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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头条大赛（第12季）

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铁梅院长：
你好！
今年国庆节期间，重庆

川剧院一、二、三号在渝中区
金汤街小剧场连演三场川剧，我带妻子
任女士看了三场。非常感谢贵院呈献出
这样精美的艺术大餐，让我们再一次感
受到了传统艺术的无穷魅力，也在愉快
中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国庆假期。

因儿子在成都的部队工作，很少回
家，儿媳和两个孙子也未与我们住在一
处。于是节前儿子告诉我们，假期前三
天他回渝休假，带儿媳、孙子与我们团
聚，并在城市周边游玩游玩。

九月三十日，我从《重庆晚报》得知，
也是国庆假期前三天，贵院将在金汤街
剧场连演三场川剧，我十分高兴。心想，
别说儿、媳、孙子回来，就是把先人板板搬
回来，也要保证我们在看好川剧的前提下
与你们团聚游玩。为此，儿、媳作了让步，
他们提前做好午饭，保证下午两点老爸
老妈准时赶到剧场看戏。

连看两场后，昨天是三号，也是金汤
街演出的最后一场，更是儿子休假期满
归队的最后一天。我与老伴看完演出
后，紧赶慢赶回家送别儿子。谁知，人家
早已人去楼空，于半小时前乘坐下午四

点半西客站的动车归队了！
儿子一走，媳妇和两个孙子也几乎

同时回到城区他们的住处，于茫茫人海
中不见踪影了。

铁梅院长，我的文字多带情感，说得
闹热。其实很简单，他们这代人或把分
离聚合、传统艺术看得比较简单，没有

“长亭送别”“灞桥挑袍”那样的情怀与庄
重——老爸老妈，你们年迈有空看川剧，
那是你们的自由；我们相夫育子、在岗执
业，也是我们的责任。谁都是对的，各自
抓紧时间干好各自的事吧。

再说这三场演出，我有三个想不到。
一是剧院的整体实力如此之强大，

我想不到。此次演出，第一场，清唱，高
腔。第二场，清唱，胡琴、弹戏。文武场
面、领腔与演员，全部上场，面对面向观
众表演。这样，鼓师、琴师和领腔人员的
一举一动，演员的细微情绪变化，我们都
看得真真切切。同时也目睹了各位艺术
大家们的芳容，平时想见都见不到啊。
尤其是这些演唱段子，每个只有几分钟，
又都是素面朝天，最能展示他们的真实
功力。弱势的剧团，真不敢这样安排，没
想到你们有这阵容，又展示得这么齐整
威隆。无论梅花奖得主胡瑜斌、黄荣华、
孙勇波、吴熙，还是新秀周露、周星雨、罗
晓薇、白孟迪、余艾贝、曾义、彭琦、谢舜
杰，以及参加演出的许咏明、王娅、李润、
王涛和八十八岁高龄的老艺术家夏庭
光，或是身怀绝技，或是功夫不凡，让台
下观众掌声不绝！只可惜你一直未作表

演，可能是想让他人尽情展示才艺吧！
二是大腕新秀如此之众多，我想不

到。我甚爱川剧，但更多是从电视和网
络上看，进剧场仍看得较少。这次你们
通过演唱会和折子戏的大展示，真让我
十分惊讶！想不到贵院十来年有了长足
的发展，一批新人真的成长起来了。除
了两场素妆清唱“文武昆乱不挡”外，昨
天的一场折子戏，共四个剧目：《真假李
逵》《打神》《刁窗》《曹甫走雪》，一个更比
一个精彩。这四出戏，三十年前我在成
都已看过，而且是全省性的、当时也包括
重庆在内的比赛性汇演。说实话，那时
那些演员的基本条件和实际功力，均未
到达如此水平。一见老生胡瑜斌，从扮
相到唱腔，我就想到了川剧大名家杨昌
林。一见青衣周露、周星雨和彭琦……
我就想到了当前北京京剧界最漂亮、最
走红的于兰、窦晓璇、郭玮、丁晓君这批
青衣名旦们。但是贵团的周露、周星雨、
彭琦等人，都是90、00后，多么年轻，而又
从正规戏校毕业、名家手把手传授，前途
不可限量啊！这批人马，比黄梅戏、越
剧、各类梆子剧种中的新秀名角，也毫不
逊色呀！

三是演员们的敬业和奉献精神如此
之突出，我想不到。看演出前，儿子告诉
我，在成都看某某某一场相声表演，普通
门票800元，要我备好买票钱！

我到了剧场门口买了两张票，工作人
员说一百元。我问一张票一百元吗？对
答，共一百元，位置你自由选。我吃惊票价

的低廉。再看他们个个认真地、全神贯注
地表演，汗沁额头、汗湿衣衫的情形时，你
才知道，什么叫敬业，什么叫不计报酬。我
老伴说，这简直就是做公益事业了！

铁梅院长，写这些无非是想说明，重
庆川剧院真不愧是重庆市政府两次颁发

“集体一等奖”的单位、文化部授予的“全
国文化先进集体”，不愧是优秀的专业艺
术剧院！

最后有两点建议：
一是今后仍将不断加强对剧院及演

员的系统宣传，让他们的人品追求和艺
术造诣，书上看得见，网上查得到，有更
多人知晓。

二是演出中字幕的处理，除了跟进
打出唱词道白外，还应不少于二至三次
地标明演员名字。如折子戏，应开头介
绍一次，中间一次，结尾一次。唱段应开
头结尾各介绍一次，让观众好记住。

祝川剧院大发展！
祝你工作顺利，国庆假期快乐！

邓高如
2021.10.04

注：沈铁梅，汉族，重庆渝中区人。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川剧
代表性传承人。川剧历史上第一个拥有
戏曲表演研究生学位的艺术家，国家一
级演员。重庆市川剧院院长，重庆市文
联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在中国戏剧
梅花奖评选中三度摘梅。先后荣获国家
级荣誉23项。

（作者简介：邓高如，著名军旅作家，
重庆市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曾获第八
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集奖，解放军第四届
长征文艺奖，蝉联三届四川省散文奖，中
国报纸副刊一、二等奖等奖项。著有《将
军文化典藏·邓高如散文卷》《断鸿声里》
《半轮秋》等。）

国庆假期的艺术大餐
——致沈铁梅院长的一封信 邓高如

七绝•辛丑国庆仰望国旗感记
蒋宜茂

一片血岚红欲滴，五星烁闪映殊奇。
年方七二铸盛世，破浪航船沐日曦。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

会会员）

七律•诗路回首吟
耕夫

缀玉联珠越卅年，磨光刮垢得浑圆，
书山蕴藉风神隽，网海苍茫日月悬。
听雨无眠敲雅韵，拈花有梦续新篇。
亦痴亦醉谁扶我，李杜苏辛语耳边。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

会理事）

欢度国庆
归燕

天际祥云瞰皓苍，田畴稻白映农庄。
广场华表披花带，小径亭台依水傍。
万马奔腾遮日月，三军列队筑江防。
百年屈辱归方册，千古风流复兴昌。
（作者单位：重庆市地质集团）

当国庆假期到了最后一天，7天长假
也就进入尾声了，我想这个时间点是可
以用来总结的。当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管控以后，我们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防疫
工作就需要紧锣密鼓地开展，时刻绷紧
疫情防控之弦。特别要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厌战情绪和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从
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守住来之不
易的防控成果。

节日期间，经我细细观察，发现一种
奇怪的现象。凡是门岗保安提醒顾客进
入服务区请佩戴好口罩，出示健康码时，
真正第一时间“听话”的不是大人，而是
孩子。无论是小到幼儿园还是大到高中
生，他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立马戴好口
罩或者调整未佩戴规范的口罩，眼里还
藏有一丝抱歉和不好意思。而有些大人
则表现出叽叽歪歪或者不屑一顾，甚至
还时有抱怨或争执的情况发生。

记得国庆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
次，是一个三口之家，他们陆续走进大
门，出示了健康码就想进入，结果被我
们拦住了。两个大人都把口罩戴好了，
唯独那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没有戴。我
说：“老师，你们家小孩没戴口罩哦。”
他说：“好的，知道了。”然后随即将戴
在自己脸上的口罩取下来给孩子戴上，
接着牵着孩子就想走，我们在场的人异
口同声地说：“那你自己呢？”他勉为其
难地说：“我就不用了吧！”那一刻，把我
们惊呆了。我相信他不是舍不得买口
罩或者不愿戴口罩，而是松懈麻痹意
识，作为一位父亲，如何给自己的孩子

言传身教？
“戴口罩，勤洗手，少出门。”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或许有些赶路人已经忘
了这样的初衷，忘了这样做的意义，忘了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当然，如今全民素
质普遍提高了，防护意识大大加强了，绝
大多数都能做到提前准备，既为自己节
省时间，也为不给排队的人增加麻烦。
作为高速公路公益服务行业，我们需要
呼吁，需要更多拥有社会公德的人。

每逢佳节必然忙，这是我们高速人
必然的经历。当疫情防控遇见节日高
峰，人流密集，车流增大，服务区的工作
还要忙而不乱，车辆要井然有序地疏通，

顾客要热情周到地服务。门岗要防控、
公区要消毒，全场要清洁、餐区要收拾，
一个小长期忙下来，嗓子喊沙，口水说
干，脚掌跑痛都是常有的事。理解的人
会在保洁阿姨收拾餐桌的时候说一句：

“麻烦你们了，你们辛苦了！”那一刻，内
心的累与疲惫都会化作甜蜜与欣慰。

重庆作为一座山城，高速公路四通
八达，如此壮举不是传说而是传奇，它实
实在在给巴渝儿女的出行带来了便利。
时代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一定离不开社
会各界的支持、包容和理解。未来的路，
希望更多人齐心合力共同前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当高速人遇上赶路人
草可

有这样一首歌，总让我热泪盈眶，这
首久负盛名的歌曲就是《歌唱祖国》。每
当我唱起这支歌，就会有一份牵挂萦绕
在心，有一种爱国的情怀割舍不下……

爱上这首歌由来已久，记得还是上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一次校运会闭幕
式上，我和小运动员们齐声高唱《歌唱祖
国》的情形，至今让我记忆犹新，难以忘
怀。从那一天起，我记住了《歌唱祖国》
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庄重而动听的旋律。

后来，我在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回
声嘹亮”节目中，看到了词曲作家王莘老
师创作《歌唱祖国》背后的细节和感人故
事。

1950年国庆节前夕，王莘从天津到
北京去购买乐器。他返程路过天安门广
场，秋风里，国旗高高飘扬，一瞬间，王莘
脱口而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
声多么响亮！”他越唱越有劲，因为赶火
车没时间记，怕忘了，他就朝着车站一路
走一路唱，上了火车，赶紧记录，找不到
纸，他顺手撕开香烟盒，在背面继续创
作。窗外景色延绵，灵感也随之奔涌，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唱着唱着，他激动
的泪水沿着眼角就横着流了过去，而歌

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倾泻出来，将人
民共和国诞生的壮丽画卷犹如浓墨重彩
勾画得淋漓尽致……

次年9月12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亲自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令：在全国广
泛传唱《歌唱祖国》。从此，歌曲《歌唱祖
国》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成为中国各
种重大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或结束曲。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
荣富强”唱着熟悉而坚定的曲调，让我想
起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
而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

民族英雄杨靖宇，21岁参加革命。
1940年初，他被日军围困，敌劝其投降，
可他依然不停地用手枪还击。最后因寡
不敌众被敌弹射中胸膛，壮烈殉国，年仅
35岁。杨靖宇为国捐躯后，日本侵略者
剖开了他的遗体，发现他的胃里面除了
尚未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连一粒粮

食都没有。壮士喋血，连残暴的侵略者
也震惊和折服！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方志敏，早年
参加革命并创建了江西省最早的扬子洲
农民协会，组织发动著名的漆工镇暴动、
参与领导弋横起义，他把马克思主义与
赣东北实际相结合，亲手创立红十军、红
十一军，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
红色政权的经验。随后他又率部组成中
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数十倍于
红军的敌人展开了最顽强的搏斗，为中国
革命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他在狱
中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
贫》等名篇，被俘后大义凛然、英勇就义。

还有尽忠报国的一代名将张自忠、
丹心碧血沃中华的吉鸿昌、化做红梅映
山红的江竹筠……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
生命为我们换来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
正如歌中唱道：“我们勤劳 我们勇敢
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战胜了多
少苦难 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歌唱祖国》凝结了多少爱国之声、
人民之心、民族之魂，是我们心心念念唱
响心中的经典之歌。

（作者单位：石柱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歌唱祖国
谭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