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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

CHUANCHENGZHONGHUAWENHUA HONGYANGZHONGHUAWENMING

6 月 29 日，伴着自己谱写的《红

旗颂》乐曲，91 岁高龄的人民音乐家

吕其明步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当时内心无比激动！多么熟悉

的音乐，在建党百年时庄严奏响！”鹤

发童颜的他沉稳地走在“七一勋章”

颁授仪式的红毯上，微笑着向周围挥

手致意。

《红旗颂》这样“炼”成

【35 岁首创，54 载磨砺】

中国北京，天安门城楼，风展红

旗如画。

“《红旗颂》怎么写、写什么，是一

个很大的难题，当时我思考了很长时

间，要形成一个历史与现实、理智与

感情的碰撞，我就想在这个中间找到

一个切入点。”吕其明回忆道。

这是 1965 年“上海之春”音乐会

的一篇命题“作文”，著名指挥家黄贻

钧给 35岁的青年作曲才俊吕其明出

了这道题，一批老艺术家也支持帮助

他。“当时，我作为后辈是很惶恐的。

怎么办，首先就是去一线体验生活。”

吕其明说。

《红旗颂》的诞生不是偶然。吕

其明把自己的身心都融入这面

“红旗”中。他 10 岁随父参加新四

军，15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 岁背着

心爱的小提琴随大部队进驻上海，从

此落地生根，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音

乐事业。

“我脑海里，最终将‘红旗’锁定

在了新中国成立时天安门广场上升

起的那面历史性的五星红旗。选取了

《义勇军进行曲》起头的旋律，紧扣

《红旗颂》的主题。”他说。

为了创作，他到造船厂生产一线

体验生活，看到新中国建设一派热火

朝天的景象，他豪情万丈，为《红旗

颂》又增添了奋发有力的进行曲节

奏。

多年来，他还一直觉得 1965 年

首创首演的《红旗颂》“功力尚浅”，没

有达到“一锤定音”的级别。他仍反复

推敲、修订，这部作品他足足改了半

个多世纪。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红旗颂》首演 54 年后，最终宣

布定稿。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首批杰

出交响乐作曲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电

影音乐创作和配乐工作者。他累计为

60多部电影、200 多部（集）电视剧创

作音乐，同时还创作了 10 多部大中

型交响乐作品。代表作除《红旗颂》

外，还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

不说俺家乡好》等，多首歌曲被广为

传唱；他配乐的电影作品有《铁道游

击队》《红日》《庐山恋》《城南旧事》

《焦裕禄》等。

从拉小提琴，到掌握多门乐器，

成为作曲家，尽管精通西洋交响乐，

吕其明始终坚持“民族的，才是世界

的”。家喻户晓的电影《铁道游击队》

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就是经

典案例。在给电影配乐时，他坚持运

用接地气的民间乐器。

吕其明创作的音乐，代表中国走

向了世界。传世经典《红旗颂》曾吸引

祖宾·梅塔等外国指挥家来华指挥；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则突出山东

民歌特色，与电影情节相得益彰，受

到中外音乐爱好者欢迎。

红色基因化作“音乐密码”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

本色的生命密码，对吕其明来说，这

也是激励他不断创作的“音乐密码”。

【15 岁在老乡家昏暗的油灯下入

党】

1945年的一个夏夜，在新四军某

师驻扎地，在老乡家昏暗的油灯下，

吕其明与另外两名少年一同举起右

手、握紧拳头，对着因陋就简自制而

成的一面党旗庄严宣誓，志愿加入中

国共产党。

当时这三名党员，都只有十五六

岁的年纪。让吕其明没有料到的是，

后来在战争中，两名与他同日入党的

同志都牺牲了。“我一直觉得我是幸

存者，我更要坚持下去，为党和人民

办事，一辈子就是创作音乐，给老百

姓听。”他说。

【《红旗颂》中也有对父亲的思

念】

影响吕其明一生走革命道路的

不仅是英年早逝的同伴，更重要的是

他的父亲、革命烈士吕惠生。

吕其明回忆，1945 年秋，自己刚

入党不久，当时并不知道父亲吕惠生

已经在一次大撤退中被敌军在长江

江面上抓捕。“直到 1946 年春，父亲

于 1945 年 11 月英勇就义的消息才

传到新四军军中。”他哽咽道。

“我父亲是我革命的领路人，是

他把我送进了新四军抗敌剧团；后来

我又得到了贺绿汀等老一辈音乐家

的指引，在军队里开始学习小提琴。”

小小年纪当上文艺兵后，吕其明与父

亲见面相处的机会并不多，但长辈点

滴教诲，他常怀于胸。

“记得父亲曾用鲁迅先生的诗考

我。我当时被问傻了，我不知道‘横眉

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意

思，而父亲教育我———‘横眉冷对’就

是对敌人要坚决斗争，而对人民要像

‘做牛马’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父亲把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

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红旗颂》讴

歌党和人民，讴歌先烈，其中也有对

我父亲的思念。”吕其明说。

英雄的“红

旗”再出发

【活到老，奉

献到老】

在吕其明眼

中，搞艺术要有奉

献精神。多年前，

南京雨花台烈士

纪念馆邀请他为

纪念馆谱曲，他毫

不犹豫接受了“任

务”。但与馆方约

法三章：一不取报

酬，二不住高级宾

馆，三不见媒体不

宣传。他以一个普

通党员和文艺工

作者的身份，到纪

念馆瞻仰学习，寻

找创作灵感，坚持

每天写作十几个

小时，半年后《雨

花祭》诞生。这部

15个乐章、时长约

1个小时的音乐作品，深沉、委婉，令

人听来思绪万千。之后，他又义不容

辞地创作了《龙华祭》，献给为解放上

海而牺牲的烈士们。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全国数百万名医务人员奋战在抗

疫一线。吕其明深受感动，他以早年

为电影《白求恩大夫》原创的组曲为

素材，又全力创作出单乐章随想曲

《白求恩在晋察冀》，经过近一年专心

打磨，今年“七一”前夕正式定稿。

【《红旗颂》管乐版问世】

“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据说全

国有上万支业余铜管乐队正在翘首

期盼我们这本《红旗颂》管乐版总谱

和分谱，还要配录整首曲目，这很重

要。”吕其明在“七一”前夕告诉记者，

沉稳中带着一丝急迫。

6月的一天，吕其明来到上海爱乐

乐团与管乐演奏者及指挥一起做最后

的“精雕细刻”。花了约 2 个小时，乐

队根据他最新修改的管乐版总谱和

分谱完成了《红旗颂》的录制。初夏的

上海时阴时雨，闷热难耐。吕其明全

程指导录制，洪亮的嗓音在排练厅的

音罩内回荡。“希望上海音乐出版社

最新出版的《红旗颂》管乐版总谱和

分谱，可以帮助更多渴望表演《红旗

颂》的乐队，这是《红旗颂》谱系中的

一个新品种。”他爽朗地大笑起来。

90多年的人生路上，吕其明始终

坚持用音乐倾诉对“红旗”的爱。“我

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党和人

民创作！”老人眼中透出坚毅和执着。

据新华社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刘志丹、

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

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组建了中

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了陕

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创

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

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

区建立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

在革命和战斗的实践中铸就了照

金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照金为

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

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要加

强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总结

历史经验，更好发扬革命精神和优

良作风。

“瑞金在南，照金在北”。在照

金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描述了

峥嵘岁月的艰难困苦，一件件珍贵

文物映射出血与火的澎湃激情。

———忠诚于党、矢志不移的坚

定信念。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根

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

委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先后

在陕甘地区发动和指导了大小数

十次起义。然而，这些起义均告失

败。

“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

再干嘛。”就像刘志丹当年说的那

样，面对白色恐怖，面对敌人高高

举起的屠刀，共产党人始终坚定理

想信念，坚信中国革命的高潮必然

会到来。

从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陕甘

游击队，到创建西北地区第一支主

力红军———红二十六军；从开展游

击斗争到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开辟了陕甘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刘

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

命家正是有着坚定的革命理想信

念和对党的无限忠诚支撑，越挫越

勇，玉汝于成。

———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英

雄气概。“引颈辞世诚快事，瞑目庆

祝红旗飞。”这是耀县起义领导者、

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因被旧部

出卖而被捕后在监狱里写下的悲

壮诗文。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王

泰吉视死如归，最终被敌人残忍地

杀害。

国民党军队“围剿”薛家寨，陕

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

斋不幸壮烈牺牲；照金苏区失陷

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周冬

至、王万亮、王满堂等惨死在敌人

屠刀下……

为有牺牲多壮志。在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无

数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前仆后继，

以顽强拼搏的革命意志和不怕牺

牲的斗争精神，不畏艰难险阻，不

惧重新再来，在失败与挫折中不断

总结经验教训，最终取得了一个又

一个新胜利。

———独立自主、开拓进取的创

新勇气。“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

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

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这是

1933 年 8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

在耀县陈家坡召开的党政军联席

会议上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

当时，陕甘边革命斗争连续遭

受严重挫折，并与上级组织失去联

系，根据地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

关头。陈家坡会议坚持从实际出

发，独立自主地探索制定符合实际

的战略方针，纠正了队伍中的右倾

悲观情绪与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

统一了对汇聚根据地的各路革命

武装的领导。

陈家坡会议使陷入低潮的陕

甘边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转

机，为恢复与重建红二十六军、巩

固与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

陕甘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

众的工作作风。开展土地革命，实

现了“耕者有其田”；打开地主粮

仓，进行分粮斗争；建立贸易集市，

发展地方经济，坚持“公买公卖”

“让群众先买”……边区这些举

措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他

们踊跃参军，军民团结亲如一

家，根据地呈现一派蓬勃发展

的喜人景象。

陕甘边区始终坚持从实际出

发，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深入

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始终和群众打

成一片，同甘共苦，赢得了人民群

众的真心拥护和坚决支持。

1935 年 7 月，国民党军队对

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

命“围剿”被彻底粉碎，两块根据地

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革命根据

地。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率领由

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的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

军主力胜利结束长征。

1945年 4月，毛泽东在党的

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说陕北是

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土地革

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较为完整

和稳固的根据地，也成了中国革命

的起承转合点———红军长征在这

里落脚，八路军从这里奔赴抗日战

场，迎来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

争的历史转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革命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新篇章。

斗转星移，时光如梭。如今的

照金不仅因为自然风光秀丽、丹霞

地貌百态而闻名，更是作为照金精

神的发源地而成为红色旅游的重

要目的地之一。

照金纪念馆副馆长宋建斌介

绍，纪念馆每年接待游客 80 多万

人次，许多年轻人来此接受教育、

陶冶情操。截至 2020 年底，照金

精神巡展已经走进 44 座城市，举

办 55 场展览，约 400 万人接受了

革命传统教育，影响辐射面持续扩

大。

2018 年 5月 30日，习近平总

书记给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的

回信说：“希望你们多了解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知识，多向英

雄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

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照金苏区创建发展的历程，

就是老一辈革命家践行群众路线

的生动实践。”伟大的照金精神，是

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

富，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传

承好发扬好照金精神。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王丰

在内蒙古有一种美食叫“玻璃饺

饺”，这种美食在出锅的那一刻看得

人们垂涎欲滴。看来饺饺之中最美味

的不只是水饺，还有晶莹剔透、秀色

可餐的“玻璃饺饺”。

很多人都爱吃饺子，特别是北方

人，吃晶莹剔透的“玻璃饺饺”时，一

顿吃一笼根本就不算啥，非得吃上几

屉，才叫过瘾。

在内蒙古，马铃薯有着得天独厚

的种植地理优势，马铃薯磨粉营养价

值高，可以做好多美食。用马铃薯粉

与当地产的莜面和起来的面包的饺

子，叫莜面蒸饺，由于其晶莹剔透，当

地人又称“玻璃饺饺”。做“玻璃饺

饺”，必须先将马铃薯洗净后，煮熟，

剥掉皮，捣压成泥。然后加入适量的

莜面和马铃薯粉和成面团，再将面团

擀成一个个薄薄的面片，将准备好的

饺子馅包好，捏上花边边，用笼蒸熟

即成。

“玻璃饺饺”的馅也很讲究，如果

能碰上猪油渣渣的饺馅，那真是一种

享受。猪油渣渣是用猪油熬制而成，

需要先将油切成两三厘米见方的小

块，清洗干净。再加入适量的水，放入

锅中，大火熬开。不一会儿，变成微黄

小硬块，其他部分都成了透明的油

脂，然后转小火慢慢熬。加水是为了

防止油块突然受热而变焦，这样熬出

的猪油冷却后更白更香。油出锅冷

却，油渣渣可以食用。尤其是包在“玻

璃饺皮”里，油而不腻，香脆之味若隐

若现。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凡用禽

献：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

膏臊；秋行犊麛，膳膏腥；冬行鲜羽，

膳膏膻。”这里的“膏腥”，有学者认为

就是猪油。科学证明猪油含有丰富的

脂溶性维生素，并易于人体吸收。

“玻璃饺饺”最亮眼的地方就是

蒸熟后掀开笼盖的那一刻，蒸熟的饺

饺清凌凌亮晶晶，像透明的玻璃，能

看出饺子中红绿相间或黄绿相间的

饺馅。吃时再蘸上陈醋，皮儿软，馅儿

香，那个味道用“秀色可餐”来形容有

过之而无不及。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暖水乡矿产

资源丰富，西部有煤炭、北部有陶土，

果树和沙棘遍布。这些年，暖水乡瞄

准生态发展的路子，农林双管齐下，

发扬当代愚公精神把“撂荒地”变成

“摇钱树”，把“沙窝窝”变成“金窝

窝”，让绿色生态富民生金，让暖水乡

的土地生“金”变绿，真正实现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千亩苹果种植擦亮绿
色生态“金字招牌”

暖水乡位于准格尔旗西部，这些

年，暖水乡于困境中求变，以农林结

合的方式，用绿色生态建起绿色产业

带，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搬迁移民

致富“双赢”的新路子，实现了绿水青

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变。暖水乡拥有山

沟小气候且光照时间长，土壤条件适

宜种苹果。这里种植出来的苹果，口

感、质量、经济价值上都可与山东、陕

西等地的苹果相媲美。因地制宜，苹

果从“地球癌症”的砒砂岩中成功“突

围”，成了果农的“金疙瘩”。

暖水乡德胜有梁村 2300 亩山地

苹果树结出 200多万斤致富果。诱人

的苹果，一颗颗个大饱满、品相端正、

色泽鲜艳、口感脆甜。苹果树是德胜

有梁村的绿色支柱产业，果农从苹果

树带头人王在达 1 户变成了现在的

82 户，苹果园从起初的 6 亩变成了

2300亩的生态圈。

如今，德胜有梁村成立了准格尔

旗绿苹林果产业专业合作社和准格

尔旗暖水绿丰果业协会，勤劳的果农

以“苹果生态圈”为屏障，打造了绿色

生态之村，让原生态纯天然的暖水苹

果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果，让生态恢

复区 2300 亩苹果树真正成为本地群

众的摇钱树，也让德胜有梁村成了鄂

尔多斯市“苹果第一村”。“山地苹果

是我们村的招牌，不但完成了‘暖水

山地’商标注册和苹果有机认证，还

入选了 2020 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今后我们打算依靠苹果

种植这一主导产业，让德胜有梁村成

为内蒙古西部地区苹果种植第一

村。”德胜有梁村党支部书记赵勇军

说。

打造绿水青山的绿色
生态之乡

暖水乡，还是一个温泉之乡。

暖水乡地下有山泉、煤炭、高岭

土等资源，地上有苹果树、杏树、松树

和沙棘等生态之林。在生态移民实施

过程中，坚持“人口退出、生态跟进”

原则，在已有生态建设成果基础上，

结合各级农牧林水项目和准格尔旗

委、政府生态建设三年规划，动用政

府、企业、社会、农民各方面的力量，

统筹推进生态建设。据了解，自暖水

乡 2009 年确定为整乡生态自然恢复

区建设试点乡以来，生态造林面积达

到 70 万亩，植被覆盖度达到 85%以

上。现有沙棘 12 万亩、杏树 38000

亩、苹果 2300亩等。

如何让“生态之林”变成“绿色产

业”？暖水乡选择用村集体筹建、党建

联盟、村企共建等方式助力生态产

业。在暖水乡圪秋沟村，沙棘漫山遍

野。沙棘是砒砂岩的克星，它的根系

牢牢抓住随暴雨四散奔逃的粗砂。在

煤矿生态恢复治理中，沙棘成了遏制

荒漠化的重生之树。为做大沙棘产

业，准格尔旗以“党支部 + 沙棘加工

企业 +合作组织 +农户”的模式，培

育沙棘收购合作组织，组建沙棘产业

化联合体，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

同时，大力支持高原圣果生态建设公

司等沙棘加工企业，带动沙棘产业整

体发展。

下一步，暖水乡还打算带领村民

将全乡 38000亩杏树“改良升级”，通

过嫁接改良，让生态产品“有利可

图”，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让

“绿色基因”渗透到生产生活中，走上

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绿色发展之

路。

“暖水乡将继续秉承绿色发展理

念，以特色生态产业为主导，围绕生

态牧草产业、苹果产业、中草药种植、

劳务服务等方面，打出组合拳，走出

一条生态绿色发展新路子，切实让绿

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绿色银行’。下

一步，暖水乡还打算引入龙头企业，

打造万亩山杏经济林，优化农业产业

布局，做优做强绿色产业，让暖水乡

的生态优势释放出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走出一条生态立乡、产业强村、

利益联结富民的乡村振兴之路。”暖

水乡党委书记韩茜说。

一张蓝图绘到底，暖水乡本着

“保护土地、发展产业”的信念，将

不毛之地变得郁郁葱葱，生态环境

的恢复和治理做得风生水起。如今，

暖水乡有了千亩苹果园，有了万亩杏

林，有十几万亩沙棘林，有羊草产业

基地，有玉米种植基地，有高粱种植

基地，还有杨树、柳树、榆树、松树、桃

树……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暖水人

将绿色生态做成了经济产业，把绿色

之林变成了经济之林。 张宪丽

“七一勋章”获得者丨人民音乐家吕其明：把一生融入这面“红旗”

“玻璃饺饺”晶莹剔透中的幸福

绿色生态让土地生“金”变绿

不怕牺牲 依靠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