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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鹰

这首歌几乎家喻户晓，人人会唱。可很多人并不知

道，这首红色歌曲的歌词源于一首诗歌。

它还与雷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人，几乎没人不知道《唱支山

歌给党听》这首传世经典。当年，也就是《雷锋日记》发

表后，《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全国唱响。因为歌词来源于

雷锋日记里的一首小诗，因此作为一首雷锋遗诗被传

播。其实，拨开历史迷雾，《唱支山歌给党听》并不是雷

锋的原创。

1960 年 12 月 1 日，沈阳军区《前进报》首次以一个

整版的篇幅摘录发表了《雷锋日记》。当时的标题是《听

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雷锋同志日记摘抄》。这

一天的《前进报》，共摘发了雷锋从 1959 年 8 月 30 日至

1960 年 11 月 15 日的日记 15 篇，并加了编者按。这是最

早刊登在报上的雷锋日记，其中就有一首小诗《唱支山

歌给党听》。

不久，上海歌舞剧院朱践耳教授在《前进报》上看

到了雷锋日记，深受感动，决定把这首“雷锋遗诗”谱曲

成歌。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践耳，特意把这首诗谱成了

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调，并寄给《文汇报》。1963 年 2

月 21 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歌，并附了“唱法说明”，

标题也改成了《雷锋的歌——摘自〈雷锋日记〉》。

一天，才旦卓玛在校园里突然听到这首歌，一下子

被深深吸引，感觉歌词写得非常贴切，很有共鸣，仿佛

写到了她心里。于是，才旦卓玛找到声乐教授王品素。

当时的少数民族歌手，一般以唱民歌为主，很少唱

创作歌曲。王品素就叫才旦卓玛唱着试试。才旦卓玛唱

完，王品素便惊喜地看着她。从此，王品素每天都辅导

才旦卓玛唱这首歌，纠正她的发音和咬字，到了音乐学

院的汇报演出时，才旦卓玛果然一鸣惊人。后来，朱践

耳听了才旦卓玛的演唱，就主动提出由才旦卓玛演唱

这首歌，参加 1964 年的“上海之春”音乐会。当电台把录

制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播放出去后，才旦卓玛和这首

歌很快就家喻户晓了。

《唱支山歌给党听》到处传唱之后，作曲家朱践耳

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想了解素未谋面的歌词作者“蕉

萍”。

“蕉萍”是谁？有关部门经过多方核查考证，获悉

“蕉萍”是陕西省铜川市焦坪煤矿技术员姚筱舟。于是，

派人到焦坪煤矿调查了解，得知姚筱舟 16 岁考入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结业后分

配在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师政治部。1951 年，他跨过鸭绿

江赴朝作战，1953 年归国后，转业到陕西商洛石棉厂，

之后调到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任技术员。

姚筱舟每天与矿工一同下井劳作。焦坪煤矿大部

分工人解放前都曾在私人小煤窑采过煤，受尽了摧残。

在与矿工们的交谈中，工人常常以新比旧，对共产党充

满了感恩之情，比如，他们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是

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好咱的家。”工人中有

相当一部分是文盲，姚筱舟常常代他们写家信。其中，

一位矿工每次在信的结束语都要这么跟姚筱舟口述：

“记住共产党的恩，好好听党的话……”这些话语，深深

感染着姚筱舟。

1958 年一个风雪之夜，姚筱舟一气呵成，写出了

《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小诗，用笔名“蕉萍”，发表在陕

西省民歌收拾小组编印的《总路线诗传单》第 8 期上。这

首小诗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朱践耳见到后，谱了曲，由

才旦卓玛首唱。

说到蕉萍与《唱支山歌给党听》，就必须要回头再

说到雷锋。

1960 年 1 月，雷锋在读书时偶然看到了一首诗《唱

支山歌给党听》，他顿时就被这首诗真诚质朴的情感打

动了，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和翻身解放后的好日子，百

感交集。怀着对党的深厚情感，雷锋将这首诗抄在日记

本里，并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

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成了“共产党号召我闹革

命”，还省略了最后四句。

雷锋摘录《唱支山歌给党听》那首小诗时，几处修

改可谓点石成金。不过，那毕竟是雷锋抄写在日记本里

的一首小诗，而不是他的原创。

因此，从 1964 年起，“蕉萍”被正式署名为《唱支山

歌给党听》的词作者。

彭崇谷

楚南韶山，天下仰钦。发衡山而引岳麓，立湘

地名盖昆仑。日月精华凝聚，山川神韵汇存。青原

碧水，连绵百里胜景；奇岭雄峦，扭动万条龙麟。时

有獐腾虎躍，常闻燕语莺吟。伟岸韶峰，云蒸霞蔚；

幽深峡谷，木秀竹阴。松涛声和韶乐，山溪瀑泻氤

氲。幽幽滴水洞，昔日感伟人。虎歇坪势摘日月，龙

头岗秀展缤纷。黑石寨秀，清泉依曲径，苍翠染层

林。青涧时见鱼鲤戏，杨林常观麂鹿奔。韶河飞飘

玉带，古寺缭绕烟云。春观千山竞笋，夏赏百鸟争

音；秋日朗空，金橘伴香桂；冬时瑞雪，银岭霭冰

雰。千幅多彩画，四季报福音。

沃土通灵，深厚人文。昔舜帝巡临，观仙峰挺

翠，碧水荡粼；喜奏韶乐，引凤和鸣。缘此而始，韶

山名存。伟人应运出世，国祚转暗而暾。毛公泽东，

自幼聪敏，心怀天下，情系黎民。创铁军，联工农，建

立我党；驱倭贼，扫内匪，反掌乾坤；援兵朝鲜奋拼

恶豹，激战北疆勇斗狂麇。核弹霹雳，卫星始巡；雄

狮抖擞长啸，民族昂首冠群。一代开国领袖，千古华

夏伟人。今上屋场前，恍现润芝劳作影；毛宗祠内，

似闻泽东吟书勤。铜像轩昂，万民肃穆敬仰；纪馆耸

立，满堂哀思泪噙。一帅引领，全村前奔；五杰壮烈

(注)，血喷衣襟。今逢盛世，月异日新，农乡立示范，

市镇为星辰；芳林拥抱华宇，坦道连贯京津。游侣云

集，宇内倾心。四时花蕊织锦，万户祥和温馨。

夫韶山之圣，贵在精神。社稷为重，苍生至尊。

艰险岁月，迎危勇奔；为国殉难者，1595 人。毛公一

家，牺牲六亲。爱子岸英，抗美赴异域，捐躯于关

津；且看中外古今千秋史，如斯无私领袖有几君？

公者千古，私者一尘。赤日中天，岂容诋侵。今九州

一统，民族翻身。国家兴盛，万众梦寻。国家乃国人

之家也；国事乃国民之事也，国难焉能邦安？国弱

必致民贫。故国事当为先，民心最为重；切勿违原

则弃大义，损公利徇私飧。邦国难事日，奋力报国

门。赴汤蹈火，赤胆忠心。国人福祉，华夏长欣！值

此建党百岁日，情倾韶山又诗吟：

一方光景胜如春，风物血凝朝者纷。

孕育伟人开盛世，民心十亿立昆仑。

（注：“五杰”，指韶山毛泽东同时代人毛福轩、钟志

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梅五位烈士，他们都在毛泽东

的影响下，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先后壮烈牺牲。）

刘定安

父亲长眠地下 20 年了。其幼年随祖父母寄人篱

下，稍长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直到土改时才回离别

近 40 余年的祖居地。仅有一间老房子，家徒四壁。

父亲只读三册“旧学”，但讲起话来，有理有据。

提起笔来，有筋有骨。把家里的水桶、谷箩都号上他

的大名：年禄。字如其人，结实有力。走路如长风，站

立如青松。1958 年，18 岁的父亲被招工到县招兵山铅

锌矿，1959 年转到洪市铁矿。一年多后，又选调到县

白石峰有色金属矿，在三工区做炮工。1961 年主动报

名返乡务农。

父亲会捕鱼，会阉猪，会打石头。最拿手的是木

工，也是自学的。父亲好力气，挑二百斤担子健步如

飞。老家有习武传统，祖堂门前比武，其中有“观音排

座”一项，无人挑战我父亲。还有一项“抵肚”，一根粗

木棍，或者扁担，二人各握一端，抵在腹部，双腿下

蹲，左手伸直握住木棍中间，用力往上挑。同时发力，

把对方挑起、挑翻者为胜。我幼时见父亲连挑五六

人，全场掌声不断。

父亲会民间器乐，尤善唢呐，常在灯光下月色里

吹奏。村里正月耍灯，鞭炮声中，锣鼓喧天，唢呐声让

灰暗的老屋顿时明亮起来，让乡亲们的心灵温暖起

来，让少年们的血液奔腾起来，至今难忘。上个世纪

60 年代，做木工难以养家糊口，父母就去郴州良田镇

做瓦，1967 年初为了我出生才匆忙返乡。带徒弟，做

上门工，当家祭师傅，早出晚归，自得其乐。乡人招待

工匠师傅都装团盒（六个木格子分装不同食品，俗称

“唤茶”），主人会把没吃完的瓜子、花生、薯片、糖果

什么的放到客人衣袋，带回给小孩吃。每当夜晚来

临，我们兄弟仨就像小兔子般竖起耳朵，听着门外的

脚步声。当大门吱呀一声打开，我们一拥而上，直接

搜衣袋。炒瓜子炒花生特别的香味，充满了我们清贫

的童年与少年时光。

1977 年，大队支部看我们生产队越来越穷，要父

亲来当生产队长。父亲说：“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大

队支部看得起我，相信我，那还有嘛价钱可讲？服从

安排。”父亲很快进入角色，先把农活分块，指定一个

责任人，带有承包性质，效果蛮好。又把田埂田坎分

给各户种瓜种豆，以缓饥荒。在交坳修建水坝，依靠

人力肩扛手提，建起抽水埠，把石狮堰水库渠道水通

过抽水机送到土地灌溉水田，种起双季稻。接着把弯

曲的小河裁直，旱土改水田，修机耕路，建养猪场，建

果园。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水坝崩塌，渠道淤塞，双季

稻只有垅里几十亩了。父亲很失落，只有叹息。遂下

决心重操旧业，到渣江街上开家具店。那时兴木纹漆

和广式家具，父亲到衡阳市蒸阳北路家具街观摩，根

据用户要求改进式样。生意做起来了，但仅糊口而

已。父亲讲义气，常赊货，致周转困难。

1994 年，父亲费九牛二虎之力，在渣江镇上建了

带门面的三层房子。那时哥嫂在深圳打工，父亲希望

哥回来继承其手艺。哥听话回来了，父母仍回曾冲种

田。不料，哥因长期不戴防护罩喷漆，致肝中毒，又误

诊，于 1996 年 10 月底去世。中年丧子之痛，父亲久未

平息，深悔霸蛮要儿子回来继承手艺而自责。父亲戴

上老花眼镜，动作迟钝，头发花白，仍重操旧业。到市

里进货来去匆忙，电话问我能否去车站帮忙递货，他

说：“不同以前了，没人帮忙就奈不何了。”

父亲 60 岁那天，亲戚邻居和徒弟们坐了 5 桌。父

亲喜欢热闹，但因哥和叔相继去世，屡受打击，我和

弟就没提办热闹些的想法。父亲郁闷无奈，举杯时，

没有马上喝下去，放下杯子，擦着眼睛。我默默想着:

您放心吧，等您 70 大寿时，我一定为你热热闹闹办

酒。

可是上天不给我机会。2001 年农历腊月二十三，

我到新单位报到，二十六带妻儿回渣江过年，妻子特

意多买些年货。父亲说：“回来就好，花咯多钱做么

子？”拿着我买回去的芙蓉王烟在门口散发，自己却

不抽。悄悄和我们说：“人家一接烟就晓得有好贵，有

面子噻。”难得虚荣一回，其实是满满的幸福。

正月初二我就去了岳父家，初六下午才回渣江。

母亲说父亲到哪个亲戚家拜年去了。因初八有个大

会，我需提前一天回市里。车出街口，见父亲正从车

站方向走来，本想要司机停一下车，但看天色已晚，

也就作罢了。

晚上我一直睡不着，心神不宁。凌晨两点，电话

突然响起，心惊肉跳，预感一定是家里出事了。电话

那头，嫂子慌慌张张哭说父亲不行了，我故作镇定地

说：“怎么可能？叫医生去看看。不要急。”电话刚放下，

又响起来，嫂子哭着说：“你们快回来啊！”车到渣江，

天已蒙蒙亮了，医院灯光格外刺眼。我一口气跑到二

楼抢救室，一眼看到父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像睡着

了。我扑过去，抓着父亲大手，还有余温。不由得扑通

跪下，重重的磕头。父亲，您怎么就离开了我们呢？

晚上绵绵细雨，气温降到零度以下，我为父亲守

灵。凄风冷雨中，沉沉夜色里，哀乐低回，往事像黑白

电影一样，让逝去的时光冷冰冰倒回。父亲就在身边，

却不能说话了，再过几天就要与我们隔着厚厚的几层

黄土了。奶奶在老家，尚未闻知噩耗。昏昏沉沉挨到天

明，父亲入柩时，我看父亲手指甲黑黑的，就帮父亲修

剪。发现每个手指头都已变形，松树皮一样层层叠叠，

贴着创可贴，撕不开了，泪水不由得哗啦啦流淌。

父亲上山那天，阳光灿烂。您在那边还好吗？父

亲，我们一定会踏踏实实走在正道上，请您放心。

秦光明

浮游于历史浩瀚

谁在沉眠

在饿蜉之上

多少的春绿秋黄

因你而作别的饥荒

相伴了几千年

当大德隐去

那背影如此伟岸

你说 稻子熟了

如母亲怀揣着干粮

倚着家门

搭眼盼着归来的少年

其实 你早已老了

否则你不会荷锄夕阳

旱滴禾下啊

在脊梁上流淌

捧在碗里的馨香

人说民以食为天

你就是从九天

挑着粮食

盗火般照亮人间的神仙

毕竟 你终要远去

如离开田头的果实

饱满而慈祥

阳光的味道

总是这么匆忙

冀于来年春天吧

当禾荫满地

俯瞰稻菽千重浪

国士无双啊

你在天上

你在人间

姜雪峰

袁隆平先生带着他的禾下乘凉梦走了！他带走的，还有普

天之下亿万万人的痛惜与不舍。

说起来，我也算是袁隆平先生未曾教过的学生。千禧年初，

我的母校跟安江农校合并成了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我跟袁隆平

先生曾有过一面之缘，2014 年 6 月 11 日，我参与筹办靖州杨梅

长沙品梅助农促销活动，特邀曾在靖州工作生活过的袁先生出

席品梅，84 岁高龄的袁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他拈了一颗杨

梅放进嘴里，眉眼皱成一堆，笑眯眯地赞美：酸甜酸甜的，好吃

好吃！并欣然题字：靖州杨梅，梅中之王。

如今，杨梅又红了，先生却走了。先生辞世，世人伤悲，我亦

哀思无处寄托，便又去寻访当年安江农校（黔阳地区农业学校）

在靖州办学的旧址。

在如今二凉亭职工新苑旁边，稻田中间弯弯小溪渠上，有

一座小石拱桥。小石拱桥的桥栏正中镶嵌着一块石碑，碑上镌

刻着几行文字：“毛主席语录：农业学大寨/黔阳地区农校/一九

七一年三月修建。”估计已经很少有人在意那几行镌刻在桥栏

石碑上的文字了。

半个世纪过去，小石拱桥仿佛一位有内涵、有阅历的智者，

大隐于市，淡定从容，数着光阴的流年，漫看田野花开花落，闲

观天上云卷云舒。

小石拱桥诞生的三十年前，曾经有数千从抗日战场上卸甲

归来的轻残伤兵，组成屯垦荣军来到这里驻扎，开荒种粮，自给

自足，建设地方。后来新中国成立，荣军建制解散，留下数千亩

良田贡献给了地方政府。基于这样良好的农业基础，这里有了

一个黔阳地区农科所和园艺示范场。1969 年 1 月，靖州迎来了

一个改变人类粮食发展历史的农业科学人才摇篮——省属安

江农校。安江农校在那一年下放黔阳地区管理，迁址靖州城南

二凉亭，更名黔阳地区农业学校，在靖州办学六年时间。二凉亭

地界一大片肥沃的稻田，便成了袁隆平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继续

研究杂交水稻的试验田。师生们初到这里即着手兴修农田水

利，便有了田间的小溪渠和溪上婉约静卧的小石拱桥。

我坐在小石拱桥朴拙的桥栏上，感受着从半个世纪前刮来

的风声，仰望天上，云走四方，俯瞰寰宇，万千丘壑。小石桥记

得、风记得、云也记得，当年黔阳地区农校有一位名叫袁隆平的

睿智学者，和他的助手们，还有一茬青春学子，在小石拱桥边演

绎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朝夕往返桥上，耕作试验在田

间，执着追求高产杂交水稻的梦想。他们为了禾苗更壮、稻穗更

长、粮食高产，不知疲倦地奔走在靖州与海南之间，寻找野败，

田间试验，披星戴月，不辞辛劳。那几年，二凉亭的天空格外蓝，

云格外白，风格外柔，稻花格外香。

1973 年，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研究终于取

得成功，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一个成功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

1976 年，杂交水稻开始在国内大面积推广。袁隆平先生的心愿

是让天下人都有饱饭吃。他做到了。杂交水稻让中国人不再饿

肚子，中国用仅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百分之

二十二的人口，创造了奇迹。

如今，小石拱桥或许在怀念那些往来桥上、青春蓬勃的莘

莘学子，怀念他们在田间试验杂交水稻的青葱岁月吧！那个面

容清瘦、肤色黝黑、精力充沛的中年先生，不辞劳苦，专心致志

地带领着助手开展杂交水稻研究。谁能料到他后来会取得如此

伟大的成就？当年，他住在红土墙、小青瓦的土坯房里，在晒谷

场亲自守着，撵鸡晒稻，用体温捂稻种，全神贯注杂交水稻研究

事业，以致在寻常人眼里成了行事怪异的“怪人”。至今，那些尚

在的二凉亭园艺示范场的老人们还津津乐道。

当年在桥上往来的黔阳地区农校学子们的青春容颜、活力

身影，早已占据了桥的记忆，丰盈着桥的生命。

小石拱桥一定听到了袁隆平先生亲自填词的童谣：“我有

一个梦，走在田埂上，它同我一般高，我拉着我最亲爱的朋友，

坐在稻穗下乘凉……风吹起稻浪，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

堆成垛，谷子迎着阳光哔啵作响，水田泛出一片橙黄……”

怀念父亲

国士无双 ——悼寄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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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上芳华
姜雪峰，女，苗族，基层公务员。工作生活之余，喜欢与文字谈心，偶尔有散文在报刊发表。

2016 年开始坚持业余写作，2017 年经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个人散文专集《聆听花开的声音》。

2019 年 10 月参加毛泽东文学院第十八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学习，成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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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赋

为建党百年而歌
【中吕·红绣鞋】

毛主席的睡袍
周成村

衣料平常粗糙，补丁疏密相交。楷模百代胜唐

尧。黄龙衮，紫金袍，都不值半毫。

百年华诞怀邓公
罗建平

治国烹鲜运远谋，师承马列有雄猷。

科学发展强国力，土地承包喜老牛。

南海飞鹏张劲翅，香江引水洗乡愁。

云帆直挂大洋去，开放交流济九州。

鹧鸪天·壮我中华
李文勇

日照南湖草木亲，舟行逆水长精神。几多英烈

留名少，一路红旗寄梦频。霾散去、貌常新，山川历

历在清晨。百年圆了千年梦，壮我中华是主人。

为建党百年而歌
赵乐安

南湖载梦启航船，破浪扬帆勇向前。

弱水三千凝碧血，红尘万丈荡烽烟。

拨开云雾迎朝日，疏浚江河著伟篇。

兴盛中华圆夙愿，傲然世界立前沿。

菩萨蛮·百年党庆感怀
言建忠

红船星火燎中国，工农奋起征南北。赤帜映穹

苍，潮流沸海江。去者终须去，情寄人民处。举纛弄

新潮，鲲鹏展翅高。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易庆安

百年鼎运出红船，风雨如磐未息肩。

救国于危兴伟业，为民求索著新篇。

久凭惠政春潮涌，复振雄风大梦圆。

放眼自然天地阔，辉煌画卷动吟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