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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和《黄河大合唱》

历史深处·乡贤

□时昭晖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黄河大合唱》首演80周年，我不
禁想起了我的伯父时乐濛给我讲过的他
和《黄河大合唱》的故事……

《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不屈的呐
喊，是中华民族团结的战歌，也是中华民
族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炬。80多年前，当
时只有 25岁的年轻人光未然﹙原名张光
年﹚，因受伤躺在延安一所窑洞里的土炕
上，内心焦急万分，于是就把酝酿已久的
一首关于黄河的诗，改编成了歌词。

当时，同在延安的冼星海知道了，他
刚听完歌词的朗诵，就激动万分，一下把
歌词抓到了手里，不久就使歌词插上了
音乐的翅膀，从此，《黄河大合唱》飞遍了
延安的大街小巷，飞遍了祖国的山山水
水，飞遍了全世界有华人居住的地方
——中国许多老一代音乐家、指挥家、歌
唱家，都与《黄河大合唱》有着不解之缘，
我的伯父时乐濛就是其中的一员。

1938年 12月，伯父考入延安鲁迅艺
术学院音乐系。当时的音乐系主任就是
冼星海。在鲁艺学习期间，伯父和一位叫
汪鹏的同学建议组织一个“鲁艺合唱
团”。他们的建议被学校采纳了，于是一
个崭新的合唱团就在延安诞生了。

伯父十分珍惜这样一段难得的学习
机会，他觉得能跟冼星海学习音乐合唱指
挥艺术实在是太荣幸了。所以，凡是冼星
海指挥的演出，他总是千方百计参加，并
细致观察，用心体会。

伯父曾告诉我，有一次他正在发烧，
四肢无力，头疼难忍，但听说冼星海要亲
自指挥《黄河大合唱》，就硬撑着虚弱的
身子去看。伯父后来说：“看一次冼星海
的指挥，就有一次新的收获。他那根神
奇的指挥棒，隐藏着许许多多的奥秘，能
把人带入五彩缤纷的音乐王宫，给人一
种极为高雅的艺术享受，令人陶醉不
已。”

1940年 5月，党中央派冼星海到苏联
学习。临走前一天，冼星海把伯父叫到身
边说：“乐濛啊，以后学校合唱团就由你和
汪鹏负责，由你俩来指挥训练。一定要抓
紧，一定要训练好，一定要保持和发扬合
唱团的荣誉。”当伯父表示有压力时，他还
拍着伯父的肩膀鼓励说：“不要紧，好好
干，你一定能指挥好的！”

的确，当时伯父已能够潇洒自如地指
挥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等作品了。
1941年，伯父凭他的才华获得了延安青
年指挥奖，还担任了延安市音乐工作委员
会主席一职。

1955 年夏天，北京电影制片厂接受
了我国第一部音乐片《黄河大合唱》的拍
摄任务。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想让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团担负
这一任务，并想让伯父担任这部音乐片的
指挥。他们认为：伯父是冼星海的学生，
跟冼星海学过指挥，并且在延安也指挥过
《黄河大合唱》，而且伯父当时是总政歌舞
团的艺术指导，便于组织排练和拍摄。

一天，总政治部文化部领导把伯父叫
去，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想法告诉了伯
父，并激将似的说：“乐濛同志，如果你不
指挥，北影厂的同志就要请地方上的同志
来指挥，难道我们部队里就找不到一个能

指挥《黄河大合唱》的人吗？”伯父一听，马
上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好！为了部队的
荣誉，我来指挥！”

紧张的排练开始了。伯父当着全体
合唱队员和管弦乐队队员的面说：“我不
瞒你们，我不太懂管弦乐，也没有指挥过
管弦乐队，但我不怕。因为你们是行家，
我愿意向你们学习。祝愿咱们合作成功，
也一定能成功！”

伯父的这段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
的。队员们说：敢于在自己队员面前袒露
自己，不怕丢面子，在这样的指挥指导下，
拍摄工作一定能成功，任务一定能完成！

自从接了《黄河大合唱》拍摄指挥任
务以后，伯父做了大量案头工作，研究总
谱，分析和声，苦读专业书籍，苦练指挥手
势。

酷热的夏季，他利用队员的休息时
间，钻在闷热的排练场里，对各种管弦乐
器进行摸索，了解和钻研。伯父不止一次
地对大家讲：“我不能让我国第一部音乐
片砸锅，更不能砸在我这个指挥手里。”

为了进一步研究《黄河大合唱》的艺
术特色和丰富内涵，伯父把冼星海在苏联
学习时写的管弦乐谱和中央乐团的修改
稿，拿来仔细对照，仔细琢磨，力求更好地
表现出《黄河大合唱》的战斗风格和民族
风格。平时，伯父还要求合唱队员和乐器
演奏员对《黄河大合唱》一定要认真理解，
感情的分量一定要上去，决不能因为是低
声部就减弱感情的分量，进而影响整部大
合唱的整体效果。

1955年年底，我国第一部音乐片《黄
河大合唱》终于拍摄完成，各级领导和各
部门看后都非常满意。到这时，伯父才长
长松了一口气，深有体会地说：“首先，我
应该感谢冼星海老师对我的教诲。这部
音乐片的每个布局、每个章法和每个动
作，都深深地受到他的影响和启迪。”

《黄河大合唱》在全国上演后，在广大
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音乐院校都把
它视为观摩教材，组织师生学习、座谈、研
究。人们从《黄河大合唱》的音乐形象中，
体味到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
民族，就像奔腾不息的黄河，不屈不挠，勇
往直前。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让我们高唱着《黄河大合唱》，团结奋进，
排除万难，去建设祖国富强、文明、美好的
未来！8

2007年，叶榄发起了以“宣传环境保护、考
察自然生态、弘扬和谐文化、倡导世界和平”为主
题的“绿色与和平之旅”。

10余年间，他的足迹遍布除南极洲外的6大
洲 30多个国家，行程 32万余公里。他随身携带
的帆布包里，一碗一筷一勺，在哪里吃饭，和谁吃
饭，他都会拿出来使用。“我从不用一次性餐具。
勤俭节约，不浪费一粥一菜，我坚持从自身做
起。”

2013年，叶榄启动了“林则徐禁烟奖”评选
和“向烟头说不”活动。至今已评选的 6届中，获
奖的有民间控烟公益团体，也有个人。奖品则是
叶榄用捡拾来的烟头，经过清洗和消毒之后制作
的，被他戏称为“最脏奖品”。其中，制作第二届
林则徐禁烟奖奖品，是他在欧洲 10余国捡拾的
烟头制作而成的。

今年 3 月，叶榄在陕西汉中留坝县四所学
校宣讲环保时，有个叫唐梓岩的小学同学在活
动结束后，为叶榄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听

了您的讲座，我们七八个同学放学后看到一名
抽烟的老师，就偷偷地尾随，一直跟到他吸完
烟扔烟头，我们就争先恐后去抢他扔的烟头。
抢到的同学把烟头扔到垃圾箱时，大家一片欢
呼，搞得老师很惊讶很尴尬。”叶榄说：“我要把

‘向烟头说不’行动做成面向世界的公益品
牌。”近年来，叶榄还设立了“墨子绿色与和平
奖”“金盆禁赌奖”等 36 个公益奖，主题涉及环
保、和平、慈善、控酒、禁烟、禁赌、禁毒、禁黄、
志愿者等。

一路走来，叶榄也获得了多项荣誉：中国地
球奖、中华慈善奖等等,并成为中国十大杰出青
年志愿者之一。整整 26年，叶榄满怀赤子之心，
踏遍山山水水，将自己的大爱奉献给了地球母
亲。昔日19岁的追梦少年，如今年逾不惑，仍单
身守着母亲生活。

近些年，叶榄还常带着母亲一起四处做公
益。每到一处，母亲也会与叶榄一起俯身捡拾垃
圾……1

□王剑

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实验在
全国风潮渐起。以黄炎培、陶行知、梁漱
溟、卢作孚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纷
纷走出书斋，离开大城市，深入农村，致力
于乡村教育探索，成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
的先驱者。而同一时期的河南，也有一个
大名鼎鼎的乡村教育家，他就是王拱璧。

王拱璧，西华县孝武营村（今漯河市
青年乡）人，中国同盟会早期会员。他幼
读私塾，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6岁考
取西华县小学堂，第二年考入陈州府（今
淮阳）中学堂，不久免试进入设在开封的
河南大学堂。

上世纪初期，王拱璧受同学林伯襄之
邀，参加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
学前身）的筹建工作，并任体育音乐教员。

1917年夏，31岁的王拱璧考取了全
国公费留学生资格第一名，进入日本早稻
田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教育专业。在日本
求学期间，王拱璧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
调查，撰写了《东游挥汗录》，披露了日本
意欲侵略中国的图谋。此书印行后十分
畅销，第一版三天就卖完了，随后进行加
印，先后印了17版，仍然供不应求。

二

1920 年，王拱璧学成回国。他没有
留恋大城市的繁华，而是把眼光放在了位

于中原腹地的农村老家，发誓“宁到农村
走绝路，不进都市求显通”，并在心中描画
了一幅“人人有劳动，人人有书读，家家有
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新型农
村画卷。

这幅农村画卷的重彩之处就是“新村
实验”。王拱璧把家乡周围的4个村子编
在一起，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自治村委
会，命名为“青年村”并沿用至今。设置了
村事务所 、调解委员会和自卫团。推行

“不留辫、不缠脚、不娶妾、不赌博、不吸鸦
片”等文明风尚，号召村民学习生产技术，
兴修农田水利，鼓励村民养鱼、种莲、种
苇，增加家庭收入。同时，他积极倡导减
租减息，实行义务教育，镇压盗匪，得到乡
亲们的欢迎和支持，青年村一时成为远近
称颂的农村乐园。

这幅画卷的另一笔重彩是兴办乡村
教育。王拱璧把父亲创办的崇实小学堂
更名为“青年公学”，成立校董会和教育研
究会，亲任校长，实行民主管理。并将自
家的 32亩田地和房屋作为办学基金，增
添校舍设备，补充办学经费，延聘教师，陆
续创建了幼儿园、小学部、中学部、妇女
部、职业补习部、农民补习部等20余个班
级，招收了 700 多名学生。青年公学以

“劳动、健康”为中心，推行“农教合一，学
以致用”的教育理念，学校教职员“各本良
职，各尽其能”，经常带领学生到田间 、果
园、蚕室或木材工厂等地进行直观教学，
着力开启民智，培养农林人才。

王拱璧创办的青年公学，是河南省
最早的一所农村中学。1925 年，《北京
晨报》报道了青年公学的新理念、新模式
和新村制。青年村一时声名大振，引起
了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和重视，前来参观
的记者、学者和官员络绎不绝。国民政
府教育部特意表彰，颁给王拱璧一枚二
等金质嘉禾奖章，冯玉祥专门派人到青
年公学调查，并捐献 3000元资助王拱璧
办学。

令人遗憾的是，1926 年 8月，青年村
遭到土匪和地主豪绅武装2000余人的袭
击，损失惨重。王拱璧不得不忍痛离乡，
携眷迁往开封。

三

到达开封后，王拱璧先后出任《河南
民报》总编、河南大学教授、东北大学教
授。同时，他还一直遥领青年公学校长，
用自己的影响力为青年公学募捐，还经常
保荐进步知识分子到青年公学任教。

1942年春，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王拱
璧，再度回到家乡。他将青年公学改为青
年中学，筹建教学楼，开办高中班，并担任
董事长和校长，继续从事乡村教育的探索。

当时，河南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
加之战乱惨状，王拱璧撰写了《河南灾况
目睹记》一稿，寄往重庆《大公报》。这篇
稿子受到《大公报》的重视，特派一名记者
到河南调查核实灾情，并配发了《看重庆，
忆中原》的专评。

抗战胜利那天，王拱璧在青年村和青
年公学联合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发表了慷
慨激昂的讲话。不久，河南省省长李培基
到周口、淮阳等地视察，路过漯河境内的
冷饭店，派人请王拱璧会面，不料却被王
拱璧一口回绝。事后，王拱璧淡然地对别
人说：“我一不求升官，二不求发财，见他
干啥！”

1948 年，王拱璧组织青年中学的师
生收集传送情报，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支
援解放战争。青年中学先后为中原解放
区培养干部人才近千人，受到刘伯承、邓
小平、陈毅等首长的表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已 65岁
的王拱璧当选为河南省人大代表、河南省
政协委员，并被河南省人民政府任命为省
图书馆副馆长（主持工作）。

1976年 3月，王拱璧因病去世，享年
90岁。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一砖一瓦，临终
留下遗言：将他青年村的财产全部捐给青
年中学……

王拱璧的故居，是一处四合院，位于漯
河市召陵区实验高中（原青年公学）院内，砖
瓦结构，房顶小瓦紧扣，屋脊青砖相抱，虽久
经风雨侵蚀，仍然巍然屹立，坚固如初。

青年中学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尊王拱
璧的汉白玉雕像。王拱璧右手高擎，左手
握卷，坚毅的目光，凝望着远方。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蔡丽

甫见叶榄，他递给记者一把不锈钢夹子，请记者完成一项“任务”：把
地上一个路人丢弃的烟头捡起来。

叶榄说，两年来，已有1000多人用他这把夹子捡拾过烟头。他计划
在他今后的公益旅行中，至少邀请全世界一万人用它捡拾烟头。前不
久，他还曾带着这把夹子横跨大洋，在南美洲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请当
地人捡拾了烟头。

布衣布鞋，挎着帆布包的叶榄，相较同龄人脸上皱纹要多一些。谈
起自己的事业，他那双黑框眼镜后的眼睛，会像孩子一样发光。

从1993年骑着自行车离开家乡，叶榄就确定了自己的事业方向：公益。

1974 年出生在潢川县魏岗乡的叶榄，初中
毕业后进入家乡的粮管所工作，捧上了很多人梦
寐以求的铁饭碗，不出意外，他将和大多数人一
样，踏实工作、结婚生子。然而，一篇有关希望工
程的报道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看着报道里有
许多孩子因为家庭贫困失学，我受到了极大震
撼，我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他们做一些事
情。”

1993 年初，叶榄不顾家人反对，辞去了公
职。年仅19岁的他，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骑着
单车开始了“希望工程万里行”。

“春东在上学时爱写诗，书法也棒。当初他
作这个决定时，我们很震惊。四年后再见他，得
知他为希望工程所做的贡献，我们又很佩服他。”
叶榄的初中同学喻老师说。

叶春东，是叶榄本来的名字。改为叶榄后，

每次与人初次见面，他都会这样介绍：“我叫叶
榄，树叶的叶，橄榄树的榄。”

4年时间，叶榄的车轮滚过河南、湖北、四川
等 16个省市自治区，行程 4万多公里，经历了别
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也收获了这些：为希望工程
劝募善款30余万元，修建了两所希望小学；救助
失学儿童 300 余名，还把自己沿途卖字所得的
6000元钱寄回老家，资助了 12名失学儿童重返
校园……由此,他成为“河南省十佳共青团员”之
一,并获得“河南省希望工程特别奖”等。

4年里，叶榄记不清自己多少次住在候车室
甚至露宿街头，在崎岖山路上栽跟头，饥饿难耐
无处觅食；被农家狗追咬过，被人质疑、误解赶走
过……“希望工程万里行”的背后，是孤独、漫长、
困苦与寂寞。他说：“前路漫漫，我心依旧；历经
磨难，痴心不改！”

十年绿色行

奔波跋涉中，叶榄目睹了许多地方的生态环
境遭到人为破坏，一个新的想法萌生了：走遍中
国，向人们宣传环保知识。

1997年，他发起了以“人人环保，时时环保”
为主题的“绿色希望行”活动，从此踏上了环保宣
传之旅。

如何才能有效达到宣传环保的目的呢？叶
榄首先选择了到校园里去宣讲，让孩子们从小接
受环保教育，养成环保习惯。每到一处，叶榄都
要跟当地共青团、教育和环保部门联系，然后到
各个中小学义务宣讲。目前，他已在国内 1400
多所学校做过宣讲。孩子们还经常给他写信，亲
切地称他“环保叔叔”。

1999 年 11月，叶榄曾一天内在海南文昌 6
所学校进行宣讲，嗓子都哑了。在一所学校，当
他离开时，背后传来全校 1000多名学生的高声
呐喊：“叶叔叔，您辛苦了，祝您一路平安！”

泪水一下子模糊了他的双眼。“那一瞬间，我
觉得我所吃的一切苦，都是值得的。”

2000年暑期，叶榄又把目光投向了铁路，印
制了大量环保宣传材料，开始在车站广场、列车上
进行宣传。至今，他已到过500多列列车、120多
个火车站进行宣传，发放环保资料30余万份……

2005年 1月 18日，由他参与策划、北京地球
村公益组织实施的T61/62次绿色列车项目正式
启动，成为万里铁道线上一道流动的绿色风景。
叶榄还因此获得了铁道部环保办、全国铁道团委
等联合授予的“绿色之星”荣誉称号，铁道部环保
办称赞他“宣传环保，功不可没”。

用脚行走的同时，叶榄还用心记录着大地。
他做了 100多万字的有关生态现状及保护的记

录，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出版了《梦中的橄榄
树》《生态和平，在千年的转折点上》等35部环保
类书籍。

这些年来，叶榄记不清自己睡过多少候车
室、教室和废弃的房子，更记不清在野外露宿过
多少次。他的主要行李，是环保资料、相册等，最
重时达25公斤。

1999年，叶榄在云南昭通山区考察环保时，
身上几乎连饭钱都没了。他花 5毛钱买来一碗
米线，5毛钱买来一碗米，吃过米线后，用汤水泡
米吃，用一块钱解决了一顿饭。经常，在山路上
行走着饥饿难耐，他不得不到附近农家讨要饭菜
充饥……

在云贵交界处的乌蒙山区时，有一个 50公
里的上坡，他推着自行车从早晨 7点一直爬到夜
里 10点还未爬完。空旷的山岭间回荡着一些可
怕的声音，幸好天上有一轮冷月，才不致使他因
看不见路而掉下悬崖。早晨吃的几个馒头的能
量早已消耗殆尽，饥饿、困倦和口渴向他袭来，两
条腿灌铅般沉重。推着车，背着沉重的行囊又走
了近半个小时，叶榄终于发现了一个破旧的道班
房……“独自走天涯，个中甘苦只能默默品尝，不
但要忍受艰辛，有时还要冒生命危险。”

1999年 11月，在海南的一片树林里，叶榄发
现了两个正用猎枪打鸟的人，走上前劝说时，其中
一人不耐烦地说：“有神经病啊？你再说，我不打
鸟了，打你！”还有一次在云南，叶榄骑车走一个30
公里的下坡路时，长时间的刹车使车闸突然失灵，
在一个拐弯处人仰车翻，他栽倒在了路旁的山沟
里……“这些年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被狗咬过 3
次，被小偷偷过13次，被人打过不下5次……”

绿色公益之旅

千里走单骑 时乐濛时乐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