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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这部由诗人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大型合唱声乐套
曲《黄河大合唱》，吼出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每当
这激动人心的旋律响起时，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便呈现在人们眼前。
《黄河大合唱》于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

演，如今，80余年过去，这部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作品并没有被遗
忘，相反却被越来越多的人传唱，其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走进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沈阳
地区隐蔽斗争历史展”展厅，东北抗联转战
白山黑水、浴血奋战的历史场景历历在
目。“看着这一幅幅历史图像，深受触动。
感谢这些英雄，用鲜血和生命换来我们今
天的美好生活。”77岁的观众车彩霞说。

4月12日，由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主办的“沈阳地区隐蔽斗争历史展”开展。

实物还原当年工作生活场景

来展览现场采访，记者看到，这看似平常
的一排硬山式青砖瓦房，坐北朝南，面阔六间，
进深一间，在初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肃穆。最
东侧一间，砖墙上挂着一块“满洲特科活动遗
址”牌，上书：满洲特科秘书长赵唯刚以东北
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教官的公开身份进
行掩护，居住在此，秘密保护刘少奇同志。

走进屋里，复原的摆设展示了赵唯刚
当年在此工作和生活的情景。室内摆设很
简单，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桌、一个地柜、
一个脸盆架，写字桌上有一盏台灯，有砚
台、毛笔和信笺。睹物思人，人们不禁会
问：赵唯刚当年是怎样开展革命斗争的？

在展览的“第一部分：中共满洲省委时
期党在沈阳的情报保卫工作”，有关于赵唯
刚的相关内容。

据展览介绍，情报保卫工作受中央特
科和中共满洲省委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
收集情报、保卫党的机关以及掩护同志、营
救被捕同志等。1928年二三月间开始，在
党的指示下，中共地下党员赵唯刚以东北
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教官的公开身份为
掩护，收集了大量军事情报。1928 年底，

中央特科委派蔡伯祥来沈阳考察指导东北
的情报工作。赵唯刚协助其工作。

依照中央特科的模式，情报保卫组织
也分设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电讯科。
赵唯刚负责情报科，了解敌情，收集情报。
情报保卫工作虽然在组织上设立4个科，但
由于人员较少，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一人
多能，赵唯刚除了负责情报收集任务外，还
多次为党的同志找铺保和租房子等。

蔡伯祥是名医生，来到沈阳后，在城内
开设了一家首善医院。为了防止宪警特务
的盘查，赵唯刚利用他在奉系高层中的社
会关系，请东北有名的军阀汲金纯给蔡伯
祥的医院题写了牌匾。医院也成为情报保

卫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情报保卫组织建立后，由于蔡伯祥工

作经验丰富，赵唯刚在高层社会中具有广
泛的社会关系，加之其他成员精明干练，使
情报保卫工作效率高、成效大，很快收集了
大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阴谋活动情报，
及时准确地汇报给了中央特科。此外，情
报保卫组织还多次营救被捕同志，使同志
化险为夷。

百余张珍贵图片再现峥嵘岁月

在中国共产党艰苦漫长的斗争历程
中，既有公开战场的博弈，又有隐蔽战线的

较量。公开战场和隐蔽战线相互配合，相
互支持，奏响了中国革命的一曲曲凯歌。

“沈阳地区隐蔽斗争历史展”有“中
共满洲省委时期党在沈阳的情报保卫工
作”“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沈阳的情报工
作”“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沈阳的情报工
作”3 部分。展览形成这样一条主线：为
了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东北地区各方
面情况，为制定政策和策略提供依据，中
央特科成立之后，在东北地区也开展了
情报保卫工作，历经险象环生的斗争历
程，在情报收集、保卫党的机关以及掩护
同志、组织营救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
第一时间发表《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
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吹响了抗日战争
的号角，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前往沈
阳开展地下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沈阳的
地下组织遵照中央提出的敌后工作方针
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在异常严酷
的白色恐怖下，冒着随时被捕和牺牲的
危险，与敌人展开殊死斗争，为东北解放
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据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馆长刘
秀华介绍，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研究人员
查阅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中共满洲省委研究》《中共沈阳地方党
史》等大量图书资料，几经研讨论证，最
终形成展览的图文大纲，继而完成布展并
向公众开放。这个展览首次系统地公开
展出沈阳地区隐蔽战线斗争史，通过 100
余张珍贵的史料图片，再现鲜为人知的峥
嵘岁月，深切缅怀那些在隐蔽战线战斗的
无名英雄。

百余张珍贵图片和实物再现峥嵘岁月

还原中共满洲省委隐蔽战线斗争历史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4月 11日，由广西壮
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柳州市政府联合主办的“感党
恩 跟党走”2021年中国·柳州“鱼峰歌圩”全国山歌邀
请赛在柳州市举行，锦州市文化演艺集团（锦州市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旗下锦州市歌舞团选送的歌手张佳鹏、
张琳琳获大赛一等奖。

两位获奖选手为国家二级演员、满族歌手，参赛曲
目《山水情意长》是所有参赛作品中唯一一首满族歌
曲。他们身着满族传统服饰，深情演唱具有浓郁满族
风情的声乐作品，歌曲展现了一对满族青年男女的爱
情故事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赞美与畅想。

“鱼峰歌圩”作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示
范项目，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本届山歌邀请赛有来
自云南、宁夏、四川、陕西、内蒙古等地的150余名各民
族优秀歌手同台竞技，其中不乏在国内、国际屡获大奖
的歌手参加。他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爱国情怀，礼赞
新时代。

锦州歌手
全国山歌邀请赛获奖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记者日前从朝阳凌源
了解到，凌源皮影传承人张佐飞正在创作一系列革命
旧址影雕作品。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以及遵义会议、古田会议、洛川会议
等会址，还有嘉兴红船、延安宝塔山、井冈山八角楼
等。这些作品雕刻完成后将在凌源展出。

凌源皮影戏是一种将剪纸、戏曲、木偶戏等相结
合的静动结合传统艺术。凌源皮影有着 300 多年的
历史，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
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影人雕镂玲珑剔透、操纵
表演惟妙惟肖、掐嗓演唱独具特色。凌源曾被命名
为省级“群众艺术活动基地”和国家级民间皮影艺术
之乡。

凌源皮影传承人
雕刻系列革命旧址影雕作品

1939 年 4 月 13 日，《黄河大合唱》在
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立即引起巨
大反响，随即唱响全国，成为抗日歌曲的
主旋律和时代的最强音。作品气势宏伟
磅礴，音调清新、朴实优美，具有鲜明的民
族风格，强烈地反映出时代精神。

1945 年 ，冼 星 海 在 莫 斯 科 治 病 期
间，用生命最后的时光重新加工、修订

《黄 河 大 合 唱》简 谱 手 稿 ，增 加 了《序
曲》，写 成 了 五 线 谱 版 的《黄 河 大 合
唱》。李宝祥说，今天，我们能看到最早
的《黄河大合唱》是 1955 年中央新闻纪
录电影制片厂拍摄、解放军总政文工团
演出的《黄河大合唱》纪录片。这部纪
录片中保留了冼星海在莫斯科增加的

《序曲》部分。
李宝祥说，《黄河大合唱》自诞生以

来，深受欢迎。比如，1975 年 10 月 25
日，《黄河大合唱》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上
演，持续演出了 5 天，之后在观众的强烈
要求下，同年，11月 5日、6日在首都体育

馆加演了两场。当年，光未然还去了北京
民族文化宫现场，聆听他 25 岁时和冼星
海一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之

子张安东曾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演唱了
这么多场，《黄河大合唱》为什么还这么震
撼？每场演出还是那么让人激动？这是

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那种艺术的力量，
还有文化的力量和历史的力量。

多年来，作为鲁艺的后人，沈阳音乐
学院在不同年代、不同音乐会上，不断地
演出《黄河大合唱》，并邀请幺红、李心
草等歌唱家、指挥家参加演出。《黄河大
合唱》关注时代、关注民族命运的创作
精神影响着沈音人，激励他们不断创作
出弘扬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

李心草曾多次指挥《黄河大合唱》
演出，在一次参加沈音举办的音乐会演
出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黄河大
合唱》我们铭记于心，可以不用排练直
接上台演出。不朽的作品需要一代一
代音乐家传承。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也
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大型合唱声乐套
曲。这部作品的词写出了中华民族的气
魄，音乐表现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
风格，其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为中国大
型声乐创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不朽作品需要一代一代音乐家的传承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专栏“歌声里的历程”，回
溯百年来最具代表性、在大江南北广为传唱的优
秀音乐作品，在歌声里回望百年党史，感受党领导
全国人民取得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

说到红色歌曲，我首先想到了一位曾经采访
过的抗联老战士李敏。2017年，在她满墙贴满了
抗联军歌乐谱的家里，93 岁的李敏身躯挺拔，精
神矍铄，坚毅地唱着抗联名将李兆麟将军作词的

《第 三 路 军 军 歌》：“ 绚 烂 神 州 地 ，白 山 黑 水
间……揭竿齐奋起，誓驱倭寇，团结赴国难。民族
自救抗日军，铁血壮志坚，杀敌救国复河山。”

歌声中，是老人对那段难忘的抗战岁月的记
忆，对牺牲的战友无尽的思念。穿越70多年的岁
月，歌声依然响亮。这就是音乐的力量。百年来，
无数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伴着这样响亮的
歌声，涉过冰冷的河流，走过坎坷的岁月，不断创
造辉煌，一直走到今天。

百年来令人难忘的歌曲，很多都与辽宁有关：
《义勇军进行曲》的灵感来自“九一八”事

变后辽宁各地抗日义勇军队伍的抗日队歌和
誓词。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了志士
的鲜血。”这首《五月的鲜花》是作曲家、沈阳人阎
述诗写下的家国沦亡之痛。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
己人！”这首《救国军歌》是东北作家塞克在延安时
期怀着激昂的抗战热情写下的。

1948年底，作曲家马可伴着沈阳机车车辆厂
的机器轰鸣，创作了《咱们工人有力量》。就是唱
着这首歌，辽宁人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几乎奉献
出了一切。也是唱着这首歌，辽宁成为共和国的
工业长子，创造出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

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歌剧《星星之火》由沈
阳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李劫夫创作完成，其中的经
典唱段《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旋律激昂，正是年轻
的共和国生机勃发的真实写照。

1962 年，作曲家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
上》：“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彰显了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的昂
扬斗志。

1964年，沈阳音乐学院的作曲家秦咏诚来到
刚刚开始建设的大庆油田，冒着凛冽的寒风，与

“铁人”王进喜同吃同住同劳动，创作激情油然而
生。全国的石油工人，就是唱着《我为祖国献石
油》，头顶青天，脚踏荒原，为祖国摘掉了“贫油”的
帽子。

列举这些歌曲，不仅是为了证明辽宁在百年
音乐史上的分量，更想说的是辽宁音乐创作中的
红色基因。延安鲁艺，是革命文艺的摇篮，音乐
家们经历了抗战炮火的洗礼，经历了革命文艺
大熔炉的淬炼，抗战胜利后，他们从延安来到
东北，又把革命文艺的火种带到了辽宁。从延安
鲁艺到东北鲁艺，再到沈音、鲁美、辽艺，文艺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薪火相传，音乐家们始终与国家
的发展同频共振，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
灵感。

在我们的报道里，将会出现这些歌曲：《黄河
大合唱》《南泥湾》《兄妹开荒》《革命人永远是年
轻》《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红星照
我去战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今天是你的生
日》《我和我的祖国》《少年壮志不言愁》……是不
是每一首都会唤起你的难忘记忆？

希望我们的报道，能够伴你乘着歌声的翅膀，
重温百年党史中的难忘岁月，看到辽宁人在这块
热土上不懈奋斗的身影。

乘着歌声的翅膀
高 爽

《黄河大合唱》唱出保卫祖国最强音
本报记者 杨 竞

4 月 9 日，在沈阳音乐学院举办的中
国延安鲁艺校友会沈阳办事处成立大会
上，记者采访了延安鲁艺校友会特聘研究
员李宝祥，他跟记者谈起《黄河大合唱》
的话题。

李宝祥曾出版《烽火草原鲁艺人》《追
寻烽火草原鲁艺》等书，对鲁艺历史研究
50余年。谈到《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背景，
他说，据史料记载，1938年10月 ，武汉沦
陷后，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

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
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
夫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
悠扬的船工号子。他心潮澎湃，久久不
能平静。1939 年 1 月，光未然抵达延安
后，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并在这年的
除夕联欢会上朗诵。冼星海听后非常兴
奋 ，表 示 要 为 演 剧 队 创 作《黄 河 大 合
唱》。同年 3 月，在延安一间简陋的土窑
里，冼星海带病连续写作 6 天，光未然给

冼星海买来糖果，他一边吃糖果一边创
作，于3月31日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作
曲，以中华民族发源地黄河为背景，热情地
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保家卫国必胜的
信念。为了民族解放，为抗战发出怒吼。

《黄河大合唱》有《黄河船夫曲》《黄河
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
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
河》八个乐章，每一章节，都是通过朗诵和
乐队为背景串联起来。虽然每个乐章在

表现形式、艺术形象、思想内容上各有侧
重或相对独立，但是整个作品贯穿着一个
主题思想——“抗日和爱国”，同时歌颂了
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比如第七乐
章《保卫黄河》，歌曲采用齐唱、轮唱的演唱
形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是抗日军民广
为传播的一首歌曲。第八乐章《怒吼吧，
黄河》，混声合唱，运用主调与复调的混合
唱法，以号角性、战斗性的音调，象征东方
巨人为最后胜利发出呐喊，震撼人心。

唱出保家卫国必胜的信念

《光未然诗存》书封。（资料片)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也是影响

力最大的一部大型合唱声乐套曲。（资料片）

特科活动遗址。 复原的当年赵唯刚工作和生活场景。

沈阳音乐学院多次演出《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首演于1939年4月13日。(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