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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曲家王莘創作的《歌唱祖國》已經
在幾代人中間激昂傳唱，儘管王莘已去世多
年，但這首飽含着對新中國熱愛與深情的歌
曲，卻如火炬接力般在中華兒女的心中久久
激蕩……
在天津音樂學院的小花園裡，王莘先生的
銅像前，記者見到了王莘的兒子王斌。
今年70歲的王斌是新中國的同齡人，漫
步在父親曾經學習生活過的校園裡，王斌追
憶起和父親切磋談天的舊時光。我們也在王
斌的追憶中，了解了更多《歌唱祖國》這首
歌曲創作背後的故事。
「1949年我父親參加了開國大典。作為
一名音樂工作者，看到天
安門廣場上慶祝的場景，
他非常激動。當時他就
想，如果有一首歌，能讓
中華兒女激昂傳唱、表達
對新中國的熱愛該多好。
從那時起，他就萌生了要
創作這樣一首歌曲的想
法。」王斌回憶說。
此後一年左右的時間
裡，王莘創作了許多首歌
曲，但一直沒有一首特別

滿意的作品。1950年9月的一天，剛從北京
購置了一批樂器的王莘，在返回車站時恰好
再次從天安門廣場前經過。「父親對我說，
他看到鮮艷的五星紅旗迎着秋風被吹得唰啦
唰啦響，少先隊員們敲着軍鼓、唱着歌正在
練習隊列，這一幕一下子觸動了他的心
弦。」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

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
強。」未加思索，這幾句歌詞就和着曲調一
同流淌了出來，「父親當時情不自禁地唱出
了聲。」王斌說。
「坐在返回天津的火車上，父親看着窗外

的大好景色，聯想到他
曾渡過洶湧的黃河長
江、也曾長期生活在黃
土高原和太行山中，感
覺就像跨過、越過了祖
國的高山長河一樣。」
「越過高山，越過平
原，跨過奔騰的黃河長
江……」主歌部分在他
的腦海中也逐漸清晰起
來。《歌唱祖國》最初
的雛形，就這樣誕生

了。

發表受阻 群眾傳唱
「他一到家立刻把這首歌寫下來

了，第二天就興沖沖地拿去報社投
稿。」王斌回憶道。然而，在流行
五聲音階歌曲的當時，這首《歌唱
祖國》顯得有點「冷門」，和一封
寫着「暫不刊用」的退稿信一起，
被編輯退了回來。
雖然發表之路受阻，但王莘並沒

有氣餒。他帶着天津音樂工作團，
到群眾中間去教歌、去演出。《歌
唱祖國》的首位鋼琴演奏者靳凱華至今還記
得這首歌曲在天津市耀華中學首演的情景。
「最初沒想到這首歌會這麼受歡迎。演完之
後，學生、老師們一下全都站起來了，有節
奏地給我們熱烈鼓掌，演員們都特別激
動。」
首演之後，《歌唱祖國》走進了更多的學

校、工廠、碼頭，所到之處，大家的反響都
特別熱烈。「父親就想，不發表也沒關係，
只要群眾願意唱就行。」1951年9月，《歌
唱祖國》終於正式發表，從此響徹了大江南
北。在許多重大活動、典禮的現場，總能聽

到《歌唱祖國》昂揚的旋律。
「我父親從十六七歲起就開始做

教歌員，當時是教大家唱抗日救亡
歌曲。新中國成立後，教歌這項事
業他一直在堅持。」王斌介紹說，
父親的個子不高，他就扛上人字梯，站在梯
子上指揮；樂譜印不出，他就把譜子寫到小
黑板上，挨個音符地教。王莘從人民中間汲
取創作靈感，也將藝術作品帶到人民當中，
帶領大家歌唱國家的日新月異、繁榮富強。
「他在大學的食堂裡、農村的田野裡等很多
地方都教過歌，一直到他滿頭白髮了，仍然
和大家在一起。」

在1954年出版的一本刊物上，王莘曾這
樣談到《歌唱祖國》的創作：「我常常感覺
到，這首歌不是我寫的，而是群眾自己的創
作，因為我只是用音符把人民的情感記錄下
來。」
王斌凝望着父親的銅像，「雖然父親去

了，但相信這首蘊含愛國情懷與民族精神的
歌曲一定能一直傳唱下去。」

文、圖：新華社

王斌追憶父親王莘
《歌唱祖國》創作背後的故事

■■王斌講述父親王莘創作背後的故王斌講述父親王莘創作背後的故
事事。。

■■20052005年年，，王莘在天津的家中王莘在天津的家中。。

▼20052005年年1010月月1010日日，，天天
津市河西區平山道小學的津市河西區平山道小學的
學生們和王莘老人交談學生們和王莘老人交談。。

這本《蛋鎮電影院》由上
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書寫了17個

相互關聯的故事，均以南方小鎮——蛋鎮
的電影院為背景和載體。結構鬆散，每篇
拿出來可以獨立成章，同時主題集中，某
些人物貫穿到尾，也可以說是一部長篇小
說。
朱山坡是廣西北流市人，以村名「朱山
坡」為自己的筆名，本名龍琨，現供職廣
西作家協會，出版有長篇小說《懦夫
傳》、《馬強壯精神自傳》、《風暴預警
期》，小說集《把世界分成兩半》、《餵飽兩
匹馬》、《中國銀行》、《靈魂課》、《十三
個父親》、《驢打滾》等，被評論家喻為「靈
魂捕手」。

電影點燃文學之夢
在鄉村裡長大的他，小時候經常放牛砍柴，
物質匱乏的童年生活裡看電影是他最大的幸
福，電影在他的童年記憶中佔據着至關重要的
一隅。
「電影對我影響太大了，於我而言是藝術的
啟蒙。」小時候朱山坡很少能接觸到文學類的
名著，露天電影是唯一的精神生活。逢年過節
放映電影時，在山上放牛砍柴的他，即便柴還
沒砍夠，也會趕着太陽下山之前回家，「經常
翻山越嶺，以奔跑的速度去看電影」。
15歲那年，根據川端康成小說改編，由山口
百惠主演的電影《伊豆的舞女》是朱山坡的文
學啟蒙，點燃了他的文學之夢。回憶起當時看

電影的場景、過程與感受，他至今記憶猶新，
這部電影對他的影響是畢生的。「如此朦朦朧
朧的美好的愛情，讓我怦然心動。從那時起，
我就想成為一個作家，也要編出那麼好的故
事，讓觀眾喜歡。」直到現在，這部電影以及
原著小說他每年都要從頭看一遍。
朱山坡回憶說，上世紀80年代的電影院承擔

着很多不同的功能，既是政府會場又是學校禮
堂，看一場電影要等很久，同時設備也很簡
陋，熒幕很小，音響也不好。設備經常故障，
停電斷片常常發生，焦急而又期待地等待維
修，但往往是數小時後滿懷遺憾地離開。「那
時的電影院吵鬧、爆滿。門口、走廊、窗台邊
全都擠着大汗淋漓的人，聚集着各色人等，有
人打架，有人抽煙，嗑瓜子的，甚至耍流氓的
全都有。有一次還有個賣雞的小販，電影放映
時還有雞叫聲此起彼伏……」朱山坡稱自己是
個懷舊的人，在回憶這些場景時，他難掩懷
念，眼裡閃爍着光芒，寥寥數語把我們都拉回
到了那個瀰漫着汗味的電影院。
「電影院是小鎮的中心。我以為電影院會一

直聳立在那裡，從沒有想過有一天它會消失。
前些年，我回到家鄉，發現古老的電影院已經
蕩然無存，原址和周邊蓋起了超市、傢具店和
旅館，大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好像再也不需要電
影院。我長嘆一聲，心裡想，必須寫點什麼紀
念這座寬大堂皇的灰色房子。」

電影院是人生舞台
「蛋鎮」是朱山坡以家鄉小鎮為藍圖而虛構

出來的文學地名，這已經是第二次出現在他的
作品裡，在他的長篇小說《風暴預警期》也有

「蛋鎮」。處在兩廣交界處的家鄉信息閉塞，
小時候迫切想要逃離的故鄉卻使後來的他魂牽
夢繞，成為他創作的源泉。
「雞蛋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閉塞但營養

豐富，孕育着希望與生命，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會果敢地衝破蛋殼，破殼而出，這裡充滿着無
限可能。」在這個虛構的小鎮裡，人們異常閉
塞、迷惘、孤獨甚至絕望，每一天都那麼漫
長，卻都若無其事地活着。電影緩解他們的焦
慮和痛苦，溫暖了他們的內心和夢境，照亮了
他們幽暗的生活，乃至慰藉了許多人的一生。
電影院只是個舞台，朱山坡重

點來講述那個年代的人和事，展
示鎮上居民生活的真實狀態，描
摹有趣的靈魂，傳遞人世間意味深
長的溫暖、淡淡的憂傷與哀愁。有
對愛情的美好嚮往，有對理想主義
的禮讚，也有對平淡無聊生活的反
抗和對底層人物的悲憫。「在我的
小說裡面好像很多美好但荒誕的願
望都能實現，在上世紀那個年代，很
多單純的人勇敢地做着匪夷所思的事
情，每個人身上都閃爍着理想主義的
光芒，瀰漫着對理想主義的追求。」
寫作這本書時，朱山坡在北師大讀

書，住在魯迅文學院，充裕的時間以
及安靜的空間給予了他「天時地利」，
自己寫作的靈感也常常「從天而降」，
「有些東西對作家來說，不表達出來是
不行的，關於蛋鎮電影院，我想寫得太
多了，從來沒有寫得那麼痛快淋漓
過。」

朱山朱山坡坡《《蛋鎮電影院蛋鎮電影院》》
承載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承載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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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故鄉南方的故鄉：：多元文化交匯
多元文化交匯在曾經物質匱乏的年代裡在曾經物質匱乏的年代裡，，看看

電影幾乎是中國人唯一的精神生電影幾乎是中國人唯一的精神生

活活，，也是少有的讓中國人放下重也是少有的讓中國人放下重

擔擔、、內心舒緩的公共場合內心舒緩的公共場合。。著名著名

作家朱山坡通過作家朱山坡通過《《蛋鎮電影院蛋鎮電影院》》

將將「「那代人難以磨滅的集體記那代人難以磨滅的集體記

憶憶」」首次以小說的形式呈現出首次以小說的形式呈現出

來來。。日前日前，，朱山坡作客鄭州松社朱山坡作客鄭州松社

書店書店，，講述上世紀講述上世紀8080年代電影年代電影

院中的眾生百態院中的眾生百態。。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劉蕊、、通訊員通訊員 邵鮮艷邵鮮艷

■■電影電影《《伊豆的舞女伊豆的舞女》》是朱山坡的文是朱山坡的文

學啟蒙學啟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朱山坡講述電影對自己的藝術啟蒙朱山坡講述電影對自己的藝術啟蒙。。

■■朱山坡講述朱山坡講述
《《 蛋 鎮 電 影蛋 鎮 電 影
院院》》創作背後創作背後
的故事的故事。。

■■朱山坡朱山坡《《蛋鎮電影院蛋鎮電影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