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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祖
国颂》《英雄赞歌》……这些脍炙人口的
旋律，出自著名作曲家刘炽之手。刘炽
先生是我的恩师，师生情长四十年，和他
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便成了我恒久的记
忆。今年是刘炽老师百年诞辰，那一页
页记忆自然地打开了，我仿佛又回到了
昨天。

1958年1月，刘炽随文化部下放干
部来到我们苏北宝应劳动锻炼。春节
前，他们中央实验歌剧院的下放干部在
宝应县工人俱乐部排练歌剧《白毛女》片
段，悠扬的笛音勾住了我的神魂，担任笛
子伴奏的正是刘炽老师。我自幼便爱弄
笛，经工人俱乐部的老许同志引荐，我吹
了一曲《黄水谣》，他便收我为徒；我鞠了
三个躬，便拜他为师：做梦也没想到这么
简单。

当时刘炽老师住医院开痔疮，第一
堂课就在病房里，他坐在病床上给我讲
笛子的修理，如何校正音准。另外有两
个同学在跟他学作曲，他也让我学作
曲。除了学习音乐基础理论，我们每周
还要写一首歌，他就坐在病床上给我们
讲课和批改作业。犹记我的第一首歌曲
习作《栽红苕》，免不了稚嫩，他却说我有
想象力，给我以鼓励。病体稍愈，他就坐
在医院的草坪上给我们讲欧洲的音乐
史。约近一个月，我们就生活在这音乐
的氛围里，音乐细胞在接受着刘炽老师
的滋养。

后来他出院了，我们每周六课后跑
五六里地，去他下放的老鸦庄上课。下
放干部和社员实行“三同”（同住、同吃、
同劳动），一天三顿稀饭，生活很艰苦。
刘炽老师手术后需营养，就托老许买些
蛋糕，由我们放在书包里捎去。囿于当
时的政治气氛，这也是悄悄的。

田头河边就是我们的课堂，他给我
们讲课，批改作业，有时我们还和他一起
劳动。刘老师有支短笛，我们就用芦苇
仿制了一管。他试吹了一下，说是很有
印度芦笛的韵味，夸奖了我们。以后每
去老鸦庄，渐近村子了，我们便吹起芦
笛，刘老师便仿佛听到了我们的足音。
我们的教与学便多了别一番情趣。

其时我就住在工人俱乐部，刘炽老师
上城开会常和我住一起，我也便多了接受
刘炽老师教诲的机会。那会儿我们都在
做第三套广播体操，那明朗热烈的乐曲就
是刘炽老师创作的。一天晚上，他亲手写
下了曲谱，给我讲了回旋曲式。那载着他
手迹的笔记本，2016年我赠给了延安鲁
迅文化园珍藏。一次恰巧电影院放映《上
甘岭》，他和我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就着电

影的播映，轻声地给我们分析其中的音
乐，如此无比亲切的现场口授，让我们感
受到了他创作的《上甘岭》音乐的博大深
情，深化了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刘炽老师
十分热爱和重视民间音乐。淮剧是我们
宝应的地方戏，曲调婉转缠绵，一次他跟
我们去城南剧场看了一折姑嫂对唱，一直
赞赏不已，受他的感染，我们也有了对戏
曲音乐的亲和。

为了给即将召开的扬州专区四级干
部大会演出，王金陵、王春元创作了反映
积肥的小歌舞剧《大揪什锦汤》，刘炽老
师又拿起了笔流淌旋律，谱写了十来首
歌，由歌剧院的演员排演。正巧暑假里，
他们乐队人少，刘炽老师就引荐我们参
加他们的乐队，我吹笛子，陆展拉二胡。
一个星期的排练，我们沉浸在刘炽老师
的旋律里，受着艺术的熏陶，也领略到了
刘炽老师一旦进入创作情境而抛开个人
忧愁的宽广胸怀。

过后一两个月，听说下放干部回京
了，我真的有些失神，刘炽老师就要离开
我们了，更觉得与他在一起分分秒秒的
可贵。就在离别前，他给扬州专区几个
文化干部讲歌剧《白毛女》的音乐创作，
我们也去听了课。我的父兄设家宴为刘
炽老师饯行，乘隙他给我讲了变奏的知
识，上了最后的一课。

离情依依，拿什么来给刘老师送别
呢？我们选了光洁如玉的芦管，精制了
两支芦笛，刘老师接受了我们的一腔纯
真，并在东风饭店宴请了老许、陆展和
我，又在县干部招待所跟我们一起合影

留念，至今我珍藏着这幅照片。他还给
我们留下了告别宝应的一曲优美深情的
水乡颂歌——《千里运河水流长》，至今
我们这一辈宝应人还常常唱起它。

1989年 10月刘炽创作50周年音
乐会在北京举行，我和梁兆麒同学应邀
去了，从此有了我们师生分别三十年后
的一见。他深知我们来趟京城不容易，
就在他住的那幢楼里跟人家借了一间
房，安排我们住宿。10月10日音乐会
首演的那一天，东北也来了两个客人，中
午我们就在大羊坊小小地聚宴，我执厨，
几色江南菜肴，席间喝了我带去的家乡

“松龄老窖”，推杯换盏间，跟着刘炽老师
一起高兴。

刘炽老师为什么热爱给基层写歌？
在陪他去理发的路上，我问他。他说：

“人民需要音乐，人民不是抽象的，是由
各种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爱好的人
组成的。为所需要的一部分人作曲，也
就是为全体人民服务。音乐是人民创造
的，把音乐还给人民，是世界上任何真正
的音乐家所遵循和追求的。作曲家的创
作不是为了几个给自己捧场的内行，而
是为了更多的外行。他们需要娱乐，需
要美的享受，应该给他们写，满足他们的
需要，而使音乐真正发挥美育和鼓舞人
心的作用。内行往往评头论足于某些技
术，外行才是真正的评论家。他们的评
论不是技术的，而是心灵的直感。”我第
一次听到了他的心音，方懂得作曲的真
正的目的和意义。

在京一起回忆往事，他不止一次地

提到了老鸦庄的乡亲，提到了我的母亲，
便知他对宝应一往情深。我与县政府有
关部门领导联系，1990年5月，邀请刘
炽老师重返第二故乡宝应终于成行。

到宝应后，当地文化界为他举办了
欢迎音乐会，演出了许多刘炽老师的音
乐作品。他给宝应的音乐爱好者作了题
为“祖国万岁”的音乐讲座，讲述了自己
的艺术人生和音乐创作。他语言幽默，
间以逸闻轶事，妙趣横生。当时的华县
长拜望他，他又提到了歌曲《千里运河水
流长》，“那时的宝应，没有歌里写得这么
好，那是一种理想，现在实现了。艺术家
就应该有理想，应该是个理想主义者！”

那次，宝应电视台和宝应广播电台请
刘炽老师写开始曲，他爽快地答应了。他
熟悉地方的民歌，要用宝应的《锣鼓车》和
扬州的《拔根芦柴花》改编，我抄写了曲谱
给他寄去。已是冬天了，他给电台、电视
台创作的管弦乐《开始曲》完成了，并联系
中央乐团演奏，我和电视台的同志一起去
了北京。录音的那天晚上，我们和在北京
的几个老乡都去了，随着旋律从管弦中流
出，乐曲又把我们带回了家乡。最是那
《锣鼓车》，经过了刘炽老师的改编美化，
那么优美抒情，一派水乡风韵。在座的人
赞叹不已，乐团的指挥更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大师的作品！”
刘炽老师知道我勤于读书和写作，便

让我参与他的传记写作。1991年5月，我
去北京开始了正式采访。犹记讲述之始
童年的那一段，父亲被西北军的卡车撞折
了腿，失了业，断了生计，家里揭不开锅。

小德荫（他的原名）提着口袋从董家磨坊
背回接济的面粉，去当铺当掉父亲从四川
买回来的最心爱的铜铙，又迫不得已辍学
去三仙庙打扫佛堂糊口谋生。

1993年和1995年，我又两次登门采
访，听他讲述挺进东北的足迹，长春城外
战壕里教战士唱他创作的《钢铁部队进行
曲》（后为38军军歌），反映土改的歌剧
《火》的燃烧，《工人大合唱》寄托的“建设
祖国”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刘炽老师
又进入了创作爆发期，我记下了《荷花舞
曲》《新疆好》《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
国》《祖国颂》的创作往事。他把《我的祖
国》的创作体会概括为“爱国情、民族音”，
说他是“喝民间音乐的奶水长大的”。

1997年冬，我完成了刘炽老师传
记的初稿，并在病榻上三校书稿。
1998年3月，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刘
炽老师应邀来淮安，我与家兄文澜去拜
望他。他稍稍地翻了几页，便露出了欣
喜的神色，说待他的新居装修好，让我
和他一起修改书稿。过后我便一直等
待着。犹记那年9月 16日，我和他通
了电话，他说身体不好，要住院治疗。
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的通话！恰如晴
天霹雳，10月23日先生病逝于医院中，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时间过得飞快，刘炽老师离开我们，
一晃都二十来年了。他曾说过：“不修今
生修来世。百年之后还有人唱我的歌，
就叫修来世。”如今人们还在唱着他的
歌，让他一直活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有
着不朽的艺术生命。 赵征溶

“希望百年后仍然有人唱我的歌”
——忆《让我们荡起双桨》曲作者刘炽老师在宝应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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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6日下午，江苏籍著名摄影
家、摄影理论家袁毅平在北京逝世，享
年94岁。

袁毅平192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鹿
苑镇（今张家港市塘桥镇境内），1939
年开始在上海百乐摄影室从事人像摄
影，从最初的裁边、贴卡纸开始，聪明的
袁毅平一步步走进了摄影的光影世
界。1947年，袁毅平毅然参加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重

庆《新华日报》摄影记者、文字记者，《人
民日报》摄影记者，《大众摄影》编辑组
长，《中国摄影》主编，中国摄影家协会
副主席等职，先后获得国际摄影艺术联
合会授予的“杰出摄影活动家”、中国摄
影家协会授予的“杰出贡献摄影家”等
称号。2008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
袁毅平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
就奖。袁毅平长期从事摄影理论和评
论工作，多次任全国影展和国际影展评
委，对中国的摄影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
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漫长的摄影生涯中，袁毅平用手
中的相机歌颂时代、记录历史，他的代
表作《东方红》《振我国威》《拔地擎天》
《70年代村干部》《马路“天使”》等都已
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其中，拍摄
于1961年的彩色摄影作品《东方红》是
他最为深入人心的代表作。画面上，庄
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正迎来日出，初升
的太阳在东方地平线上呼之欲出，满天
霞光洒在云层中，激荡着每一个观看者
的心灵。

袁毅平后来回忆，为了拍摄《东方
红》，他花去了两年多时间。早在1959
年，袁毅平就想拍摄一幅向国庆十周年
献礼的作品，但始终没有找到好的构
思。一天早晨，他听到电台里在播放

《东方红》，瞬间捕捉到了灵感。他认
为，拍摄天安门广场的日出，正是一个
完美的艺术意象。从那天开始，他每天
清晨都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等候最美
的日出，反复研究拍摄角度和曝光度，
寻找最美的拍摄瞬间。但连续两年时
间里，他始终没有捕获到令他自己满意
的画面。

1961年一天清晨4点多，袁毅平从
梦中醒来，走出家门，发现天空微微泛
红。他赶忙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看到
满天红色霞光，这正是他理想中想要的
画面。袁毅平迅速选择了最佳角度，举
起相机，频频按下快门，连续拍摄了11
张天安门广场的日出照片，其中一张就
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东方红》。著名美
学家王朝闻如此评价《东方红》：“万道
朝霞，气势辉煌的天空与庄严、稳定的
天安门建筑相互呼应，形成中国人民站
起来了的象征。以记录性为主的这一
作品，具备了史诗般的审美价值。”

袁毅平还留下了大量记录江南风
情的摄影作品，如经典《水乡秋收》系列
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半个多世纪前江
南人独特的衣着、劳动的场面和秀美的
水乡风光。在文艺评论家、中国摄影家
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吴强看来，“清新
自然”是袁毅平摄影作品的突出风格，

他的人物摄影，强调抓取人物自然流露
的典型瞬间；他的生活摄影追求真情实
感；他拍风光，要求具有特定的意境，崇
尚自然。 吴强认为，袁毅平从小感受

到江南人的审美态度和对生活情趣的
追求，这种经历对他日后摄影艺术风格
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报记者 于 锋

花了两年时间，他拍摄最美《东方红》

刘炽(左）与本文作者在一起刘炽旧影

袁毅平摄影作品《东方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