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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忆

6月20日，是一个流泪的日子。早晨传

来噩耗：乔羽逝世。我惊呆了，像是忽然受

到了猛烈的打击。

一星期前我还同他通过电话，约定秋凉

后聚会。自从他的夫人去世后，他就在女儿

的陪伴和精心呵护下生活。女儿为了使他

高兴，每年至少要安排我俩聚会一两次，畅

快地喝两杯酒，无拘无束地回忆往事。这三

年，疫情阻挡了我们的会面，我只能打电话

向他问候。他的女儿总是希望我们多聊聊，

可是我发现他的话一次比一次少。我感到

他老了，思维也大不如以前了。他每次对着

话筒就重复两句话：“我没病，我很好。”我问

他还每天喝酒吗？他说：“喝！”便放下了话

筒。这一次他女儿接过话筒低声对我说，他

最近停杯了，怎么劝也不喝一口。我突然有

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脑子里闪过杜甫离世前

不久写的那句伤感的诗：“潦倒新停浊酒

杯”。不幸应验了。我止不住地流泪，我失

去了最后一位维系了整整70年友谊的亲爱

的朋友。

70年前的1952年，为了促进戏剧创作

的繁荣，中央决定把几个主要艺术单位的创

作骨干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剧本创作室，属

文化部艺术局领导。乔羽和我都调了进来，

我们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创作室在第二年

召开的二次文代会后就归属到了中国戏剧

家协会。在当时，这个创作室可说是人才济

济，老中青结合。主任是老剧作家陈白尘，

成员中年龄最大的是田汉先生的夫人、前辈

作家安娥，还有歌剧《白毛女》的作者之一、

诗人贺敬之，小说家和剧作家路翎，北平市

民最早看到的一出解放区的秧歌剧《一场虚

惊》的作者李建庆，以及解放后第一部表现

工人生活的话剧《红旗歌》的作者刘沧浪和

鲁煤等，一共二十来人。乔羽和我是创作室

里最年轻的两个人，我那年22岁，他也不满

25岁。他写歌剧，我写话剧。

乔羽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我们相识后

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待人热诚谦和，为人

善良风趣，而且读书多，很有学问，同他聊天

既愉快又多有所获。

我们那时都沉浸在对艺术的追求里，我

们交谈得最多的是读书的心得，也交流创作

经验。那时我们都是很单纯的青年人，高兴

了就上小馆子喝一盅二锅头。乔羽很用功，

成天埋头写作。他那时写了一部儿童歌剧

《果园姐妹》，作曲家刘炽为他谱曲，广播电

台播放了，反响不错。乔羽很受鼓舞，他请

刘炽喝酒，把我也叫上了。我举杯向他俩祝

贺。刘炽是一位很优秀的作曲家，我记得他

写的那首歌曲《新疆是个好地方》，旋律明快

活泼，又富有新疆民歌的情趣，在当时是最

受群众欢迎的歌曲之一。刘炽是最早发现

乔羽歌词创作才华的作曲家。他说，读着乔

羽写的歌词，就会唤起他的灵感，脑子里回

荡起优美的旋律。

乔羽那几年埋头写作歌剧，在《剧本》月

刊上又发表了歌剧《杏林记》。快27岁了，

还是孤单一人，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创

作室的副主任田兵是一个好心肠的老干

部，他认识艺术局一位叫佟琦的女青年，

身材高挑，长得秀美，就当红娘给他俩牵

线。果然，聪慧的佟琦一眼就看上了这个貌

不惊人的才子，认定这是一个可以依托的好

男人。不久他们就举行婚礼，乔羽要我帮他

做招待员。

那晚，创作室的小院红灯照耀，喜气洋

洋，桌子上摆着一盘盘喜糖、香烟和新鲜水

果。记得那晚，田汉、欧阳予倩、曹禺等戏剧

界的领导和前辈们都高高兴兴地来祝贺这

一对新人。人们开始起哄了，要新郎坦白交

代恋爱秘密。乔羽平时讲起笑话来口若悬

河，妙语连珠，这回轮到要讲自己了，却

变得狼狈不堪，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的那

种既滑稽又无奈的表情，是怎样逗得大家

捧腹大笑的。

转眼就到了第二年。夏初的一天上午，

乔羽神情紧张地闯进我的小屋，连声说：“今

天下午你得陪我！”我急忙问他出了什么事，

他结结巴巴地说：“佟琦要生孩子了，你得陪

我到医院去。”我答应了。

为了消除他的紧张情绪，我们先到了北

海公园。那时白塔旁有个小茶馆，客人少，

我们两人就在那里喝茶聊天。我记得那天

聊的是小说《红与黑》，乔羽有声有色地讲述

了它的许多细节。我听得津津有味，也很受

启发。我们吃完一笼包子后就下山直奔妇

产医院。

佟琦躺在床上，旁边是襁褓包裹着的一

个小男孩。我们走进房后，佟琦从被子里向

乔羽伸出了手，乔羽拥上前握住了她的手。

乔羽心情激动，表现出惊喜，感激，还有点羞

涩。现在回忆起来，那是一个多么甜蜜和温

馨的时刻啊！我那时还是一个单身青年，更

没有做父亲的体验，但我确实感到乔羽做了

父亲后变得成熟了，他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强

烈的责任感，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他的情感也升华到了一个新境界，他的诗情

和现实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了。

就是在这一年，恰好刘炽又接受了两部

电影的音乐创作任务。一部是严恭导演的

儿童片《祖国的花朵》，另一部是沙蒙导演的

战争片《上甘岭》。刘炽向导演提出，主题歌

一定要请乔羽写歌词。于是，《让我们荡起

双桨》和《我的祖国》这两首歌诞生了！它们

激起了广大群众强烈的情感共鸣，获得了广

大群众的喜爱，歌声响彻中华大地，从孩子

们到城乡大众都广泛地传唱着。这两首歌

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词坛升起了一颗闪亮的

新星！

我们为乔羽庆幸，为他高兴。

乔羽是一个幸运者，他遇到了刘炽这样

一位难得的艺术知音和亲密的合作者。乔

羽又是一个清醒的艺术家，他深知打动人心

的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作者的真情实感，

是浪漫优美的意境。他的歌词通俗朴实，但

正是这些朴素无华的句子里蕴含着充满时

代气息的深挚诗意。青年乔羽的文学修养

和政治信念使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能自觉

地把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结合起来，我认

为这是他超越同时代许多作家的了不起的

成功。

1955年，那位爱护青年的田兵，把上级

分配给创作室的两张“五一”劳动节游行的

观礼劵，没有按资历送给老干部，竟然给了

乔羽和我两个年轻人。这在当年可是一种

很高的奖励。“五一”劳动节一早，我和乔羽

一同高高兴兴登上了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

“四人帮”垮台后，乔羽随舞台剧《杨开

慧》剧组到长沙演出，受到湖南文化部门的

盛情接待。当时我在长沙街道工厂做工，乔

羽请求接待干部帮忙找到我，希望能和我见

面，但被接待的干部拒绝了。虽然那次我没

能见到他，但他对落难老友的这份情谊，让

我至今难忘。

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掀开了历史新篇章，为中国的发展开启了一

个崭新的时代。党中央拨乱反正，纠正了历

次政治运动中的错案，1979年的春天，我重

回戏剧工作岗位，和久别重逢的老朋友相

聚，乔羽和我紧紧拥抱了。

我脱离戏剧工作二十多年，现在遇见

的都是陌生的新人。没有想到，许多年轻

人亲切地对我说，我们对你并不陌生，乔老

爷经常向我们讲起你呢。我听了很受感

动。恰巧那年田兵老人也从贵州来到了北

京，乔羽夫妇是那般欣喜，他们始终感激这

位红娘，惦念着他，有了他，才有今天乔羽

的美满家庭。乔羽夫妇为田兵举办了一个

丰盛的晚宴，请来了许多新旧朋友。刘炽

也来了，这是我劫后第一次见到他，也是最

后一次。朋友们举起酒杯，个个含着眼泪

畅快地痛饮。那晚的情景，我记忆犹新。

我被人间真情深深感动了，也对乔羽夫妇

的感恩情怀产生了敬意。不久后听到刘炽

先生去世的消息，田兵先生也于2002年在

贵州病逝。我感到悲伤。

挣脱了长期的思想禁锢以后，乔羽焕发

了青春。他的艺术才情闪耀出新的光彩，艺

术生命盛开出美丽的花朵。他的新作接连

不断地带给人们喜悦，唤起人们对新生活的

热爱，激发人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牡丹之

歌》《夕阳红》《难忘今宵》每一首歌都伴随着

人们度过美好的时刻，那一句句优雅动情、

含义深刻的歌词，深深地打动着人们，把人

们的精神世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人

们喜爱的“乔老爷”真不愧是新时代最受人

民尊敬的艺术家。

1988年的春晚，毛阿敏演唱的《思念》

轰动全国，好评如潮。一次我和乔羽聚会

时，他问我对《思念》的看法。我想了想说，

我还想不起有第二首歌，在短短的几行歌

词里，塑造出一个有文学意味的形象，像一

只蝴蝶唤起人们无尽的联想。他却说写歌

词是很苦的，由不得你，还得看你是否碰得

上一位好作曲家和一位好歌手。他说，人

们喜欢《思念》，是谷建芬的曲子写得动听，

毛阿敏又唱得好。我提议，为《思念》的完

美的三结合干一杯。我们把酒盛满，一干

而尽！

沉吟片刻，我补充说，更应该感谢这

个时代，感谢改革开放带来宽松的创作环

境，让艺术家们得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才

华。他默默地、深情地点着头表示赞同，我

们再一次举起了酒杯。

他走了，人们隆重地悼念他。我读到

许多篇年轻朋友哀悼他的文章，每一篇都

使我深受感动。人们不仅高度地评价了他

的歌词艺术成就，而且深刻地赞颂了他的

人格的崇高。我坚定地相信，人民艺术家

是永远属于人民的。乔羽没有死去，他永

远活在人民高唱着的他的歌声里，他在人

民的心中永生。

（作者系中国戏剧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

难舍七十年友情难舍七十年友情
——哭别乔羽 □杜 高

评 点

千呼万唤，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策划、云南

润视荣光公司制作、于荣光导演并主演的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杰出的科学家朱有勇传神写貌的电影

《农民院士》终于与广大观众见面了。这是一部为

健在的院士立传的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的有精

神高度、有文化文涵、有艺术价值的用心用功之作，

值得称道和推荐。

在银幕上为健在的当代科学家画像立传，绝非

易事。一是因为科学家健在，其审美艺术表现对真

实性的要求就相当严格，相对说来艺术虚构的想象

空间就有局限；二是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概念、推

理、数据和专业知识，都非艺术表现的最佳对象。

《农民院士》却迎难而上，独辟蹊径，以审美化的智

慧翻越了这些难点，让难点转化为影片的亮点。

一是影片对朱有勇的科技人生、创造人生，并

未全景式地一一道来，而是集中在他率领科研团队

深入云南澜沧蒿枝坝尚处自耕自足的封闭式小农

经济的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这段高光人生，聚焦

于成功实现“冬季马铃薯”和“林下三七”两桩现代

科技转化为强大农业生产力的事件，非常精彩地讲

述了他率领团队帮助当地农民一跃而脱贫进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的故事。在世界经济

史上，像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靠几年

时间就实现了六千万左右的人的精准扶贫，令整个

社会进入小康，实在是人间奇迹；而像蒿枝坝这样

的极贫地区跨越式地飞速进入小康，更令人叹为观

止！影片虽集中于表现农民院士朱有勇率团在蒿

枝坝几年时间里精准扶贫的丰功伟绩，又巧妙地以

纪录片形式缝合穿插进对他的团队科研成就的全

景呈现，这就使银幕上的农民院士朱有勇的艺术形

象更加立体、丰满、完整。

二是影片选择了独特而多

样的视角去观察和揭示农民院

士朱有勇高远的精神境界、人

格魅力和崇高品德。由于蒿枝

坝这个还带有小农经济色彩的

老人社会的“爷爷”的视角，他

自视祖辈只能种地务农，勿需

且抵制朱有勇们以科技帮扶他

们务农。于是，朱有勇的现代科

学思维与他的传统守旧思维产

生了尖锐冲突而构成影片的戏

剧矛盾，观众从他由抵制到主动

要求加入“林下三七”种植的精

神变迁中体悟到朱有勇科学精

神的巨大感召力；另外以天真无

邪充满幻想的“孙女”的视角去

观察朱有勇的所思所想所为，尤

其是她对朱有勇与“爷爷”情感

交流的深刻变化，从中折射出朱

有勇理想信仰的光彩夺目和现

代科学思维对传统守旧思维的

巨大征服力；再者是从朱有勇率

领的科研团队的青年博士的眼

中看朱有勇的初心和使命，尤其

是通过选择将“林下三七”科研

成果无偿赠送当地农民而不为

“十亿重金购买”所诱以及劝阻

因此欲走的青年助手，揭示出农

民院士“成就感”高于一切的高

远精神境界。三重视角，血肉丰

满地在银幕上塑造出栩栩如生的朱有勇艺术形

象。而饰演朱有勇的于荣光，以朱有勇精神演朱有

勇，不温不火，张弛有致，出神入化，功不可没。

三是影片注重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彰显中华美

学风范。影片着笔精准扶贫题材，又超越题材自身

而进入对新时代美学精神与美育实践的宏观把握

与艺术观照。从审美创作的运作思维上看，影片讲

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如果说，“冬季马铃薯”之

“马铃薯”，着意于“食”，解决的是“民以食为天”的

物质问题；那么，“林下三七”之“三七”，则着意于

“寿”，指向的是生命的健康与延长。两者的“托物

言志”，给观众留下了审美联想的广阔空间。从审

美创造的结构上看，影片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

制。以科学种植“冬季马铃薯”与“林下三七”两桩

事件结构全片，电影语言简洁明快，不拖泥带水，画

面清丽幽雅，对话节制有度。从审美宗旨上看，影

片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云南山水，秀丽风光，

农民院士朱有勇率领科研团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

地上创造的人间奇迹，自然而然地不著一字地引领

人进入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境界。

这，正是《农民院士》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的美

学魅力！

（作者系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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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至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

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共衢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首届全国文艺评论新锐力量专题研修班，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浙江衢州举办，旨在进一步加强

青年文艺评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文艺评论新锐力

量，推动文艺评论繁荣发展。

中国评协主席夏潮表示，希望新锐班学员能增

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和文艺评论重要

指示精神为指导，真正履行好价值引导、精神引领、

审美启迪的重要使命；打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

础，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评论工作重

要论述的学习、领会、研究和阐释，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同中国具体文艺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

求相结合；发扬批评精神，增强朝气锐气，坚守科学

客观公正全面的批评准则，坚持实事求是评价作

品，坚持以理立论、以理服人，开展健康的文艺批

评；深刻认知和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深入广

阔的时代现场和文艺现场，迸发评论的生机，以青

年之声提高青年审美、引领青年风尚，充分展现青

年文艺评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不断扩大文艺评论

的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共开展了六次专家授课，

并安排了“破冰”交流、小组讨论、学员论坛、汇报发

言、现场教学等系列活动，具有较强的导向性、针对

性和前瞻性。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中国评协

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以及黄鸣奋、王

杰、毛尖、周志强等来自文艺界、高校的专家学者，

以《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和

美学特征》《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一个理论特征——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艺术创

新》《文艺批评的三种方式》等为题，为学员进行了

充实紧凑、内容精彩丰富的授课。课程既有宏观的

思想指导，又有具体的评论方法；既有课堂理论教

学，又有现场实践体验。学员们以“守正道、走大

道”为指针，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见解，充分表现出

年轻人的锐气和活力。

中国评协副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

主任袁正领参加了结业式并讲话。四位学员代表

进行了总结发言。据悉，首届全国文艺评论新锐力

量专题研修班结束后，中国评协、中国文联文艺评

论中心还将跟踪学员发展，不断打造青年新锐评论

论坛和青年人才阵地，共同推动文艺评论事业蓬勃

发展。 （路斐斐）

首届全国文艺评论新锐力量专题研修班在浙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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