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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今 年 3 月 12 日 ，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歌词作者田汉诞辰 120 周年。 湘江周刊特
刊发文章， 以纪念这位出生湖南长沙县
的 杰 出 的 戏 剧 作 家 、诗 人 、词 作 家 、电 影
编剧、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

睹照忆旧

——
—父亲陈迈众记忆中的田汉

1956年湖南皮影队在中南海怀仁堂作归国汇报演出后合影。 右三田汉， 右四陈迈众， 右五贺龙， 右七董必武。
陈艳群

没想到才华纵横的田汉那么
英 俊儒雅
翻看父亲陈迈众 （曾担任湖南木偶皮影剧
团首任团长）收藏的黑白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
董必武、 贺龙与父亲所在的湖南皮影队成员的
合影。 站在父亲左边，有一位身着西装、风度翩
翩的中年男子，他那诗人般忧郁的艺术气质，格
外与众不同。 我好奇地问父亲，此人是谁？
他是田汉先生！ 你不认得？
田汉的大名，如雷贯耳。 照片中的田汉，天
庭饱满，剑眉凝目，鼻如悬胆。 没想到，才华纵横
的田汉竟是那么英俊儒雅。
相片中父亲站在中间而田汉在侧边， 似乎
不合常规。“是田先生主动谦让的。 ”父亲解释
道，“拍照时，他把我让到贺老总身边，说我经常
跟他们合影，你机会难得。 当时成为一段佳话。
大家都觉得他尊重基层干部，待人厚道。 ”
说起田汉，父亲的情绪热络起来。

为戏剧呼吁，为艺人请命
“我先认识田先生的弟弟田洪， 也叫田老
三。 我们曾在湖南省湘剧团共事，他任团长，我
任新落成的湘江剧场经理， 后兼省湘剧团副团
长。 我们相处如兄弟般。 田老三常说些长兄田汉
的逸事，他一直跟着长兄田老大。 ”
第一次与田汉见面， 父亲强烈感受到田汉
的人格魅力和对戏剧事业的注重。
1956年5月，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戏剧家
协会主席的田汉与湘籍历史学家、 北大副校长
的翦伯赞一同来长沙视察。 视察完省湘剧团后，
父亲又陪同他们视察了位于樊西巷湘剧二团的
宿舍， 演员的住宿条件让田汉揪心地疼：“上下
两层楼房住了140个人。楼下大厅住了十几户人
家， 隔一层帐子便是一家。 单身艺人两个人一
铺，也有青年女演员住在两对夫妻当中的。 人既
拥挤， 地也潮湿， 身体和精神的健康都不能保
证。 国营的省湘剧团与民营的湘剧二团相比，艺
人的表演技艺无甚高低，待遇却有天壤之别。 ”
田汉是个有柔情也有豪情之人， 甚至有路
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肝胆。 湖南、广西、上海一路
视察， 他格外能体会到艺人的疾苦：“解放多年
了，剧团和艺人的生活条件仍很糟糕，这说明政
府对戏剧重视不够，没有关心演员的生活。 ”他
公开为戏剧呼吁，为艺人请命，在戏剧报上连发
《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
春天请命》 两篇文章， 又专门向周总理汇报此
事。 田汉这种真诚待人、直言率性、胸无城府、讲
情重义的个性，给父亲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父亲受到两位戏剧大家的艺术熏陶

总理的细致关怀和田汉的大力
支持
有田汉牵线搭桥， 当时不到30岁的父亲在
北京慢慢建立起了人际关系。 常跑北京联系演
出，当以湘剧、花鼓、汉剧、祁剧等各剧种组成的
湖南戏剧艺术团浩浩荡荡来北京参加全国汇演
时， 父亲的头衔暂时换成了湖南戏剧艺术团秘
书长。 他跑中央各部委、大专院校联系、签订演
出合同。 湖南戏剧艺术团演出遍布国务院、中南
海、组织部和宣传部，进入京城18所大专院校和
中小学少年宫等单位， 光进中南海演出就有两
次。 毛泽东、周恩来、贺龙和董必武都观看了湖
南艺术团的演出。 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皆有田
汉在背后默默地支持。
田汉为湖南省湘剧团安排了一场给中央领
导的汇报演出，剧目是《拜月记》，由湖南省省长
程潜陪同，周恩来、贺龙、董必武等领导观看了
演出，对该戏的表演艺术大为赞赏，尤其是彭俐
侬圆润、甜美的唱腔，旋步若风的优雅身段让人
叹为观止。 出戏院大家意犹未尽，仍站在微凉的
秋夜中闲聊。周总理对父亲说:“你们的戏演得那
么出色，戏服却如此逊色，两者悬殊太大啦。 湖
南省有千万人口， 每人出一个铜板都足够制些
漂亮的戏服了， 是你们省长舍不得出这个钱
吧。 ”贺老总心直口快说，我是湖南人，我先凑一
个铜板。 董必武闻之附和：我虽是湖北的，湖南
湖北是一家， 我也凑一个铜板。 总理哈哈大笑
说，不用你们出，我来出。
父亲以为周总理是采用激将法意在引起程
潜的重视。 未料隔日上午，一辆国务院副秘书长
办公室的轿车接父亲去国务院领了一万元票
据。 一万元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父亲感觉是随
白云飘回来的。 他当即到银行把钱转到湘剧团
账上，才相信那不是一场梦。 演员们也激动得一
夜不寐。
父亲记得， 有次周总理看完湖南皮影演出
后问父亲：为何湖南皮影那么受欢迎？ 父亲说，
湖南皮影《鹤与龟》《俩朋友》没有对话和唱腔，
不像许多地方戏剧要靠唱腔表达， 而是完全靠
表演和音乐吸引观众，如白鹤的脖子扭动如蛇，
黑眼珠滴溜溜转动有神，这样栩栩如生的表演，
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看懂。 周总理反应
极敏捷说，我看皮影戏也可以像乒乓球一样，起
到外交作用。 父亲听了内心感佩不已。
剧团用周总理给的那笔钱在苏州买了一批绫
罗绸缎，缝制戏服。 总理的细致关怀和田汉的大力
支持对父亲触动很大。 他那时有两个梦想：让中央
领导看到湖南的戏剧，更希望湖南戏剧走向世界。
在短短几年里，这两个梦想都实现了。

珍贵的照片和题词
1956年，由何德润、谭德贵、吴菊生和王福
生四位老艺人组成的湖南皮影队上北京， 与福
建漳州的布袋木偶剧团和泉州的提线木偶剧团
一起，作出访捷克、波兰、苏联三国之前的紧张
排练。 田汉几乎天天坐镇， 对每个节目精益求
精，还不时请翦伯赞、欧阳予倩、中国戏曲学院
院长张庚这些大艺术家（他们全是湖南人）来观
看，提意见。
第二年9月底， 湖南皮影队出国访问回来，
田先生安排他们在中南海怀仁堂作归国汇报演

出。 演出后留下了这张珍贵照片。 父亲是头一次
西装革履， 他自嘲地解释道：“当时我穿的是一
件泛旧的中山装，田汉先生建议，以后见中央领
导和外宾应穿得像样点儿。 我只好向皮影老艺
人何德润借了一套他出国的西装， 向另一位老
艺人谭德贵借双皮鞋。 西装和皮鞋都大一截，领
带也不会打，窘得很。 ”看着用大几号的西服包
装起来的父亲英俊潇洒，我安慰父亲：多难得的
照片，既珍贵，又让儿女们看到了父亲当年的英
姿。
田汉先生对湖南戏剧艺术的扶持父亲铭刻
在心， 恰逢皮影队在北京东安市场一个小剧院
演出，哈尔滨、唐山等地的皮影剧团的代表赶来
观摩。 时任湖南木偶皮影剧团团长的父亲借此
机会， 特意在王府井一家奇珍阁湘菜馆开了三
桌， 宴请田汉伉俪和代表团。 父亲是个有心之
人，事先买了一面红色锦旗缎面，备了笔砚。 待
酒酣话热之际， 父亲请田先生为湖南木偶皮影
剧团题词。 田先生性格爽快，满口应承。 30来人
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一张圆桌，有的磨墨，有
的压缎面。 田先生沉吟半晌，挥毫时一气呵成：
“皮影在中国有悠久历史。 湖南原不以此著
闻，只以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合作，六七年来努
力不懈， 五四年全国皮影木偶汇演中逐受国家
奖励，五六年派赴东欧，五七年又赴西欧，通过
表演完成人民给予的任务， 其所得荣誉殆非艺
人们梦想所及。 我们缺点尚多，制作的精美还赶
不上全国水平，剧本与演唱也得努力改进，应朝
内容多样，色彩鲜明，成为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广
大儿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武器之一。 湖
南皮影木偶艺术剧团留念。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三日田汉。 ”
田先生用165个字包含了皮影发展的历史、
发展、成绩及不足，道出了对新成立的木偶皮影
剧团的厚望。 田汉先生的字宗二王，行笔流畅，
字体隽秀，全场赞叹不已。
父亲十分珍惜这份题词， 将田汉的墨宝和
出国带回的资料、 礼品陈设在一间展览室的玻
璃柜中，供人们参观。

从垃圾中捡回的田汉墨宝
与田汉先生交往近十年， 对父亲一生从事
戏剧事业影响至深。 1965年，已闻对田汉不利的
风声，但父亲去北京开会照旧拜访田汉和田母。
他心里有杆秤， 知是明非。 田汉当时情绪并不
好，心事重重，但只字不提自己的遭遇。 一听到
父亲所受的冤枉时，他却激动起来，义愤填膺，
反过来安慰父亲。 临走时连连交代：有空就来，
有空就来。 曾经高朋满座的细管胡同9号，一变
而为凄清冷落。 身边旧友相继落难，怕事之人皆
避而远之。 父亲无畏，几乎天天去看他，只是对
这位前辈的担忧与日俱增。
1968年12月10日田汉含冤悲惨离世。 可怜
他近百岁的田母，亲眼看到儿子被带走。 儿子告
诉她：“我会回来的。 ”这位坚强的“戏剧母亲”坚
信儿子是无辜的，很快就会回来。 然而老人家望
穿秋水，即便百岁寿辰也盼不到儿子的身影，至
死她也不知道儿子竟离她而去整整三年了。 每
触及这些回忆，父亲就鼻发酸，眼泛红。
文革中，剧团被解散，演员全下放，差不多有
五年光景。 当剧团恢复，父亲由临武调回长沙时，
剧团已面目全非，档案资料大都失散，只剩下一块
空招牌。 有一天，父亲惊见田汉先生的墨宝居然被
用作盖扬琴挡灰尘的布，左下角“田汉”二字给刻
意涂抹， 无法辨认。 不久这块墨宝竟被弃于垃圾
中。睹物思人，多少往事，倏忽重现。父亲既难过又
内疚，觉得对不住田先生。 人的命运他无法掌控，
但这份手迹无论冒多大风险，也要悉心保存，让它
免遭像田先生那样的玷污， 更不能有人琴俱焚之
憾。 在文革中，父亲失散的什物不少，收藏的这件
宝物却安然留存下来了。
人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但总会有个人，至
少一个人，总存于你心里，影响你一生。 父亲心
里有个这样的人，那就是田汉。
每当国歌唱响， 父亲便能异乎寻常地感触
到田汉先生特有的气度与气息。

中国人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
今年3月12日是田汉诞辰120周年。 这是一个值得全中国人民忆念的
日子。 只要国歌响起，我们的眼前便有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心中升起，在蓝
天飘扬；便会看到田汉、聂耳欣慰而亲切的笑容。
田汉是从长沙县这片土地走出去的。 他走过漫长风雨历程，走进光
明的岁月，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民艺术家，“中国文化先驱，中国人
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然而他的一生一定是无穷的永远。 ” （郭 沫 若
语）

1947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就评价田汉：“你用戏剧用诗歌，为了中
国苦难人民而歌而哭而呐喊。 你的戏剧，不是戏剧，而是三十年来中国社
会之缩写；你的诗歌，不是诗歌，而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民之哭叫。 你不是
戏剧家不是诗人，而是时代的速记，是人民的代言人。 ”

时代之子、大地之子、人民之子
田汉11岁时， 黄兴率部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惨败的消息传到长沙，
读高小的田汉就参加游行并登台演讲，还与同学柳之俊、陈剑伍、张伯陵
一道，改名为柳英、陈雄、田汉，以“英雄怀汉”表示对黄花岗起义烈士的
纪念。 可见少年时的田汉就胸有海岳，志存高远。
读田汉的诗歌、唱他作词的歌曲，看他写的戏剧，品赏他的书法，聆
听他的演讲，就会真切地感受到田汉激烈跳动的时代之子、大地之子、人
民之子的耿耿丹心。 这颗心将祖国、民族置于一切之上，将戏剧视为灵
魂，将人民视为父母，将艺术视为生命。 他始终将全身心扑向时代，将满
腔热血激情融入为时代、民族、人民抒写抒怀抒情。 田汉是一个有信仰、
有血性、有担当、有坚守、有追求，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才华横溢、浪漫率
真、重情重义、性格如火、嫉恶如仇、胸无城府、心直口快、自信豁达、乐观
容忍，甚至能洗心革面，赎身洗罪的“湖南牛”和好汉。
田汉一生共创作了话剧63部，戏剧27部，电影12部，歌剧2部，新旧体
诗两千余首。 曹禺曾动情地说：“田汉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
他对中国话剧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他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卓越组织
者和领导者；第二，他在中国话剧历史上，是一位具有开拓性的剧作家和
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缔造者。 ”他的话剧《关汉卿》《获虎之
夜》《名优之死》，戏剧《谢瑶环》《白蛇传》，电影《三个摩登的女性》，歌词
《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夜半歌声》《天涯歌女》《四季歌》等代表作，堪
称史诗性的经典之作。

1934年，田汉生命的一个高峰
就在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的时刻，田汉毅然决然地向中国共产党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上海的党组织考虑到田汉的安危，决定让他暂时留在
党外活动。 但田汉坚决要求入党。 1932年2月，由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宣
传部主持了田汉入党宣誓仪式。
1934年，是田汉对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作出最大贡献的一年，达到了
他生命的一个高峰。 这就是电影《风云儿女》的公演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创作、传唱。《风云儿女》以生动的故事情节，深刻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圆熟
的艺术技巧，满腔的赤烈情感表现了民众抗日的高昂热情和一往无前的
进攻精神；《义勇军进行曲》从此化作狂飙在中国辽阔的大地飞扬、旋转、
激荡，成为全中国人民抗战的共同呼声和战斗呐喊。
1935年2月19日晚，田汉被捕入狱。 在狱中田汉受到百般磨难，始终
坚贞不屈。 同年7月27日，田汉经徐悲鸿、宗白华、张道藩保释出狱，那天
正逢《风云儿女》在南京上演，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响遍全城。

中共直接指挥下冲锋在抗战第一线的战士
1937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南京一条深巷中的一个公馆里，周恩来亲
切接见了田汉。 周恩来对《义勇军进行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西安事
变发生时，他曾在西安看见爱国学生成群结队高唱着激昂、豪迈的歌曲，
无所畏惧地行进在大街上， 后来他才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田汉、聂
耳，都是共产党员，这让他感到十分欣慰。 他安排田汉去见博古同志，听
他安排。 博古要求田汉暂时仍然以地下党员身份留在南京，公开身份还
是作家、爱国人士，继续努力工作。 田汉心里明白，这是党对自己的高度
信任和期待。 1938年2月28日，田汉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第六
处处长，主管艺术宣传。 田汉明白，这个安排肯定是周恩来决定的。
田汉到三厅工作后，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不仅已经是一个
自觉的很有影响的革命文艺家，而且成了共产党直接指挥下冲锋在抗战
第一线的战士。 如长沙发生“文夕大火”，田汉、洪深率三厅130多人抵达
长沙，组成“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进行善后工作与宣传。 田汉还提
出要“把戏场当战场”，指挥湘剧抗敌宣传队奏出了一首首“再从焦土建
湖南”的雄伟交响曲。

创作的高峰，圣洁的初心
歌词创作筑就的高峰，放射的万丈光芒，自然应首指《义勇军进行
曲》。 他1958年创作的话剧《关汉卿》和1961年创作的京剧《谢瑶环》是两
部思想性和艺术价值最高的杰作。 前者为他一生所景仰的中国剧人树立
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后者则正气清扬，淋漓酣畅地抒写了一生为国尽
忠为民请命的赤子情怀。
1956年8月， 已年届58岁的田汉徒步登五岳之首泰山， 以惊人的意
志，踏上数百级盘道，征服了南天门，登上泰山极顶玉皇顶。 看到“孔子小
天下处”的摩崖石碑，忽然魂飞万里，思接千载，感慨不已。 田汉几十年
来，一步一步脚踏实地不畏艰难、曲折、坎坷、险阻，攀登一座一座的艺术
高峰，让自己用信仰、理想、心血写出的作品在人类艺术的峰巅绽放一缕
光芒。 在创作中不断修改《关汉卿》时，田汉自己就这样说过：“这次得再
沿着关汉卿性格的台阶，继续攀登一次创作山”。
所有这些巅峰之作，都无一不烙上了田汉圣洁的初心，那就是：忠于
党，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忠于事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初衷
不改，一以贯之，始终理想之光不灭、爱国之情不淡、奋斗精神不减，宁苦
不曲，宁折不屈，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和田汉特有的正气冲天、倔
强刚烈而又感情奔涌如雪中红梅的独特个性品格。
周巍峙在纪念田汉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说： 每当国旗
升起、唱起国歌，田汉似乎就站在我们前排；田汉的丰功伟绩、高风亮节、
音容笑貌，他的憨厚而又耿直的“湖南牛”硬汉子性格，便如巨石大树浮
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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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 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戏剧巡回演
出，父亲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参加。 田洪托他带些
浏阳豆豉和火焙鱼等土特产给在北京的老母
亲。 听见乡音，80多岁的田老太易克勤喜不自
禁，定要留父亲吃饭，拿出平日舍不得吃的点心
招待父亲。 父亲得空就去看望老太太，有时就在
老人家那儿吃饭，田汉也常过来吃饭。 父亲看了
看田汉对老太太说，她两个儿子的头都很大，是
“大脑壳”（湖南土话， 称当大官的人是“大脑
壳”）。 老太太听了直乐，田汉则不由自主地摸秃
顶的大头。
在京期间，父亲常去拜访田先生。 他和妻子
安娥住在细管胡同9号院，庭院内有一棵田先生
亲种的枣树。 厅堂很大，入眼是一排排书架和架
上的书，简直就是个小型图书馆。 曾在图书馆工
作过的父亲，从未见过私人藏书如此丰富的。 安
娥出来打招呼，父亲提及很喜爱她作词的《渔光
曲》， 身子不大好的她谦逊地点头笑笑便退下，
留下父亲和田汉自在地说家乡话。 那时人们的
交往很简单，无等级观念，无利益关系，有的是
乡亲乡情。 父亲私下里叫他田先生，他们一起散
步，有时走着走着就到了欧阳予倩家。 欧阳予倩
与父亲是浏阳老乡， 田汉出生地果园镇离浏阳

不到一百里， 百里之内居然出了两名戏剧艺术
大家，都留学日本，同在上海从事戏剧事业，共
同在桂林发起西南戏剧展览会， 都落脚京城成
了邻里。 是命运，也是缘分。 两位戏剧家都很健
谈，就湖南戏剧如何在北京打开局面、传统戏剧
如何创新等提了许多意见， 田汉托父亲将他的
建议带回湖南，同时请省文化局考虑，让即将来
北京演出半个多月的湖南戏剧艺术团向中央作
个汇报演出。
父亲很钦佩两位戏剧家在文艺方面的造
诣。 与他们交往，父亲无形中受到艺术熏陶。 田
汉刚正不阿的品性和人格也潜移默化地熏染着
这个后生。 父亲的个性跟田汉很相似： 乐于施
助，嫉恶如仇，不会见风使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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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仲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