还有一身正气、为官刚直、不阿权贵，因
刘谨案受到牵连而被削职为民的明代状元
康海，回家后以顽强的斗志，编写了中国古
典名剧《中山狼》和享誉海内外的《武功县
志》；他以极好的心态放歌泉林，为秦腔的
发展建树立下不朽的功勋。还有勤俭朴素，
一生著书立说的海内大儒，清代翰林孙景
列；执著跟随孙中山为推翻帝制奔走呼号
的革命先驱焦易堂；还有任劳任怨、一生致
力于汉墓文物考古研究，已成为国家有突
出贡献的专家王志杰……他们在各条战
线上展现才华，建功立业，成为武功人的
骄傲与光荣。

在武功县大地上，我感受到一种浩
然之气，这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在秉
承历史、革故鼎新、发展经济的关键时
刻，武功人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创造出
无愧于先辈、无愧于时代、造福于子孙
的宏图大业。

浩
然
之
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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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武长青退伍是团里的一件大
事，团长不光派吉普车送他去火车站，
还派连长亲自把他护送到家里。

武长青是战斗英雄，荣立过一等功。
当时，全连官兵向山上的敌人发起猛攻，
战友踩上敌人埋下的地雷，他把战友扑倒
在地，自己的右腿被弹片炸得稀烂。

妻子明霞送走连长，又送走前来探
望丈夫的亲朋好友，才摸着他那空荡荡
的裤腿，忍不住流下泪水。武长青冷冷
地问她：“哭啥？”明霞醒悟过来，赶紧抹
掉眼泪，替自己辩解：“我没哭。”

武长青在野战医院的病床上，早已
下过决心：他要和明霞离婚。

当他看见明霞比自己想象中的还
要难过，更是铁下心来：“明霞，咱俩离
婚吧。”“不离！”明霞脱口而出，斩钉截
铁。“不离不行！”“为啥？”“我一个人过
日子，舒坦。”

那年，武长青到了退伍年限，父亲让
他提前请假回家，跟明霞结婚。明霞也有
这个意思。十里八村的小伙子都想娶明
霞，村里人都知道明霞找了个当兵的。武
长青没钱给明霞买金戒指、金项链，明霞
也没怪他，只提出两个要求：一是结婚前
俩人一起在家门口栽棵小树，二是要武
长青穿着军装和她举行婚礼。这两个要
求都不过分，武长青没有二话，跑到苗圃
选了一棵胳膊粗的榆树，跟明霞一起栽
在了自家门口。结婚那天，武长青也没让
明霞失望，婚礼上，他那一身绿军装比新
娘子的婚纱还抢眼。明霞很满意。结婚没
到一个星期，武长青就接到部队紧急通
知，立即停止休假，马上归队。三个月后，

武长青开赴南方前线。
明霞知道武长青在前线负伤了，但

不知道他右腿被截掉了。军裤还是两条裤
腿，左边裤腿里面鼓起一块块结实的肌
肉，右边裤腿里什么也没有。他右胳膊架
着拐杖，右边那条裤腿空荡荡地吊在左腿
和拐杖之间，看起来十分扎眼。

明霞觉得武长青右边的裤腿有点
多余，就跑到镇里给他买回一条裤子，
剪掉右边大半截裤腿，又把裤筒小心地
缝起来，才把裤子拿给他：“长青，我给
你新买一条裤子，你把军裤脱下来吧，
省得裤腿老是吊着。”武长青总算在明
霞身上找到了借口，大叫着说：“我不穿
缺腿的裤子，你这是明显看我不顺眼，
离婚！”明霞愣怔了半天才缓过神来。

村里很快传出议论，说武长青少条
腿干不了活，脾气却大；说明霞命太苦，
结婚还没孩子，往后的日子可咋熬？明
霞的父母也劝她：“不生孩子挺好，利手
利脚的没啥牵挂。”这话，明霞听得明
白，伤心地撂下一句话：“他还有条好
腿，你们不用这样劝我。”明霞从娘家回
来，就跟武长青商量：“长青，咱们生个
孩子吧！”“不生。”明霞心里苦，武长青
退伍回来，不让她碰他。她忍住泪水问
他：“总该有个理由吧？”武长青看见明
霞眼圈里的泪花，狠着心说：“我是残疾
人，养不起孩子！”

武长青把战友推出雷区，也决心把
明霞“推出”家门。武长青不跟明霞一起
住，也不吃她做的饭。

武长青看见明霞站在家门口，老是
望着那棵茁壮成长的榆树发呆，便拎着
斧子出来砍树。明霞瞪起眼珠子问他：
“你干啥砍树？”“留着它没用。”“这树是
我栽的，你不能砍。”“这树也是我栽的，
咋不能砍！”明霞威胁他：“这树一人一
半，你不能砍到我那一半。你不是想离婚
吗？你敢伤到我那半边的树，哪怕伤到一
丁点儿，你也别想离婚。”武长青气哼哼
地收起斧子，“这树咱俩一人一半，你要
哪半？”“可你先要。”“我要南面那半，北
面的归你。”“行，我还有一个条件，你砍
南面那半树，包括砍掉一根树枝，都得经
过我同意，不然你别想离婚。”

各种风言风语比旋风还快，从村头
刮到村尾。“一条腿能干啥？就是一根会
喘气的木头。”“听说是长青想离婚。”
“哪能呢，长青又不是傻子。”议论刮进
长青的耳朵，他趁明霞下地干活的工
夫，拿着菜刀把树干南面的树皮刮下一
条，又用毛笔在树干上写下 7个大字：
“我要跟明霞离婚！”

这7个大字像7块磁铁，牢牢吸引着
村里人的眼睛，也像 7把尖刀，锋利地插
在明霞心上，她含泪问武长青：“你到底
为啥离婚？”“我是英雄，看不上你了。”
“这不是理由，也没有人相信。”“那

你说，啥理由能离婚？”明霞回说：“咋样
你才不离婚？”武长青狠狠地盯着她：
“除非我刮掉的那块树皮再长出来。”
“好，你是男人，说话算数？”“算数！”

打那以后，人们看见明霞天天用手

去抚摸那棵榆树的伤口，还经常靠着那
棵树一站就是半天。冬天过去了。春天
过去了。夏天也过去了。秋天来的时候，
人们忙着收割庄稼，明霞也忙着收割庄
稼。一天，武长青看见明霞把粮食全都
收回来了，拄着拐杖慢慢走向那棵榆
树。突然，人们看见武长青抱住那棵树，
大叫了一声：“明霞呀！”

人们好奇地凑过来，惊讶地发现，当
初被武长青刮掉树皮的树干，竟然长出
一个心形的结，那毛茸茸的结，把树干上
“我要跟明霞离婚”7个大字遮得严严实
实。只见武长青用手指轻轻触摸着那块
新长出来的树皮，仔细搜寻着什么。可他
找了一遍又一遍，也没找到他要找的东
西。武长青拄着拐杖默默地走回屋里，把
自己的被褥从西屋搬到了东屋，又把自
己的碗筷也放进了明霞的碗柜里。

第二年秋天，明霞生下一对可爱的
龙凤胎。

夫妻树
■刘洪林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山楂已红，秋色正浓
（外一首）

■杨志学

山楂的颜色我熟悉

只是，只是今天我才似乎真正注意到

它竟然红得那样淳朴、纯正而又彻底

这是那种本色的红，忘我的红

它又红得那样饱满而热烈

当我看到它们悬挂枝头

与绿叶打成一片、连在一起

这分明又让我感觉到

它的红，还是那种有生命力的红

凝视它们，我想到了

生命与生命的联系以及

生命与养分的关系

望着树上红红的山楂

圆圆的山楂，可爱的山楂

我猛然又发现

枝头的山楂们

一束束，一团团

抱得紧紧的

是的，它们是一个集体，一个整体

一团团山楂是一个小的集体

一棵树上的山楂是个稍大一点的集体

满山坡的山楂，是个不容忽视的更大的集体

蓝天下，山楂挂满枝头

以沉甸甸的果实

向世界呈现自己的形象和实力

你是清水

你是清水，你是清水

我从北到南寻找你

你是清水，你是清水

向世人表明，你是一种有品质的水

当人喝下你的百年泉，一股清流

流进了身体，神清气爽，滋心养肺

你是清水，你是清水

用事实证明自己是毋庸置疑的活水

你流淌，你澄清，你过滤

从源头一路走来，储存到这里

你是清水，你是清水

人们在评说，你就是大自然最初的水

怀抱着清清亮亮的初心，抗拒着世间污浊

流淌出理想的水、洁净的水

你是清水，你是清水

我跋山涉水走向你，问候你，歌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