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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时光

迷彩芳华

在中国，有这么一首歌，它诞生于
黄土高原，被改编和广为传唱后，不仅
创造了演唱人数和演唱次数的纪录，还
曾搭乘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向
太空。这首歌就是《东方红》。

东方红 太阳升

在黄土高原的梁梁峁峁上，人们总
是习惯用歌声来抒发情感。每当东方
露出晨曦，黄土地上便会响起粗犷豪
放、热烈率直的歌声。“一个在那山上，
一个在那沟，咱们见不上个面面，招一

招手……”陕北的沟沟壑壑限制了人与
人地域间的交往，却阻隔不了原生态的
民歌在大山间回荡。

1903年，在陕北佳县张家庄一户穷
苦农民家里，李有源出生了。家境贫寒
的他只念了几个月私塾就回家当了放牛
娃。虽然生活艰难，但在放牛时，他总是
带着书本，一有空就念念写写，对着大山
唱信天游。听着沟底山羊的叫声、圪梁
上吆牛的嘶喊，他练就了“揽羊嗓子回牛
声”，不但能唱民歌，还能写一些民歌。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打土
豪、分田地，穷苦人翻身做了主人。世
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的老百姓
开始过上了好日子，纷纷用歌声表达对
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拥护。李有源也编
了一首歌：“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穷苦人
翻身当了家。毛主席领导咱闹革命，昔

日牛马坐天下。”

1938年，我国著名音乐家安波等人
将流传于西北的民歌《芝麻油》填上了
新词。“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
路军的粮……”填上新词的歌，名叫《骑
白马》，契合了全民抗战的心声，很快便

在陕甘宁边区传唱开来。
1942 年 5 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要为工
农兵服务”。李有源觉得自己以前是受
苦的农民，新社会使他翻了身，就想写
一首能反映像他这样的劳动人民心声
的歌。但接连写了好几首，他都不满
意，总觉得不能完全表达内心的感受。

初冬的一个早晨，李有源起了个大
早，挑着担子进城卖菜。当他爬上一道山
峁峁时，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亮了陕北
高原，也照亮了他的心。他突然想到，毛
主席和共产党不正是驱散黑暗、给人民带
来光明的红太阳吗？咱老百姓世世代代
受苦，眼下好日子才开头，不就像这眼前
旭日东升的光景吗？于是，他情不自禁地
用《骑白马》的调子唱出了头两句：“东方
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又想到，自从佳县解放，人民翻了
身，日子一天比一天强。要不是毛主席的
好领导，哪有老百姓的今天？于是，他又
接着唱出“他为人民谋生存”这一句。但
最后一句卡住了，一时想不出来。他挑起
担子往县城走，边走边想。当他走到城墙
根前，看到墙上写着“毛主席是中国人民
的大救星”时，心里一下子豁亮了，这不正
是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吗？于是，最后一句
歌词也编了出来：“他是人民大救星”。

就这样，第一段有了。他又写出了
第二段、第三段……既有叙事，又有抒
情。因为第二段后面的歌词都是反映
老百姓响应边区政府号召，移民开发荒
山、追求幸福生活的，所以歌曲起名《移
民歌》。此后，李有源的侄子、农民歌手
李增正也改编和多次演唱这首歌。

从《移民歌》到《东方红》

1944年 2月，作曲家马可随延安鲁
艺秧歌队来到佳县慰问演出。当演出
队归来准备休息时，突然从窗外传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的歌声。这曲调熟悉、歌词新鲜的歌声
一下子吸引了大家。他们循着歌声找
过去，看见一个青年农民正站在一群老
乡面前教唱。这个青年就是李增正。
经过李增正的引见，马可在第二天见到
了李有源，了解了这首歌的创作过程，
并记录下歌词。

不久，马可在延安 《解放日报》
上撰文《群众是怎样创作的》，介绍了
李有源和他的侄子李增正如何编写
《移民歌》，并刊登了歌词。

1944 年秋末冬初，文艺工作者公
木、孟波、刘炽、于蓝等在各地收集民
歌时，将这首在当地广为传唱的《移
民歌》收进了《陕北民歌选》一书。此
时，歌名还叫《移民歌》。

1945 年 9 月，为响应中央“向北
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公木、刘
炽与鲁艺师生 60 余人组成“东北文
艺工作团”，从延安起程前往东北。

抵达沈阳后，文工团决定组织一
场文艺晚会来宣传党的政策。在筹备
过程中，公木、刘炽、高阳、田方等人
着手改编《移民歌》，作为晚会的重头
戏推出，由公木负责记录、整理。其
中，第三段“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
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

人民得解放”是公木在行军途中写的
诗《出发》中的句子。公木还将第一
段歌词中的“谋生存”改成了“谋幸
福”。新歌词完成后，作曲家刘炽在
《骑白马》小调基础上对速度、节奏、
唱腔等都做了相应的加工，并把歌名
由《移民歌》改成 《东方红》。这首歌
在晚会上一经演出，便立即在人民群
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从“谋生存”到“谋幸福”

从《移民歌》到《东方红》，李有源是最

早的编写者和传唱者。在传唱过程中，参
与改编并知道姓名的就有李增正、马可、
公木、刘炽、高阳、田方等。正如李有源自
己所说：《东方红》不能说完全是我一个人
创作的。那是许许多多热爱毛主席，热爱
共产党的干部和群众集体创作的。
《东方红》不仅是人民集体创作的

结晶，也是人民情感的真挚表达。从最
早的“他为人民谋生存”改成“他为人民
谋幸福”，见证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不只是为了谋
生存，更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要建成一个崭新的中
国。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和使命；正因为“毛主席，爱
人民”“共产党，像太阳”，所以人民才
会自发地赞颂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
“是我们的带路人”，才会自发地歌颂
共产党“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
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才会经久
不息地传唱《东方红》。

1949年 10月 1日，当毛主席站在天
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庄严时
刻，奏响的背景音乐就是《东方红》。
195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由
编钟演奏的《东方红》。《东方红》随着广
播，响彻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1970
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
一号”成功发射，乐曲《东方红》伴随着
卫星升入太空，让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国
的声音。

走进新时代，这首诞生于黄土高原
民间音乐沃土，表达人民朴素心声的
歌，又通过民歌新唱等形式被演绎为多
种版本。《东方红》唱出了共产党人“为
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带领人民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永续奋斗
的信念和决心，必将穿越时空，成为永
恒的经典。

初 心 的 回 响
—歌曲《东方红》创作前后

■钱均鹏 党捷睿

作为一名战争亲历者，著名军旅作
家徐怀中在作品中总能以一种不同的
视角塑造人物形象，向读者展现独特的
战场环境和战地生活。其获得茅盾文
学奖的长篇小说《牵风记》借助一种浪
漫的美学想象，在战火硝烟中建构军人
形象，继《我们播种爱情》和《西线轶事》
之后，再一次翻开了当代军事文学创作
的新篇章。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军队吸引了大批优秀知识分子
和青年学生加入，在提高了军队整体
文化素质的同时亦大幅提升了战斗
力。他们为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
大贡献，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
命，这些都为徐怀中的创作提供了动
力。他曾说：“到了晚年，我想我应该
放开手脚来完成我最后的一记。现在
我所交出来的《牵风记》，不是正面去
反映这场战争，而是充分运用我自己
多年来的战争、战地生活积累，像剥茧
抽丝一样，把它织成一番生命气象。”

小说《牵风记》以 1947年晋冀鲁豫
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讲述了
独立第九团在艰难突破封锁、进行战略
转移期间，女文化教员汪可逾带着革命
信仰投奔光明，却在 19岁时壮烈牺牲
的故事。全书笔墨的重点没有放在硝
烟炮火和宏大战争场面上，而是紧紧围
绕一张古琴、一匹军马和三个人，谱写
了一曲唯美又浪漫悲壮的战地恋歌。

怀抱古琴出现在独立第九团的北
平女学生汪可逾，天真、纯净、执着又
涉世未深，似硝烟弥漫的战场中的一
汪清泉，就这样映入了团长齐竞的眼
帘，也逐渐流入了他的心间。汪可逾
身上的诗情画意与浪漫主义色彩，既
有家庭原因，也出自天性。这种天性
仿佛给危险灰暗的战争生活带来了光
亮，也带来了希望。

齐竞是第三方叙述主体，在文中重
要事件和人物关系中起到了很好的连接
作用。他是曾留学海外且文化修养深厚
的指挥员，擅长带兵打仗，而且能与汪可
逾进行文化艺术上的交流。但战事紧
张，主客观原因导致相互爱慕的两人在
战场上必须分开行动。后来，两人产生
误会，再次相见时，汪可逾已经牺牲。齐
竞因此陷入了漫长的痛苦自责。

在汪齐二人于战略转移中分开时，
骑兵通信员曹水儿作为汪可逾的护送
者上升为“第二主角”。他曾是齐竞的
警卫员，在书中属于“成长型”形象。汪
可逾的才华与性格从某种程度上对“放
浪不羁”的曹水儿产生了“净化”作用。

滩枣，是一匹军马，善作战、有灵
性。行军路上，它是齐竞的坐骑，汪可
逾的知音，曹水儿的朋友。它能听懂
汪可逾弹奏的《关山月》，能很好地领
会曹水儿的意图，能找到汪可逾死后
的溶洞。

在徐怀中眼里，这是“一部具有严肃
宏大叙事背景的‘国风’式的战地浪漫故
事”。一边是战火纷飞，一边是高山流
水，浓厚的诗意与浓重的悲壮感交相辉
映，战争中美丽的容颜、动听的音乐、美
好的人性、浪漫的诗情画意与战争的残
酷、危险、血腥，形成了鲜明对比。

书中，汪可逾与古琴是一体的。
不难看出，二者都是古典与美好的象
征。结尾处，古琴被掩埋、汪可逾死
亡，齐竞将找回的残缺古琴带回家时
时弹奏，可见古琴是汪可逾的另一种
存在，它也见证了所有人的经历和最
后的命运。徐怀中在采访中提到：“汪
可逾一生梦想所追求的，正是逆时针
回返历史的原点，听到这个世界上最
初始发出的那一声古琴空弦音。古
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别光
彩的符号出现在这部长篇中，是塑造
汪可逾艺术形象不可缺少的要素之
一。同时，我也借用这件古老乐器的

大美之音，不断延伸与强化了小说的
主题内涵。”

曹水儿与军马滩枣仿佛也是一体
的。他们都跟随指挥员，他们灵魂中
存在的美好都在与汪可逾的相处中被
唤醒。从汪可逾温存地对待滩枣，为
它弹奏《关山月》，到最后滩枣竟奇迹
般地找到汪可逾的遗体。这里运用的
超现实手法，让军马与人建立了微妙
的联系。

小说除了描绘战场上军人所表现
出的英勇无畏之外，还有丰厚的人物情
感表现。比如开头对于汪可逾在音乐
会上形象的塑造，突破了战士形象的
“脸谱化”特征，展现出人物身上多才多
艺、返璞归真的美感，写出了战场上美
的存在与力量。
《牵风记》的故事背景是我军在

解放战争中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
攻转折期里艰难的一段时光。国民
党的围追堵截，团练武装的袭扰……
这些都是徐怀中的亲身经历，但他没
有特意渲染其中的艰难，而是仍充满
了信心与希望。正是因为有无数对胜
利充满信心、充满希望的革命者，才有
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才有了中
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以一张老照片和汪可逾标志性的
微笑为开头，引出战火纷飞中的一张宋
代古琴和一段凄美又荡气回肠的战地
故事，《牵风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切入
战争，“小船拨转头来，驶入了亦真亦幻
的另一重天地”。小说寓意空幻悠远，
采用泼墨大写意的手法，通过大量生动
细节的刻画，为人物形象的丰满与鲜活
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不妨说，这也正是
从微观世界到宏观层面，从形而下到形
而上的彼此呼应，融合为一个有机整
体。”而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不论
环境多么恶劣，作者赋予了书中人物坚
强的信念和昂扬向上之气。

或许，《牵风记》牵的是关雎之风，
也是历史风潮之风，更是 91岁高龄的
徐怀中对大别山经历刻骨铭心的怀旧
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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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已匆匆流过 20多年，但当年在
军校看电影的种种轶事，至今仍历历在
目、难以忘怀。

1994年 9月，我考入原南京炮兵学
院。记得第一天报到时，经过学院大礼
堂路，看到北操场南侧有一块长约 20
米、高约 15米的白色水泥墙，正对着马
路东面的大礼堂，墙的东侧是一块非常
开阔的水泥地。当时不知道这块地方是
干什么用的，后来听中队的教练班长说，
这是学院的露天电影场。那块水泥墙就
是电影屏幕，电影机在大礼堂三楼，每周
四放电影时通过窗户投放到水泥墙上。

入学大约一个多月，我们外出拉练
结束后，崭新的制式皮鞋发下来了。教
练班长说道：“发皮鞋了，以后就可以看
电影啦！”听了这话，大家颇为不解，难
道看电影还非得穿皮鞋？

发皮鞋的第二天，中队找来补鞋
匠，给我们每人的皮鞋底前后左右钉了
4个铁鞋掌。穿着皮鞋走在水泥路上，
“咔咔”的声音十分响亮，让穿惯了“解
放鞋”的我们一时竟有些不适应。

周六早晨，中队值班员通知：“全队
早饭后着夏常服，穿皮鞋，不扎外腰带，
带马扎，中队门前集合，训练看电影。”

听到通知，大家都有些纳闷：“看电
影咋还训练？”

集合后，听队干部下达完训练课目，
才知道是训练看电影的入场式。由值班
员带队，我们 140多名学员成 4路纵队，
迈着整齐的步伐第一次来到电影场。

入场式训练主要包括“带马扎跑

步，立定，整队，放马扎，坐”几个内容。
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首
先，跑步要求整齐划一，“砸”地有声；呼
号要求声音洪亮，短促有劲；立定要求
准确到位，靠脚有力。这时候皮鞋上的
鞋掌就起作用了，哪怕有一个人跑或立
定不整齐，都很容易听出来。

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放马
扎”。放马扎，分为准备马扎、放、起 3个
动作。准备马扎时要求身体不动，左手
将马扎递到身后，右手打开马扎并握住
马扎外侧上方支架，听到“放”的口令后，
要统一身体向右下方倾斜，背部要基本
保持在同一个平面，同时将马扎放置身
后。说放置其实并不完全对，准确地说
应该是“砸”到身后，“砸”地时必须迅速
干脆、整齐有力。起身后，马扎须保持横
竖都在一条线。刚开始，大家怎么都放
不齐，“砸”地的声音七零八落、此起彼
伏，起身后马扎也是横七竖八，甚至有倒
在地上的。经过几次训练，总算是有模
有样了，140多人基本能保持一致。

最后一个内容“坐”相对简单，但要
求也不低，大家须基本在一个水平面统
一坐下。按照队干部的话说，整个队伍
坐下的过程要像一整块板子似的落下，
不得上下起伏，坐下后要双手放膝盖，
挺直腰杆、纹丝不动。

上午训练结束，队干部集合讲评时
专门说道：“根据学院通知，下周四晚，
新生就可以参加看电影。但能不能看，
还要看大家后面几天的训练情况，训练
效果好，可以看；不好，下周四晚上只能
在南操场训练入场式。”

入校近两个月，一直忙于训练，大家
都对看电影充满期待。因此，接下来的
几天，大家都铆足了劲，休息时间也会自
觉地练习“放马扎”。

终于等到周四。因为有了几天来
的自觉训练，效果比上周六要进步不
少，队长那张黑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
容。训练结束讲评时，队长郑重宣布：
“今晚看电影！”

晚六点半，值班员吹哨集合。队伍
带往电影场时，一路上大家心情激动、
士气高涨，那感觉仿佛不是去看电影，
而是去参加国庆大阅兵。站在集合地
点，第一次看着全院学员列队依次入场，
那场面还是非常震撼的。仔细听，能听
出“老生队”和“新生队”的区别：“新生
队”步伐整齐，皮鞋因为是新钉掌，落地
的声音比较响，但可能是紧张的缘故，明
显节奏有些快，间或还有个别人“冒
泡”。“老生队”跑起来就自然顺畅多了，
不急不慢富有节奏，那声音听着都是一
种享受。

轮到我们队入场时，队干部又专门
交代检查下鞋带、马扎，跑时步伐要放
慢，四步立定节奏感要强、靠脚要有
力。进场，队长、教导员在最前排带队
压着步伐，总体感觉不错。到达指定位
置后，队值班员下达口令：“向前对正！”
所有人都紧张地移动小碎步对正看
齐。“准备马扎”，随着一声“放”的口令，
所有马扎齐刷刷地“砸”在地上，声音整
齐划一、干脆响亮。

电影正式放映前，还有段大约 10分
钟的“影前新闻”。那时的“影前新闻”，
是各学员队报送的，采用幻灯片加现场
播音的形式，主要报道各中队一周以来
的工作亮点。“影前新闻”的编辑、播音、
配乐等都是由学员担任。

那个年代，没有如今随处可见的网
站、微信等宣传媒介，学员队想在全院
公开宣传，“影前新闻”是重要的平台。
全院有 16个中队和 5个连队，但每期只
播出 5 至 6 个单位，竞争是非常激烈
的。所以每则“影前新闻”虽然只有短
短两三分钟，但各队领导都很重视。

影片当时是由原南京军区文化站
提供，在片区各部队间流转。经典的战
争题材影片比较多，新片相对少一些。
但无论放什么片子，大家对每周看电影
都非常期待。

如今，军校文化生活有了质的飞
跃。学员集体看电影，坐的是大礼堂，屏
幕是LED大屏，看的是数字电影。无论
是影片清晰度，还是新片上映时效，都远
超过去。“影前新闻”那种“有点土”的宣
传方式，现在也很少有人知晓了。只有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炮院”，路过原来
的电影场时，仍会记起入场时那铿锵的
步伐，那整齐划一的青春队列……

看电影轶事
■项志明

进入冬季，为使官兵能

在寒冬季节吃上美味可口

的蔬菜，新疆军区某合成团

炊事班的战士们开始了新

的忙碌。这幅作品拍摄的

是 战 士 们 晾 晒 白 菜 的 场

景。画面构图饱满，具有生

活情趣，人物表情喜悦生

动，展现出基层官兵的朴实

与快乐。

（杨勇涛）

纳冬储
■摄影 周凯威

兵 漫

阅图

铁拳部队铁拳兵
■徐金鑫

1.侦察敌情练协同。 2.识图用图习技能。

3.团结合作砺斗志。 4.训练场上强体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