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5年， 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新
中国的第一部儿童彩色故事片 《祖国
的花朵 》， 导演严恭请刘炽为影片作
曲， 他爽快地答应了， 因为他乐于为
孩子们写歌。

7月的一天， 天气晴朗， 颐和园的
蓝天碧波、 绿树红墙格外明媚。 导演
严恭、 苏里带领影片摄制组的全体成
员和一大群十二三岁的孩子 (电影中
的小演员和群众)， 一起来到万寿山体
验生活。 作曲者刘炽也跟着一起来了。

刘炽永远有一颗不泯的童心。 在
颐和园里 ， 他跟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
疯闹玩耍， 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 可
制片、 剧务领着孩子们上小船， 要去
寻找水上的感觉， 他在昆明湖边犯难
了。 刘炽从小有两怕： 一怕鬼， 那是
童年时在西安三仙庙里打扫佛堂， 听
了许多鬼怪的故事； 二怕水， 他不会
游泳。 心里直犯嘀咕： 上船吧， 怕水
哟； 不上船吧， 又怎么能熟悉水上的
环境、 感觉， 还有孩子们划船的情趣？
正在犹豫之中 ， 孩子们热情地喊着 ：
“刘叔叔， 赶快上来呀！” 刘炽则硬着
头皮登上了小船。

与刘炽同船的有三个孩子， 孩子
们荡起了双桨 ， 小船儿推开了波浪 。
可刘炽紧抓住船舷 ， 一动也不敢动 。
孩子们划呀， 嚷呀， 湖面上便荡漾着
欢声笑语， 那活泼的神态， 真像是一
群小天使。 刘炽被孩子们的情绪感染
了 ， 也不怕了 。 便跟孩子们赛划船 ，
打水仗 。 还干脆脱了鞋 ， 伸足水里 ，
随流飘荡。 就这样， 一会儿石舫， 一
会儿土地堂， 一会儿又是玉带桥。 碧
波、 轻舟、 欢声， 让34岁的刘炽找回
了童年。 他以孩子的心境、 孩子的视
角来观察湖水、 小船、 风浪， 在寻找
歌中幸福少年的内心世界和节奏。

当船快到 “犀牛望月” 的那座铜
牛附近时， 刘炽突然感觉到了具体的
乐章， 这乐章在他脑海里显现时， 他
心里直跳， 便立刻向划船的孩子喊道：
“快把船靠岸， 快靠岸！” 三个孩子瞪
大着眼睛望着他 ， “刘炽叔叔怎么
啦？” “这首歌的旋律出来了， 我得马
上记下来！” 其中叫李锡祥的孩子挺机
灵， 一下子明白了过来： “刘炽叔叔
来神儿了， 来灵感了， 快靠岸吧， 不
然神就跑了！”

刘炽上了岸， 对孩子们说： “你
们划你们的， 继续去玩， 我现在就写，
歌儿写出来第一个给你们听。 你们喜
欢， 就用它； 你们不喜欢， 我再写！”
就在这 “犀牛望月 ” 小小的半岛上 ，
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刘炽以腿为桌开
始了他的写作。 湖水轻拍岛石他全不
知晓， 只有心舟在旋律中荡漾了。 20

分钟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让我们荡
起双桨》 的独唱部分和童声二部合唱
部分完成了！

这时， 刘炽点上了一支烟， 一面
抽着， 一面悠然地望着万寿山、 玉带
桥， 昆明湖上小船上的小天使， 渐渐
地从激动的情绪中冷静下来。 便哼起
了刚写完的歌曲， 一遍， 两遍……仔
细地品味着， 检查着， 有几处不大好，
便立即进行修改 ， 又用了十几分钟 。
过后， 再用孩子们的口气和心理， 在
心中默唱着， 揣摩着。 歌曲确实表现
了孩子们的心情和趣味， 孩子们的欢
乐和幸福， 刘炽这才感到满意。

待歌曲写完改好后， 孩子们也玩
够了， 上岸了。 刘炽让严恭和苏里把
孩子们集中起来， 便掏出刚写好的歌
片唱给大家听 。 “让我们荡起双桨 ，
小船儿推开波浪……” 一曲唱完， 孩
子们乐了， 拍着手说， “真好！ 真像
我们刚才在船上玩的时候的情绪！” 接
着严恭、 苏里， 还有扮演老师的张圆，
扮演志愿军的郭永泰， 也都纷纷表态，
这是一首切合影片需要的很好的儿童
歌曲。 得到了大家的首肯， 刘炽非常
高兴。 准备一回到新街口天平胡同的
住地， 就马上着手完成管弦乐的总谱。
回归的路上， 孩子们的辅导员柳兰建
议将歌改成三拍子， 可能会好听一些，
他便答应试试。 第二天， 刘炽将两首
歌交给了柳兰 ， 让孩子们对照着唱 ，

比较哪种更好。 孩子们一致认为还是
原先2/4拍的好听， 也适合划船的节拍
和感觉 。 这样 ， 《让我们荡起双桨 》
才最后定稿。

随着电影 《祖国的花朵》 的放映，
《让我们荡起双桨》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
流传开来， 成了儿童歌曲的经典之作，
并选入了中小学的音乐教材， 滋润着
几代人的心田。 孩子们乐呵呵地唱着，
感受着幸福； 大人们轻轻地哼着， 回
味着童年。 “文革” 后恢复的稿费很
低， 每年教育出版社寄去5元人民币的
稿酬， 其时刘炽住北京的北郊大羊坊，
这与进城去邮局领款的路费相当。 刘
炽笑了 ， 就算是给孩子们的奉献吧 ，
也不去领了。 康克清在人民大会堂给
刘炽颁了奖， 是在代表全国的孩子们
对作曲家表示感谢， 刘炽得到了社会
的褒奖和回报。

音乐无国界， 外国的孩子和大人
也爱上了这首优美的歌曲 。 2000年 ，
为刘炽传记的出版， 笔者去了人民音
乐出版社 。 编辑室主任吴朋告诉我 ，
《让我们荡起双桨》 这首歌， 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遴选的两首中国儿童歌曲
之一 (另一首为 《我爱北京天安门》)，
他便建议我以此作为传记的书名。 我
接受了， 只是加了个副标题 “追寻刘
炽和他的旋律”。 而以 《让我们荡起双
桨》 的歌名作借代， 以彰显其高超的
艺术成就。 摘自 《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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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现空中停车场
车辆爬7楼停车

比利时树林铺满蓝铃花
似紫色地毯

中国国家图书馆展出
英国文学巨匠珍贵手稿

重庆现户外自助图书馆
民众可24小时自助借阅

近日， 重庆渝北区24小时自助图
书馆———幸福书屋 （桉树林站） 迎来
开放第一天。 该图书馆总面积80平方
米， 目前总藏书3000册， 运用智能图
书管理系统， 实现了图书管理自助化，
为读者提供24小时无人值守办证与借
阅服务。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
英图书馆的珍宝” 展近日在北京中国
国家图书馆开展。 展览展出了英国标
志性作家如莎士比亚、 拜伦、 华兹华
斯、 夏洛蒂·勃朗特、 查尔斯·狄更斯、
柯南·道尔等人的9部手稿、 2部早期印
本。 该展将免费展出至6月21日。

近日， 比利时Halle市的一个树林
长满了蓝铃花似紫色地毯。 据悉， 蓝
铃花又称野风信子， 是天门冬科蓝铃
花属的一种多年生球茎植物， 从西班
牙西北到不列颠群岛的大西洋地区均
有分布， 是西方常见的庭院植物。

近日， 重庆渝南大道附近， 几十
辆汽车停放在一栋房屋的7楼顶楼， 楼
顶变身 “空中停车场”， 被网友戏称为
“最牛空中停车场”。

《让我们荡起双桨》 这首歌， 昨天唱着， 今天还在唱
着。 每当这歌声响起， 我便会想起李锡祥那句话， “刘
炽叔叔来神儿啦”， 依稀刘炽的神魂又回到了我们的身

边， 而荡漾起一拍拍深情的思念。

作曲灵感来自颐和园小船
《让我们荡起双桨》创作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