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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报记者蔡馨逸

10月的延安已经微微有些寒意，在位于桥儿
沟的鲁迅艺术学院旧址游人依然络绎不绝。“风在
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激昂的歌声从东山
上的一孔窑洞传出。窑洞里，木板床、旧书桌等陈
设还原了当年艺术家生活工作的场景。

“回到家里，星海立即投入创作。早春的延安
的夜里很冷的。我们用一小盆炭火取暖，我有时看
他写累了，就煮一点红枣给他吃。那时候延安的木
炭还是很缺乏的，夜深人静时，炭火熄了，窑洞里
非常冷，但星海的创作热情却比火焰还要热！”冼
星海的夫人钱韵玲曾如此回忆。

80 年前的春天，在抗日战争最焦灼、中华民
族救亡图存的危难关头，就是在这样一间简陋的
窑洞里，作曲家冼星海抱病写作六天六夜，完成

《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
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民族交响史诗

《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中华民族象征，从延安窑
洞传遍全国，激励了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奋起抗争、
保卫祖国，在抗战烽火中被评价为“一曲大合唱，
可顶十万毛瑟枪”。硝烟散去，《黄河大合唱》依然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具有鼓舞斗志、凝聚
人心的力量。

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一个

1938 年 10月，武汉沦陷后，光未然带领抗敌
演剧队第三队奔赴吕梁山抗日根据地，从壶口附
近东渡黄河时，目睹了船夫们搏击惊涛骇浪的壮
景。初次横渡黄河的年轻诗人被这场人与自然的
生死搏斗深深震撼。

到达吕梁后，光未然率领演剧三队立即投入

宣传演出工作，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激励人心
的文艺作品传递给老百姓。同时，日军侵略造成的
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他的心，
对侵略者的愤恨、对同胞的同情，化作胸中的一腔
热血。

1939 年 1月，在一次慰问演出归来途中，光
未然不幸坠马摔伤。赴延安治疗养伤的途中，他再
次渡过黄河，躺在担架上，诗意翻涌。

此时，与光未然有过两次合作的冼星海，在延
安鲁迅艺术学院担任音乐系主任。1935 年，冼星
海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回国后，积极投入抗日救
亡运动，创作了《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等大量
战斗性的爱国歌曲。

2月 26 日，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光未然。在
病房中，两位好友一拍即合，有了再次合作创作大
型音乐作品的念头。

病床之上，光未然口述，演剧三队的胡志涛协
助笔录。5 天后，长达四百多行的《黄河大合唱》歌
词诞生。3月 11 日，正值农历正月十四夜晚，冼星
海应邀参加演剧三队在西北旅社的窑洞里举行歌
词朗诵会。在一盏昏暗的油灯旁，25 岁的年轻诗
人一气呵成，朗诵完四百多行的诗句。诗人的激情
感染了窑洞里的每一个人，在朗诵声戛然而止的
瞬间，冼星海突然站起来，上前一把抓住歌词，激
动地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

六个昼夜过去了，冼星海呕心沥血，终于完成
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

1939 年 4月 13 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
学大礼堂首演。作曲家李焕之在文章中回忆当时
的场景：在物质条件极缺乏的边区，除了三四把小
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
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一个。没有低音乐器，
就用汽油铁桶改造成低音二胡。还有用大号搪瓷

缸装着 20 多把勺子制成的新型“乐器”，发出“哗
啦哗啦”之声，与管弦、锣鼓配合着合唱，烘托出黄
河万马奔腾之势。这场乐器简陋却满怀激情的演
出，赢得了观众狂热而持久的掌声。

冼星海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晚上是
延安空前的音乐晚会，也就是全国从没有的音乐
晚会。因内容非常新鲜，而且都是带着最新的创作
形式！”

5月 11 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音乐会
上，冼星海亲自指挥 100 多人的合唱团演唱了《黄
河大合唱》。刚一唱完，毛泽东很感动地连声称赞：
“好！好！好！”不久，周恩来看过表演后题词：“为抗
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从此，《黄河大合唱》从延安传遍全中国，传向
世界，成为振奋中华儿女夺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
的精神力作。

“我还要写，要到我最后的呼吸为止”

《黄河大合唱》由《序曲》《黄河船夫曲》《黄河
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
河怨》《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组成，以黄河
为背景，以磅礴的气势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
英勇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波澜
壮阔的抗日战歌。

郭沫若曾评价，《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
生的最成功的一首新型歌曲。音节雄壮而多变化，
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词句，就像风暴中的浪涛一样
震撼人心。

时间跨越 80 年，《黄河大合唱》的魅力未曾褪
色。“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
哮……”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听到这段激昂雄壮的
乐曲声，人们不仅会随声和唱，心中的爱国情绪也

会如河水般奔涌。
“伟大的艺术来源于生活、服务人民，《黄河

大合唱》正是这样一部艺术作品。这也是它能够
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中央音乐学
院院长俞峰说，《黄河大合唱》是中国艺术史上
的高峰，是光未然和冼星海两位艺术家在深刻
感知民族危亡、国家危难后迸发出来的创作激
情和灵感，包含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借鉴西方交
响合唱的音乐形式表达民族心声，是为人民呐
喊、为民族聚气的艺术精品。

“从音乐创作角度来看，《黄河大合唱》具有
鲜明的多声部复调音乐特征，不同于简单的大
齐唱。所谓多声部复调，就是在一首作品中，由
几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旋律性声部纵向结合在一
起，这种写作技法使音响效果达到如‘赞美诗’
般雄浑饱满的效果。”西安音乐学院副教授高贺
杰说。

《黄河大合唱》用诗篇与乐曲勾勒出一幅幅
生动的图景，黄河的波涛汹涌、战争的残忍迫害
和人民的英勇奋战生动地浮现在听众眼前，引起
人们的强烈共鸣。这源于创作者的精心编排。冼
星海在《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中详细描绘了
每一个乐章的画面和情绪：“第一首《黄河船夫
曲》你如果静心去听，你可发现一幅图画，像几十
个船夫划船，面上充满斗争的力量。《黄河颂》是
用颂歌的方法写的，大都带有奔放的热情，高歌
赞颂黄河之伟大、坚强。由男高音独唱，歌带悲
壮，在伴奏中可以听出黄河奔流的力量……”

在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眼中，父亲为人民
而艺术的热情没有止境。冼星海曾在创作杂记
中写道：“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
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
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惭愧的是自己

写得还不够好，还不够民众所要求的量！因此我
又写了《民族解放交响乐》和其他作品，但我还
要写，要到我最后的呼吸为止。”

“我们不仅是唱声，更是唱情”

10月 21 日，在西安音乐学院，一堂由中央
音乐学院院长俞峰携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
合唱团带来的音乐党课上，《黄水谣》和《保卫黄
河》两个乐章奏响，现场观众情不自禁齐声合
唱，歌声雄壮悠扬。

“音乐对激发全民族的凝聚力具有不可估
量的作用。诞生于延安的《黄河大合唱》，就是在
炮火纷飞的抗战时期，激发了全民族保家卫国
的必胜信念。”俞峰说，中央音乐学院是延安鲁
艺重要的传承单位之一，身上流淌着红色基因，
有责任像延安时期的音乐家一样，坚持与时代
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人民，为人民
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今年，“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纪念《黄河大合唱》首演 80 周年”系
列活动、“致敬祖国暨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
80 周年”音乐会等纪念活动在延安等地举行。

5月 23 日，在宝塔山下，由俞峰担纲总指
挥，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合唱
团、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延安大学鲁迅
艺术学院合唱团、兰州音乐厅合唱团等近 500
人，共同唱响《黄河大合唱》。傅庚辰、赵季平、田
华、瞿弦和等老一辈艺术家以及光未然的后人
亲临现场讲述“黄河的故事”。

演出中，92 岁的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再次
用极其饱满的情感演绎了《黄河怨》，距她第一
次登台演唱《黄河怨》已过去了 63 年。她曾说：
“我们不仅是唱声，更是唱情。我们不该忘记和
平的来之不易，不该忘记中国人的信心和勇气，

《黄河大合唱》这种精神是值得世世代代传递下
去的。”

《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旧址，如今被打造为延安鲁艺文化园区，吸引着
大批游客参观。据延安鲁艺文化园区管理办公
室主任茆梅芳介绍，为了保护革命旧址，传承鲁
艺精神，鲁艺文化园区分为核心遗址保护、延安
文艺纪念馆、东山革命文艺家馆群、西山艺术实
践体验基地、文化创意产业园五个区块，20 位
在鲁艺工作过的老一辈人民艺术家当年居住过
的窑洞已恢复原貌，成为革命文艺家个体馆。

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名誉会长傅庚辰说，
延安鲁艺的艺术教育与文艺创作是中国共产党
文艺理论的实践和创新。鲁艺精神就是文艺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文艺要扎根生活、扎根人
民的精神，就是吸收世界上古今中外一切优秀
文化艺术成果为我所用、创新发展的精神。我们
重温历史，再度出发，要坚持理想信念，不忘初
心，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道路，讲好中国故
事，唱响中国声音，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
伟大作品。

一 曲 大 合 唱 ，顶 十 万 毛 瑟 枪
时光跨越 80 年，《黄河大合唱》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化符号

▲ 1939 年，冼星海指挥鲁艺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 ▲光未然在延安（1939 年 4 月）
照片由延安鲁艺文化园区提供

病床之上，光未然口
述，长达四百多行的《黄河
大合唱》歌词诞生。寒冷窑
洞里，冼星海的创作热情
比火焰还要热。

80 年前，在庆祝鲁艺
成立一周年的音乐会上，
冼星海亲自指挥 100 多人
的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
合唱》。刚一唱完，毛泽东
很感动地连声称赞：“好 ！
好！好！”不久，周恩来看过
表演后题词：“为抗战发出
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筑桥”的人本报记者张漫子

马悦然有一副典型的北欧人面孔，却又一派
淡然的东方气质。他能用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对中
国文学史、中国方言音韵侃侃而谈。

这其实也不足为奇，在去世前，他和汉语已经
有 73 年交情。在中国这片被马悦然称作第二故乡
的土地上，或发掘作者，或译介杰作，或为中西文
化交流破冰，或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建言，这位瑞
典汉学家一直在为中国文学“修桥”。

汉语之咏叹：“我的同胞八世纪

披着熊皮过着野蛮生活时，唐朝诗人

正在创作律诗和绝句”

1944 年，遥远的北欧，瑞典青年马尔姆奎斯
特正在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拉丁文学位。他最大的
愿望是毕业后去瑞典一座古老城市的高中教书。

在他忙于准备拉丁文考试时，伯母把林语堂
先生的英语散文集《生活的艺术》拿给了他。第五
章讲的庄子老子哲学让他心有戚戚焉，想知道道
家哲学的更多奥妙。

他跑到大学图书馆，借来《道德经》的全部译
本。“英法德文译本差异太大，究竟哪本才是作者
原意？”他鼓起勇气给瑞典知名汉学家高本汉打了
一个电话。

“所有译本都一样糟。”高本汉说，“我正在译，
还没发表，但我可以把稿子借你看。”

一个星期后，这个瑞典青年兴致勃勃地归还
书稿时，高本汉提议让他跟着自己学汉语。很快，
他就离开乌普萨拉大学，搬到了斯德哥尔摩，高本
汉从此成为他的古代汉语和先秦文学老师。

在斯德哥尔摩，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他，从
《左传》入门，开始学习汉语。

两年后，马尔姆奎斯特偶然获得一次前往中
国四川调查当地方言的机会。刚到中国，他起了一
个中文名字“马可汗”，但当地人对他说：“在这里
叫‘可汗’可不行，叫‘悦然’吧。”自那天起，这个瑞
典青年，便成了“马悦然”。

在峨眉山报国寺的 8个月里，在一位颇有学
问的老方丈的点拨下，马悦然接触到了中国书法，
学会了部分汉语，读起《唐诗三百首》、乐府诗，对
中国古诗和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谁跟他聊中国
文学，他都滔滔不绝。

马悦然收藏的中国诗集特别多，中国许多伟
大诗人和文学家成为他的“老朋友”。“虽然空间和
时间的距离不允许我随时去找他们，但我可以请
他们到我家。”马悦然颇有风趣地说，“我愿意跟李
白摆龙门阵或跟稼轩居士干杯酒，我可以到书房
去找他们。”

多年后，当马悦然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身份
多次造访中国时，“为什么喜爱中国文学”依旧是
受访最多的问题之一。

“我的同胞八世纪披着熊皮在树林里过着野
蛮生活时，唐朝的诗人正在创作律诗和绝句啊！”
马悦然这样回答。

为中国文学筑桥：“一部文学作

品要突破语言的界限，唯有依赖翻译

家架起的桥梁”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尚未出现时，中国文
学早已登上世界文学之巅，诗歌、散文、小说都是
如此。这让马悦然颇为珍视。

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可以寄到
世界各个角落。越是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就愈发
感到，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著作数量太少。这成
为他向世界“代言”中国文学的动力。

1952 年，已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马悦然，开始
在乌普萨拉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他一面研究、教授中国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语
法和语义学，一面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

他首先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
介《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后来

又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等古代小说。
马悦然最爱《水浒传》。回想几十年前的翻译

时光，他说：“我感到自己真的生活在梁山好汉之
中，恨不得上山去跟 108 条好汉打交道……鲁智
深、武松和杨志都是我的樽前好友。”

发掘和翻译中国文学的过程，让马悦然感到
一种沉浸式的快乐。“翻译沈从文的《边城》时，我
很想到作者的故乡去，跟那儿朴素直爽的人们一
起过日子。”

他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实现一个大愿望：到
吕梁山去，跟作家李锐小说《无风之树》和《万里无
云》中的人物见见面。”

然而，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文学数量相当

匮乏的时代，译者的责任是巨大的。正如瑞典学
院院士霍拉斯·恩格道尔所说，一部文学作品要
突破语言的界限，唯有依赖翻译家所架起的
桥梁。

这种责任感，使马悦然甘愿从东西方文化
交流的高度看待翻译工作——不能失去原文的
风格味道，更不能在译作中过度炫耀自己旺盛
的文采而凭空创造。

因此在译《水浒传》时，马悦然采用瑞典 20
世纪 40 年代的习语，包括当时流行的俚语和口
头语，“尽量准确表现原文中的方言风味”。他举
例说，“《水浒传》108 条好汉中有两人是同乡：
花和尚鲁智深和杨志都是关西人。众英雄中只
有他们用‘洒家’作为第一人称。于是我决定用
瑞典语 mandrom 来译‘洒家’——这词是从吉
卜赛语借用来的。”

马悦然对西方汉学界的汉译现状有着直率
批判，对“信达雅”等翻译标准有着深刻思考。
“巴金《家》《春》《秋》的一些英译本，对话部分译
得还好，但许多叙事部分，由于译者觉得烦琐，
竟大量删除了。许多翻译者对文学作品本身并
不感兴趣，把翻译简单当成一个‘活儿’，自然偷
工减料。”

他说，他的翻译要在反复阅读原文后才动
笔，“等你感觉到作者通过书在和你交流，你能
感觉到作者的呼吸时，这才是翻译开始的时
候。”

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登场。他翻译了
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翻译了艾青、顾城、舒
婷、芒克等人的诗歌。

20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间，马悦然的文
学译作达 700 种之多。“命运让我学会了古代汉
语和现代汉语，让我能直接阅读这些优秀文学
作品，我有责任让我的同胞们阅读更好的中国
文学作品。”

文学让东西方心有灵犀：“多

位中国作家有资格拿诺奖，但拿诺

奖没那么重要”

马悦然 1985 年进入瑞典皇家科学院，成为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以及担任欧洲汉学家学
会主席后，他把推介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当作
自己的职责，试图拼起一张尽量公允的中国文
学版图，让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作家的声音在
世界范围泛起涟漪。

马悦然的中国朋友圈里不仅有莫言、苏童、
余华等，还不乏他在中国发掘的少为人知的底
层作家。

在马悦然看来，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许多
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中国文学早该登上世界
文学的舞台。“沈从文、老舍、茅盾完全比得上同
时代西方杰出作家，只是他们的作品没有被大
量翻译推介到海外，海外读者基础太少。”

视中国为第二故乡的马悦然，与中国作家
一样关注中国文学以何种姿势走向世界。

他曾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加快中国文学作
品的对外翻译工作；第二，慎重选择译者；第三，
重视传承传统，鼓励作家研究本民族的文化精
华；第四，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对中国文化的
信心和坚守。

马悦然去世后，一些接触过他的人回忆起
他晚年在中国的几次亮相。有人说起前几年他
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唐诗讲座的一次现身。

当时，这位 90 多岁的老头非常认真地做了
准备，并用抑扬顿挫的语调，为现场观众朗诵唐
朝诗人王建的《江南三台》：“树头花开花落/道
上人去人来/朝愁暮愁及老/百年几度三台？”

讲座告一段落，当他等待在座各位跟他一起
畅谈唐朝通俗诗歌的时候，大家似乎对他的汉学
研究心得并无兴致，而是一直追问诺奖的事。

马悦然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北欧几个小国
的 18 名评委评出来的一个奖项，它不是世界冠
军，不必把它看得太重。中国当代文学已完全与
世界文学接轨，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

▲ 2012 年 10 月 23 日，马悦然为复旦
学子作题为《工匠与演员：论翻译的艺术》的
演讲。 新华社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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