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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祖国的歌唱与颂咏
姻李近朱

【当管弦乐队以排山倒海般宏大
气势高奏出“这是伟大的祖国，是我生
长的地方”的辉煌旋律时，观众情绪达
到高潮，许多人热泪盈眶，情难自已。】

国家大剧院的“2018 漫步经典”开幕。登台节
目有“时空穿梭———从穆索尔斯基到披头士”。这
是英国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的一场音乐会。

音乐会是不报幕的。加演曲目也是不报名
的。当乐队奏出一段旋律，只一个小小开头，全
场观众立刻爆发出热烈掌声与欢呼，然后，随和
乐曲，齐唱起来……

这让来自英伦的乐手十分惊讶。因为这是
音乐会不可也不应出现的景况。按照聆听惯例，
观众不能在交响音乐演奏过程中，或是大型乐
曲乐章之间鼓掌。更不用说，随着熟悉的曲调吟
唱乃至齐唱。

是中国观众不谙聆乐规矩，还是音乐激发
了人们的情不自禁？

原来从利物浦爱乐乐团管弦中奏鸣而起的乐
曲，是每个中国人都熟知并深爱的《我的祖国》。

尽管没有“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词，但这
支旋律却在第一时刻点燃人们心中激情。就像
亨德尔《弥赛亚》中的“哈利路亚”奏唱第一个音
符，从皇帝到平民都会起立一样；就像贝多芬

《第五钢琴协奏曲》轰然奏响，一个老兵立身敬
礼一样；每当“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曲调在任何
场合响起，人们都会肃然一静，激情顿涌，齐声
咏唱。因为，这是刻镂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祖国
颂歌。

从未有过台下“伴唱”的乐队，惊讶却沉着
地继续管弦演奏。这是他们以中国《我的祖国》
歌曲改编的乐曲。在伴和与掌声下，从弦乐到管

乐，从小提琴到大提琴，从长笛到双簧管，在乐
队的五种乐器声部以及管弦全奏中，以递转的
乐音层次，以变幻的五种调性，他们也是激情演
绎着我们的“一条大河波浪宽”。

那一刻，仿佛不远处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
大剧院门前的澄澈水面，化作了祖国的河山、
森林、稻田……当管弦乐队以排山倒海般宏
大气势高奏出“这是伟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
地方”的辉煌旋律时，观众情绪达到高潮，许
多人热泪盈眶，情难自已。诚如诗人艾青所
写：“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

已经过去一个“甲子”了。1956 年，电影《上
甘岭》上演。主题歌“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响在抗
美援朝最激烈一场战役的硝烟中。这是乔羽写作
歌词最先涌出的句子。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
条大河”，无论你生在哪里，家门口的这条河，即使
很小很小，在幼小心灵中就是“一条大河”。无论你
走到哪里，想起它，都会想起故乡和祖国。

作曲家刘炽和他的名字一样，以火炽激情
谱出歌曲第一句：“一条大河波浪宽”，于是，开
启了如涛涌来的乐思。这位作曲家的名字人们
或不谙熟，但他创作的那些深深刻在人们心中
的音符，却是几辈人难以忘怀的不朽旋律———

“让我们荡起双桨”“烽烟滚滚唱英雄”等。
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之刻开始，对于祖国的歌唱与颂咏，便成为一个
深入人心的永恒主题。这里唱出的，不仅是对于
共和国几近 70 年的讴歌，也融进了对于中华民
族五千年文明的自豪。

1950 年，共和国刚刚诞生。一位作曲家心中
挥之不去的，是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的感受。在京津短短两个小时途程中，他连
词带曲完成一首有着“第二国歌”之誉的《歌唱

祖国》。这首歌与《我的祖国》一样，以景生情，激
情燃烧，抒发出对于祖国深沉的爱。毛泽东主席
赞扬“这首歌好”，于是送给作曲家王莘一套刚
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并签名留念。

这两首相隔不久诞生的祖国颂歌，传唱在
祖国和世界各地，从耄耋老人到天真幼童，经久
不衰地植根在几代人心中。在广袤的空间和久
长的时间中，“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和“一条大河
波浪宽”的歌声，唤起着人们心中的激情，显示
着这词曲的深刻与不朽。

2003 年 10 月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2007
年 11 月嫦娥一号宇宙飞船，《歌唱祖国》歌声向
着地球这颗小行星，向着整个宇宙咏唱；2007 年
10 月，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升空，卫星
搭载了歌曲《我的祖国》，让“一条大河波浪宽”
再次流淌在太阳系的无限空间中。

祖国，是人类讴歌的共同主题。
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在晚年创作了 6 首交

响诗，就题为《我的祖国》。其中，最著名的第二
首“伏尔塔瓦”，就是捷克民族的“一条大河波浪
宽”。壮阔优美的旋律，歌唱了捷克的母亲河。这
支旋律已然成为这个民族的象征。

在一年一度“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不可
或缺的，是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
这首歌咏“一条大河”的名作，曾负有如此赞誉：

“无论奥地利人走到哪里，这首乐曲就是他们的
第二国歌。”

英国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在北京演出的那
一个夜晚，引发了中国人的激情。这激情，来自
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最初，
这句歌词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后来，改作了《我
的祖国》。这就点明了，在故乡大河的波浪中，蕴
含着我们对于祖国母亲的挚爱和真诚，激荡着
传之永恒的爱国之声。

2018 年的另类诺贝尔奖 （IgNobel Prizes，
直译为不名誉诺贝尔奖，又称搞笑诺贝尔奖）
于 9 月 14 日（北京时间）在美国哈佛大学桑
德斯剧院举行颁奖典礼，10 个奖项皆有得主，
但今年的另类诺贝尔奖更能体现这个奖项寓
理性于嬉笑，寓正经于荒诞，寓消遣于创新，
寓讽刺于思考，并且对现实有深刻的批判和
引领。

另类诺贝尔奖是对诺贝尔奖的有趣模
仿，始于 1991 年，授予“乍一看好笑，后又引
人深思”的十大成就，主办方为《科学幽默杂
志》（ ），颁
奖者和一些评委是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他
们评选的奖项在今年就充分体现了批判和理
性的一贯主旨和风格。

位于第 9 项的生殖医学奖是用邮票测试
男性性器官是否正常，获奖者是约翰·巴里、
布鲁斯·布兰克和米歇尔·波瓦洛。他们的研
究报告称，使用邮票可以监测分析夜间男性
阴茎勃起。

ED（勃起功能障碍）是令男性非常尴尬的
事情，但这可能也是一些严重病症的症状，例
如糖尿病、淋巴瘤或动脉硬化。ED 有真假和
轻重之分。而区分心因性（功能性）ED 和器质
性 （实质性）ED 的一个方式就是确认睡觉期
间男性是否会勃起。

当然，也可以选择在夜间将生殖器连接
到一个变形测量记录仪上或是让性伴侣追踪
夜间的勃起情况。不过，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
式，在夜间用一个“邮票环状物”（和圣诞邮票
的大小差不多）将其包裹着，进而查看邮票环
状物在夜间是否会因为勃起被穿破。

实话说，以邮票检测真假阳痿并非上述
三人的发明，很多男人碍于面子，并不去医院
检查，从前人的耳提面命和经验传承获得了
一种方法。取几张联孔邮票，睡前围绕阴茎中
近端重叠粘住，观察票孔是否撕裂，如有则表
示夜间曾有过勃起，即便有 ED 现象，也属于
功能性 ED。如果原样，则表明夜间无自发勃
起，器质性 ED 的可能性较大。

这是一种人人都能掌握的检测方法，而
且能揭穿生活中关于 ED 的一些谣言并戮穿
骗局。可惜的是，不知是真的因为碍于面子和
难以言说，竟让一个大骗局在中国得逞。

2018 年 5 月 15 日，常山药业发布公告，
称其子公司治疗 ED 的新药———枸橼酸西地
那非片剂（伟哥）可正式投产销售，其中最关
键也是忽悠广大投资者的一段表述是：据统
计数据显示，国内 ED 患者人数约 1.4 亿人，
假设其中有 30%接受治疗，人数将达 4200 万
人，假设接受治疗的 ED 患者每年都能多次使
用药物，未来中国潜在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百亿元级别，市场空间广阔。
这个表述就是著名的中国有 1/3 的男人

ED 的来源。伴随这个虚假陈述的是，常山药
业当日强势涨停，到 5 月 18 日常山药业股价
如过山车般奔向跌停。当日晚间该公司却披
露，而众多高管已在前一日的涨停板成功套
现。公司董事长携其亲属及其余三名高管累
计套现 1.07 亿元，其中，董事长及其亲属套现
0.81 亿元。此后，深交所判定常山药业高管行
为涉嫌违规，将启动追查和处分程序。同时，
也有律师认为，常山药业释放“伪”利好，存有
误导性陈述嫌疑，高管的行为或已不仅是违
规减持问题，可能涉及内幕交易。

实际上，被誉为“伟哥之父”、1998 年诺贝
尔奖得主之一的费里德·穆拉德既没有从发明
伟哥获得巨额财富，也不愿意被人称为“伟哥之
父”，但却有人以中国男人有 1/3 是 ED 的假科
学统计来发阳痿财，这或许是此次另类诺贝尔
奖中的生殖医学奖的批判性意义吧！

此外，2018 年的另类诺贝尔奖化学奖是
通过测量发现，人类唾液可作为肮脏物体表
面的良好清洁剂。当然，这也并非现在的发
现，早就有研究证明，唾液具有帮助消化和杀
菌的多种功用，其中的表皮生长因子和神经
生长因子就具有促进细胞增殖分化，加速皮
肤和黏膜创伤的愈合、防止溃疡，以及促进神
经生长的功能。

这一奖项的作用在于，一是促使环境保
护者和一般公众更愿意采用唾液来清洁工
具，如清理镀金的表面，同时也能启发研究人
员进一步研发和生产出合成版唾液作为新型
的清洁物质。

另类文学奖颁发给几位写了多数使用复
杂产品的人们都不会去阅读说明书的文章的
人，获奖者在他们写的文章中说，“人生苦短，
何必拿来读手册”。这既揭示了说明书没人看的
现象，也阐述了为何没人看，如烦琐、复杂、冗
长，但是设计消费者产品（手机、DVD 播放器
等）的人又经常抱怨顾客不去阅读说明书。这一
奖项其实在提醒和帮助所有公司，如何在未来
更好地撰写和设计说明手册。

另类诺贝尔和平奖则是奖给在驾驶车辆
时测量大声叫喊和骂人的频率、动机和效果
的人，大多数人在交通拥挤时都会嘟囔一些
脏话，但大约有 1/4 的人会采取尤为激进的
做法，对其他司机大声叫喊和咒骂（尤其是在
西班牙）。获奖者的研究揭示，虽然大多数人
认为此类行为相对来说是无害，但事实上，激
动情绪会导致事故发生率更高，这也是全球
范围内伤亡事件的主要原因。

因此，这一奖项其实也是在促使更多的
研究者研究如何从交通管理、汽车和道路技
术，以及从心理学的角度减少“路怒”，从而减
少全球的伤亡事件和伤亡人数。

所以，另类诺贝尔奖让人笑过之后，能看
到谬误，批判弊端，理性思考，纠正错误，促成
创新和发展。

飞沿走笔

2018 另类诺贝尔奖：

寓理性和批判于嬉笑
姻张田勘

【这既揭示了说明书没人看的现
象，也阐述了为何没人看，如烦琐、复
杂、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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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白菜豆腐保平安”。白菜质朴清
白，对身体好处多。苏东坡将白菜称作菘，称
道“白菘似羔豚，冒土出熊蹯”。他把白菜比作
羔羊、猪肉，甚至熊掌。在北方漫长的冬季，唱
主角的蔬菜就是大白菜：白菜炖豆腐、白菜炖
土豆、炒白菜片、辣白菜、猪肉白菜炖粉条、酸
菜汆白肉等等。每年除夕的年夜饭，各家各户
少不了包一顿饺子，白菜猪肉馅的饺子往往
最受欢迎。

多年来，每当农历霜降一过，东北农村菜
农便忙着将秋白菜往城里运送兜售，希望卖
个好价钱。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城里居民买秋
菜比过去少很多，但买秋白菜还是北方城市
居民平安过冬的必做功课。秋白菜下来前，要
洗刷酸菜缸准备渍酸菜，还要在家腾出地方
储存秋白菜。买秋菜、晒秋菜、积酸菜成了东
北入秋的一景。

我最初认知大白菜是在 1950 年冬，刚读
初一。当时人民解放军有一个团在我们村周
围休整。一到中午开饭，他们就从连伙房用大
瓷盆打来饭菜。菜是炒白菜片，有时是洋葱炒
肉片儿。那个大白菜炒得亮晶晶、香喷喷，真
让人流口水。那时我才知道大白菜叫黄芽菜，
是从山东运来的，外面还用稻草捆着。而我们
苏南当地黄芽菜种了不卷心，所以冬天只种
乌塔菜、青大头之类。

1960 年秋，我从学校分配至沈阳，当时正
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到了 1961 年，集体食
堂喝小球藻，吃柞树叶，不少人得了浮肿病。
大白菜成了度饥荒的香饽饽。

1969 年末至 1973 年春，我们全家到辽西
北农村插队落户。从那时起，我们家从大人到
孩子对白菜才算有了真正的认识，并与之交
上了“朋友”。每年 10 月霜降过后，生产队地
里开始起白菜。按人头分，每人 50 到 100 斤。
生产队用车把白菜送到家，晾晒几天后，便在
房前挖窖存储，大白菜变成了全家一冬天的
主菜。平时炖大白菜，贴苞米面大饼子，及白
菜炖豆腐。除夕用大白菜和生产队分的猪肉
做馅儿包饺子，大人孩子吃得很香。大白菜帮
子也舍不得扔掉，剁碎混合上苞米面喂鸡。

下乡第一年我们在房前的一块地学着种
菜。我们从农贸市场买了菜苗，栽在地里，并

用稻草盖上，防止太阳暴
晒，早晚浇水。三五天后，白
菜叶子逐渐张开来。一天天
白菜叶子越来越大，不断有
新的叶片从中间位置鼓起
来。白菜长足了叶子后，开
始卷心。接近霜降，白菜生
长接近尾声，菜已经成长浑
圆，有了实在菜心，然后用
稻草把菜捆上。小雪之后菜
就起下来晾晒。整个过程全
家参与，两岁的儿子也学着
用水浇菜。有了这段种菜的
经历和情结，延续到几年前
到美国儿子家探亲，在房后
种黄瓜、豇豆、西红柿，收获
不小。同时试着从韩国蔬菜
超市买来大白菜渍酸菜。遗
憾的是，华盛顿地区冬天气
温高导致腐烂，全军覆没。
儿子由于生长在东北，且有
三年多的下乡的经历。所以
大白菜仍然是儿子全家的
一大主菜，包饺子仍然离不
了甘甜、质朴的大白菜。

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
的春天后，我国逐步由计划
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蔬菜市
场也逐渐开放。到了秋白菜
上市时，各单位可以到生产
队选地订菜。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农民则可
以自由种植。秋白菜上市，农民、菜贩用汽车
直接把菜送到市场或居民大院，由居民自己
挑选购买，十分方便。对东北人来说，由于习
惯渍酸菜，购一些青帮，但几乎很少再挖菜窖
储藏菜。生活水平的提高，副食市场供应充
足，所以购买大白菜数量也比过去大大减少，
不再需要年年“地道战”了。

这几十年间，大白菜的供求变化，从凭票
供应到各单位到生产队自由选菜，再到农民
开车到市场或居民大院卖菜。可看出这 40 年
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伟大成
果。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周边耕
地菜地越来越少，距离越来越远。但是甘甜质
朴的大白菜仍为群众所喜爱。冬日白菜美如
笋，哪一位不喜欢呢？

【买秋菜、晒秋菜、积酸菜成了东
北入秋的一景。】爱乐者说

必修大业
姻黄爱东西

减肥基本上已成当代人人必修的千秋
大业。

没有太瘦只有更瘦，所以，时不常会跟着
嚷两句以示合群。一路警钟长鸣光说不练，也
就混过这些年。

一直觉得瘦的最大福利是可以胡乱穿衣。
当然好好穿更不得了，的确是穿什么都容

易穿得好看。
同事里有瘦得人神共愤的衣裳架子，午餐

在桌上吃两个人的分量，让 AA 制付账却又克
扣着自己食量的其他人觉得特别地亏。

她浑然不觉，还说“我要努力把自己吃胖
一点”。嘿。

这人之所以没有被灭口，据我估计是因
为女同事们还需要时常向她打听“你这件
打底基本款 / 外套 / 裙子 / 围巾 / 布包，是
哪家的货”。

还有一次我撞见有港籍男同事问她：“你
起码有上百套衣服？你家衣柜很大吧？”

后来平时只剩我和她搭伙午餐，食量上旗
鼓相当，谁都不亏。

这……本人不算胖，可也不算瘦，注意力
没在减肥上，一去菜市场就高兴。

但环顾四周，人人都在减肥，或者小心“持
重”———保持重量，使之不再增加。

香港同事们来穗聚众午饭，就说粤地餐厅
菜式分量比港地大碟且味道怀旧，兴高采烈开
吃之前吞两粒蟹壳素，好像那是吸油的吧。

她们叹息吃得很多很饱的句式，通常是：
“我今周摄入卡路里的配额已经用完。”

喝杯奶茶要“走糖”，咖啡要“斋啡”，怪不
得据说除了东京，最瘦的女人都在香港。

住同一个小区里的一对姐妹花也堪称节
食楷模，动辄我就听到她们宣称晚饭不吃了。

大学同学则说起现时美容院有推经络的
服务，有益健康还可减肥，她时常带女儿同去。
说起她家美少女的一次伤心哭泣，原因是体重
和小男朋友持平。

那真是个美少女，她找了个什么羽量级别
的男朋友呵，我听得大怒，去同美少女说，有啥
好哭，你就不能换个有点分量的男朋友。说来
说去兜不到自己身上。

怎么说呢，向大家汇报每日是否老老实实
一日三餐，很努力或没努力，体重在两位数抑
或是三位数？咦，我家体重计坏了。

（摘自《夏夜花事》，黄爱东西著，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5月出版）

【她们叹息吃得很多很饱的句
式，通常是：“我今周摄入卡路里的配
额已经用完。”】

七律·咏张大千
姻严加安

五百年来一大千，临摹壁画绘飞天。

魂萦朱耷溪边卧，梦绕石涛松下眠。

酒意挥毫堪入妙，诗情落笔似通仙。

周游列国声名播，泼彩庐山尽命缘。

七律·读总书记讲话
赞院士
姻余德浩

英才会聚带征尘，科海扬帆驾巨轮。

热血初心多壮志，高峰白发赞孤臣。

惊天动地千秋业，隐姓埋名几代人。

忧乐相关万民事，群星闪耀九州春。

七律·中关村诗社
畅游圆明园

姻李飞

骄阳秋色映芳林，轻棹画船惊涉禽。

柳树岸边闻浪语，藕花深处觅知音。

风荷楼里诗情醉，云水窗前词韵沉。

唱和声声飞福海，人生不老笑吟吟。

七律·畅游圆明园
姻王赫珍

炎炎烈曰映丛林，碧叶红花掩戏禽。

挺立莲蓬藏细语，昂扬粉瓣飨知音。

赏心悦目诗翁醉，琢句雕章词韵沉。

厅内推敲声入海，鱼游深处亦低吟。

七律·中关村诗社
圆明园诗会

姻孙竹清

时值初秋自在天，名园雅集画堂前。

遮荫云树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鲜。

赏景观船寻妙句，吟诗斟韵仰群贤。

倚楼临水精神爽，袅袅余音宛若仙。

七绝·圆明园诗社会友
（通韵）

姻白英

气爽天高云万朵，圆明诗友趣情和。

古稀翁妪亭中坐，碧水红荷伴我歌。

七绝·游水乡周庄
姻赵扬

黑瓦白墙青石板，婆娑树影碧波流。

乌篷姊妹歌声美，仿佛悠然仙境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