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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看到的经典电影，渐渐
成了我们血脉的组成部分。再看红色
经典电影，感觉自己又年轻了起来。
日前我专门找到《洪湖赤卫队》和《地
道战》，一边看影片，一边回味童年。

我如今在远离家乡的长三角安
家，看《洪湖赤卫队》，那就形同“复习
乡情”。最初看这部电影，是在读中学
的岁月里。这部湖北歌舞剧院推出的
作品，当时就非常接地气。写的是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英勇的洪湖人民在
贺龙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的伟大壮
举。而这部艺术杰作，也成了湖北文
艺界的一座不朽丰碑。歌剧在北京演
出后，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市民传唱“洪
湖水啊浪呀么浪打浪”的歌声。随后，
全国各地的剧团都移植这个作品。美
丽富饶的洪湖就此走向全国，洪湖的
香莲甜藕大鲤鱼美名天下扬。

我和我的同学们，在看了这个电
影后，都狂热地追随电影队。他们每
晚沿村放映，我们就一村一村追，在各
村的禾场或村旁的空地上，乐此不疲
一遍遍看，都能完整地唱遍歌剧中的
所有唱段，包括搞笑的反派角色彭霸
天的唱段。当然，唱得最好的还是王
玉珍饰演的韩英，明明是一个女声独
唱，我们女同学能唱男同学也能唱，连
她无意中带有湖北音的“太阳一曲
（出）闪金光”“喝的是湖中水七（吃）的
是岸边粮”，我们都刻意模仿，感觉既
有湖北音韵，又有对经典的致敬。是

英雄主义教育，也是艺术审美熏陶。
如今再看这部经典，我深感家乡人

民之伟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这么优
秀的作品，较之上海发掘本地资源创作
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和《永不消逝的
电波》等，毫不逊色，某些方面还有过之
而无不及。我在重看这部电影过程当
中，自然是技痒难熬，边看边唱，惹得老
婆孩子刮目相看。他们说，湖北佬真厉
害！平时不显山露水，其实还是蛮有才
的。我听了自然得意不已，倒背两手，踱
开方步，拉长声调问：知道“惟楚有才”这
个典故吗？他们就笑得前仰后合。

而关于电影《地道战》的花絮就更好
玩了。这部影片是我国早期电影经典中
的经典，从资料中得知，这部电影35毫
米的拷贝（影院）发行3000个，16毫米
的拷贝（乡村露天）发行6000个，当时统
计出的观看人数已经高达18亿。这是
世界电影史上的珠穆朗玛峰。据悉，电
影厂以发行拷贝之多、观看人数之多，已
经申报并获得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得知
自己也是18亿分之一，虽不过沧海之一
粟，但也是实实在在的一粟啊，内心也涌
起莫名的感动。本人看这部电影的次
数，还远在《洪湖赤卫队》之上，不但剧情

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其中对白的台词，都
能以90%的准确率背下来。对电影音
乐也特别喜爱。由于吃媒体饭的缘故，
在以后的岁月中，还与这个电影作品的
内外有点小故事。

首先是作曲家傅庚辰。在他担任中
国音协主席的时候，曾出差苏州，接受过
我的专访。许多人说起他在这部电影中
的音乐，一定会提及他在为电影配乐时自
己加上去的一首歌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
上》，与剧情非常融洽，也非常动听，成为
了电影音乐中的经典。我却没有问他这
个问题，而是问他在这部电影音乐中大量
运用小提琴，应该与他曾为小提琴手有一
定关系。他点头，说还没有一个娱乐记者
这么采访他的《地道战》音乐。他细细回
忆了年轻时写这部作品的心路，很动情。

接着，是后来与影片中男一号的扮
演者朱龙广一起用餐。朱龙广在《地道
战》中扮演民兵队长高传宝一举成名。
据说当时导演在挑演员时，只看了朱龙
广一眼，就认定此角非他莫属 ，评价给
了六个字“英俊、威武、戏好”。因为他后
期扮演过《西游记》中的如来佛祖，同城
别的媒体同行也一同采访，只就这个电
视剧的表演组织了一些材料配照片，我

当然是抓住他在《地道战》中的精彩表
演。报道发出来后，有同行被老总狠狠
批评了一通，要他将我写朱龙广的专访
连读三遍，这让我深感过意不去，满心负
罪感。但我最难以忘怀的，还是与他在
餐桌上的互动，不但我俩忘了吃饭，旁人
也无不听得津津有味。大家（包括朱龙
广）都惊奇我的记忆力。我还当场写了
一首小诗，并即席朗诵，标题叫《英雄情
结》—— 一个少年的英雄情结/在高家
庄村头的老铜钟上/在高传宝挖地道的
镢头上/当然也在他的“各小组注意”的
命令中/在他掀翻锅底/左右开弓的双枪
上/在他一搂扳机/打中鬼子司令屁股的
准星上//少年快变成老年了，终于/银幕
上的英雄下到了观众席/在姑苏城的一
个饭局/他与当年的少年把盏言欢/抢着
背诵剧中台词/并且，用筷子/夹起一根
手榴弹样的骨头/撕咬骨头上拉环样的
肉筋筋/再一仰脖子/干一杯战火般的烧
酒/点亮脸颊的酡红……

我的小诗，博得了餐桌上热烈的掌
声。而朱龙广，鼓掌不算，他还用了戏中
著名表演艺术家刘江扮演的伪军汤司令
的经典，竖起大拇指，说：高！实在是
高！餐桌上更是笑成一团。

刘 放

重品红色经典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丹青礼
赞百年辉煌。

为庆祝建党一百周年，西太
湖美术馆相继举办了“西太湖艺
术讲座——觉醒年代”“锦绣年华
——常州花鸟画研究会作品展”

“庆祝建党百年华诞——《红灯
记》全场”等一系列学术展览及文
艺活动。7月20日上午，西太湖
美术馆又将迎来“万山红遍——
常州市女书家书领袖诗词作品
展”，这是继第三届“龙城凤墨
——常州女书家作品展”后，常州
女书家献礼百年华诞的特别展
出，以此致敬筚路蓝缕的百年征
程中的伟大领袖，讴歌中国共产
党的卓越贡献和伟大成就。

站在今天回望，在缔造新中
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
怀揣初心的伟大领袖带领中国人
民创造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辉
煌，他们在戎马倥偬间,不辍吟
诵,留下诸多气吞山河的不朽诗
篇。这些诗词无疑是我们学习党
史、致敬经典，献礼华诞最为鲜活
的文本材料。常州女书法家协会
历时半年精心筹备，以中国传统
书法之精妙，再现领袖经典诗词
之华彩。

此次参展的60位女书家，在
繁忙琐碎的工作家务之余，端坐
书斋，精心研读领袖诗词，记言录
史，探求文本内外的叙事情感。
她们以翰墨初心致敬伟大领袖，
以“万山红遍”庆贺建党百年！

与以往传统开幕式不同，本次
展览将由学术性专题讲座拉开帷
幕。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艺
术奖”获得者，曾任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学科（艺术学）评议组成员、中
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现西泠印社理
事、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美术学
博士生导师黄惇教授，将以“书法
观念、创作与审美”为主题开讲。

本次展览由常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常州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常州日报社、常州西太
湖科技产业园、常州市书法家协
会共同主办。常州市女书法家
协会、西太湖美术馆联合承办。
展览、讲座均免费面向公众开
放，展览将延续至7月30日。

——“万山红遍——常州市女书家书领袖诗词作品展”
暨“西太湖艺术讲堂 ——黄惇：书法观念、创作与审美”专题讲座将共同亮相

礼赞百年辉煌 书写红色诗篇

刘焕焕 文/图

“为你而来，不在乎穿越绵绵
山脉……”李健的歌声萦绕在耳
边，来到云南元阳梯田，你会惊叹
它，千姿百态磅礴的气势，鬼斧神
工梦幻般的存在。面对着脚下万
亩梯田，不禁感慨：元阳梯田，不
愧是传说中的大地雕塑；哈尼人
用勤劳和坚韧创造奇迹，抒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是真正的
大地艺术家。

哈尼梯田位于云南南部，遍
布于红河州元阳、红河、金平、绿
春四县，总面积约100万亩，仅元
阳县境内就有17万亩梯田。元
阳梯田是红河哈尼梯田的核心
区，位于云南省元阳县的哀牢山
南部，是哈尼族人1300多年来生
生不息“雕刻”的山水田园风光
画。2013年6月22日在第37届
世界遗产大会上，红河哈尼梯田
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
中国第45处世界文化遗产。

元阳梯田的精华部分集中在
三大景区：坝达景区包括箐口、全
福庄、麻粟寨等1.4万亩梯田；多
依树则包含多依树、爱春、大瓦遮
等连片上万亩梯田；老虎嘴景区
有勐品、硐浦等6000多亩梯田。
这些规模恢弘、连绵巨制的梯田
也非一两天能够全部游览完毕，
加上每一片梯田因地势、光线、气
候、四时不同，所展示的景观效果
也是变幻莫测，有水墨梯田、蓝梯
田、彩色梯田、云雾梯田等等，令
人叹为观止。

到达全福庄观景台，算是真
正开启了我的梯田梦。一望无际
的梯田宛如彩色坡海，又像是打
翻了的调色盘，梯田与远处的树
木错落有致，景色十分壮观。

我在元阳梯田整整呆了两
天，入住的客栈位于元阳梯田多
依树黄草岭，景观位置相当不错，
足不出户便可置身仙境：从高处
一眼望去，像是一张明亮的镜子
被碎置于山间，光影穿过山峦在
云雾里起舞。俊俏的老板娘告诉
我，这里一年有两百天云海缠绕，
云海停留在客栈拐弯处不肯离
去，淹没了一层层梯田，时而独占
着梯田的美丽，有时又乖巧地露
出梯田的一角，果然是一个趣赏
云海的好地方。

日出之际无疑是极美的，薄
雾弥漫梯田上空，多依树的梯田
就是一幅壮观美丽的版画，远处
的房屋树林都带着一丝朦胧，周
遭仙气撩人。等到太阳开始从云
边探出头来，日出的第一抹光仿
佛穿越了千万里，梯田也被渲染
出了不同的颜色。我把手机架在
三脚架上拍了半小时的延时，浓
缩成 15 秒的行云朝霞格外绚
丽。而此时客栈服务生热情地端
来了一碗丰盛的米线，热气腾腾
的水雾将我从仙境拉回了人间。

云南之旅充满民族风情和古
朴韵味。拍完多依树的梯田日
出，我们前往哈尼原始古村落阿
者科，一路弯弯曲曲地徒步往下
行，超出预料的精彩就此开始。
遗世独立的哈尼族古村落，很古
朴，完全没有被商业化开发。脚
下是圆滚滚的大小石子路，路旁
是森林和梯田。因为刚好是周
末，村里的哈尼小孩，三三两两在
爬树、游戏，无忧无虑地聚在一起
玩耍，他们眼神清澈明亮和纯
真。村里的哈尼人或背筐或牵牛
插肩而过。闲转过清爽的山村，
转角间遇到了村寨里的山神水，

询问了村民后直接饮用，甜甜的，沁
人心脾。

阿者科（哈尼语，意为：滑竹，别
名：山竹）成片成林的地方，位于红
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
心区域内，属新街镇爱春村委会，全
村61户，396人，是哈尼族原住民
村落。转过一个路弯，呈现在眼前
的是——远山环抱处，梯田依山而
下，山泉哗哗作响，水牛悠然闲庭，
一群鸭子时而专心觅食、时而梳羽、
理翅欢快追逐，田里的红萍绿萍，美
艳得让人窒息，这可美坏了我们这
一群摄影师，容身山野，大家都沉浸
在各自的世界里。

稻作农业仍然是阿者科主要的
生计方式，村民依靠梯田创造了稻
鱼鸭共生的循环农业模式，堪称可
持续山区农业的典范。阿者科梯田
农业有着完整的冲肥系统、发酵系
统，还有以“木刻分水”为代表的传
统农业治水制度，哈尼族的水能利
用因此别具一格。哈尼族相互间约
定俗成、世代不渝的水规，为维持梯
田农业系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由
于哈尼族本无文字，农耕生产知识
的传播完全靠祖辈口传心授。

在路边遇到一对看上去40多
岁的哈尼人，已经是儿孙满堂的爷
爷奶奶了，奶奶在奋力锄地，爷爷却
悠闲地照看着孩子们，同行的摄影
师很为奶奶鸣不平，我倒觉得照看
小孩也需智慧和体力。回程的路
上，我又一路追随四位背篓大妈，她
们弯腰驮着满篓的泥沙，慢慢消失
在我的视线里，我见证了哈尼人的
艰苦耐劳。

还未来得及调整视线，传说中
的蘑菇房就跃然眼前。在民间，哈
尼人追崇大自然的规律，盖房也如
此，有史诗为证：“瞧过所有野物的
住房，没有一样合心；瞧过所有鸟雀
的住房，没有一样合心；瞧过所有鱼
虾的住房，还是没有一样合心的//
先祖又去到惹罗山上，瞧见大雨洗
过的山坡，生满红红绿绿的蘑菇；蘑
菇盖护住了柱头，是大雨淋不着的
式样；蘑菇盖护住了柱脚，是大风吹
不着的式样。惹罗先祖瞧着了，哈
尼寨房的式样有了。”（《烟本霍本》
哈尼族叙事长诗）可见，哈尼族最古
老的蘑菇房，是得到大自然的启示
建造的。蘑菇房有三层，下层圈养
牲畜，中间住人，上层作仓库用，房
顶用编制整齐的茅草覆盖，墙是泥
或用砖石垒成的，茅草需要每三年
换一次。经历了历史的冲刷，这些
蘑菇屋大多显得陈旧萧条。

蘑菇房与层峦叠嶂的山峰树林、
婀娜曲折的梯田相辉映，构成了一幅
壮丽多姿的“森林—村寨—梯田—河
流—云海”融为一体的人文与自然景
观田园风光。村子的尽头是一个悬空
的峡谷观景台，不同于其他观景台，这
里所看到的梯田纹路更加细腻，线条
更加唯美，也是哈尼人对审美艺术的
最完美的运用和表达。2014年，阿者
科村被列入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第三
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哈尼的故事太多太多，哈尼的
美景变幻莫测。如果你还没去过这
里，请一定要列入你的必游清单，并
且尽快成行，因为元阳梯田的旱化
速度令人担忧。不要只关注它的日
出日落，它的故事写在每一位哈尼
族人肩挑背驮佝偻的身影里。

孟明莲 文/图

哈尼族灵魂深处的美丽

① 毛泽东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隶书）杭天珑
② 毛泽东诗选句 （隶书） 居丽琴
③ 毛泽东词《采桑子·重阳》 （草书） 曹玉屏
④ 毛泽东诗《七律·长征》 （行书）诸葛丽娜
⑤ 习近平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草书）戚散花
⑥ 毛泽东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隶书） 霍超

① ② ③

④

元阳梯田的红萍绿萍绚丽夺目

一早在箐口梯田占机位

⑤

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