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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封面故事

(上接B01版)

一路红歌进北京

沙坪坝群星合唱团只是此
次进京演出的 14 支重庆红歌队
之一，他们与另外 13 支红歌队
的近千名重庆市民一起，登上中
国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 首
都北京的舞台，以嘹亮的红歌祝
福党的 90华诞。
而早在进京之前一个月，他们

就充满了期待。
今年 5月 6日，中国文联在北

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文艺
界为纪念建党 90周年，将于 6月
11 日至 19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
举办《百花芬芳·党的旗帜高高飘
扬》系列演出。重庆红歌队作为 9
场演出中唯一由地方完全承担的
演出，担起了开幕式的重任。
“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准

备了。”沙坪坝群星合唱团团员
杨光久说，“虽然都是唱了多少
年的歌了，大家在一块也配合了
好几年时间，但为了确保万无一
失，平常还是得加紧练。”
杨光久还说，其实他们准备的

时间应该上溯到更久——— 从重庆
的街角社区到北京万人瞩目的舞
台，这是他们自 2008 年以来，演
出、比赛近百场，最终才从众多队
伍中脱颖而出获得的千载良机。
“就是在来的火车上，大家

也都没闲着。各个队伍都各练各
的，那真是叫作‘一路红歌进北
京’。”几位成员七嘴八舌地说，
“这么重要的演出，万一出个纰
漏那可不行。”

代表重庆进京演出的机会
的确得来不易。
重庆市委宣传部一工作人员

介绍说，自 2008年 7月至目前，重
庆当地已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
18 . 1万场、参与市民超过 1 . 1 亿
人次。并不是每一支唱红歌的队伍
都能来北京演出，在参演的市民心
中，“这是荣誉”。

这与重庆官方的定位也契
合，重庆市委宣传部称，“这次进
京演出，既是重庆迎接建党90周
年的最好表现，又是重庆精神风
貌的集中展示，还是重庆答谢中
央、国家机关和首都各界人士的
有效方式。”

除了沙坪坝群星合唱团，其
余 13支队伍包括重庆市公安局、
重庆市国土房管局、重庆大学、西
南政法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工商大学、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市
巴蜀中学、渝中区人和街小学、九
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渝北区葵花
幼儿园、北碚区缙云之声合唱团、
重庆消防艺术团。
“14 支演出队伍中，既有党

政机关干部，又有大中小学校师
生；既有企业职工，又有社区居
民；既有共产党员，又有共青团
员、少先队员和非党人士，他们
中年龄最大的已年过7旬，最小
的只有6岁。”重庆市委宣传部的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样的构
成，充分体现了群众性和全民
性，表达了3200万巴渝儿女对党
的深厚感情。”

500 人的“后援”队伍

14 支演出队伍，近 1000 名
群众演员，浩浩荡荡地进京，这
也着实让重庆方面费了不少劲。

沙坪坝群星合唱团的一位
团员说，“我们坐的火车全是卧
铺，来时坐的那趟火车床铺不
够，临时加了三节车厢。”

近千名群众演员是在 6月 9
日上午乘车赶到北京的，而在几
天前，负责北京巡演组织工作的
“导演组”就已经先期到达北京。
前方服务组也早早着手联系宾
馆住宿、车辆租赁等事宜。
在近 1000名群众演员载歌载

舞的背后，还有大约 500名后勤人
员付出的艰辛劳动。此外，重庆市
委宣传部还专门组织了以重庆日
报为首的采访团全程报道巡演。

作为此次进京演出的 14 支
参演队伍之一，重庆市渝中区人
和街小学一共有57名学生参加
进京汇演。该校带队老师曾菁告
诉记者，为了保证孩子们顺利、
安全地参加演出，这次学校总共
派出 10名老师随行。
“考虑到演出频率较高，孩

子们可能会身心疲惫，学校派出
两名老师专门负责牛奶、水果和
食物等生活供给。此外8位老师，
除一人总协调外，其余7人每人
负责看护8名孩子。并且在孩子
们的管理中，高年级的孩子负责
带低年级的孩子，以大带小。”

让曾菁稍稍安心的是，4天
下来，只有李沁怡一名小学生生
病，其他孩子都很健康，“巡演没
有受到影响”。
巴蜀中学此次有60名学生参

加进京巡演，为保障学生们的安
全，学校也专门派出6名教师带队。
“你问需要我们掏钱不？我们

个人也会出一点……关键是，我们
真心热爱唱红歌，一旦唱起来，浑
身都有劲，精神特别好。所以哪怕
是完全自己掏腰包，我们也愿意。”
在被问到此次进京的经费问题时，
沙坪坝群星合唱团的邓成彬这样
回答。“现在这个社会中很多人缺
乏信仰，我们唱红歌，就是要以此
来提升他们的精神。”

合唱团中有一对“夫妻
档”——— 黎新志和宋小冰，他们是
在 2006 年唱红歌时相识相知相
爱，后来，也是一场“红歌会”完成
了让他们铭记一生的婚礼。

身为沙坪坝实验一小的语

文老师，黎新志还把红歌带进了
课堂，让孩子们在激昂、振奋的
红歌声中，获取更多关于党、国
家的知识。“有一次，在给同学们
讲解一篇名为《长征》的课文时，
我就在课堂上跟同学们唱起了
《红军不怕远征难》。顿时，教室
里歌声振奋，同学们也都跟着老
师一起唱了起来。”
面对记者，所有接受采访的人

都说，他们这是“发自肺腑的”。

“非同寻常的旅程”

尽管唱红歌在重庆老百姓
看来已经习以为常，但第一次进
京演出还是让群众演员们感到
格外不同。
“本来唱红歌对我们的生活

就是一种鼓舞，这次到北京来演
出，对我们以后的生活更是天大
的鼓励。”群星合唱团的一名团
员说：“北京是首都，到北京汇报
演出展示的是整个重庆的精神
状态，我们就是代表着重庆啊。”

而让他们高兴和受到鼓舞
的是，他们的红歌在北京也唱出
了一片红。

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演出结
束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
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全国政协副
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等领
导一起走上舞台，与全场观众合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让红歌队员们“很振奋”。

在二炮演出时，“现场的官
兵热情很高。我们感染着他们，
他们也感染着我们。”参加演出
的红歌队员告诉记者，“当经典
红歌《祖国颂》唱起来时，现场的
官兵也都一起合唱，台上台下都
是歌声，官兵们的情绪特别高，
我们的情绪也就更加高。”

高频率的演出让参演的重
庆市民们始终沉浸在兴奋中，杨
光久不断感叹：这是一次非同寻
常的旅程。

在一次演出中，80后战士程
晓飞听完了所有的节目。虽然自
己平时喜欢听流行歌曲，但他仍
然在重庆红歌中感觉到了不同。
演出结束后，他拉着演员的手
说：“流行歌听过就听过了，但听
了红歌、经典诵读，感觉回味无
穷，全身充满力量。”

而重庆媒体采访团的一位
成员11日在北京朝阳剧场发现，
重庆市民红歌队表演的《励志箴
言》传唱节目，在短短几分钟内，

就赢得了台下9次掌声。
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专程
接见了重庆红歌队演职人员代
表。贾庆林表示：“实践证明，‘唱
读讲传’活动是唱响主旋律、提
振精神、凝聚力量的创新之举，
为弘扬中华文化、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
作用。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
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推进群众
性文化活动。希望你们继续努
力……让这项活动蓬勃持久地
开展下去。”

随演员进京的重庆媒体采
访团详细记载了此次重庆红歌
进京后受到的欢迎，以及在北京
引起的巨大共鸣。

从近几天当地媒体的报道
中，可以重温当时的盛况：
“歌声感染了在场的老同

志，他们激动地挥舞着小红旗，
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台上台下
相互辉映，场面热烈……”
“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年轻人，他们或欢快地跟唱，或
愉悦地拍打节拍，个个精神振
奋，意气风发，表现出为中华民
族走向复兴的热情与活力……”
“铁道部退休职工、74岁的金

桂琴真诚地说：‘唱这些红歌可以
提升我们的精神面貌’……”

6月14日，4天7场演出终于
结束了，重庆的红歌队员们也要
离开了。

难得一上午的清闲时光，让
重庆市民红歌队的成员们终于
有空到北京的街头走走。
当天中午，沙坪坝群星合唱团

的一位团员，提着两大包北京特产
走进暂住的潇湘大厦，看到大堂内
的同伴就扯着山城方言的大嗓门
高喊：“咱们唱歌的照片，在日报
(重庆日报)的头版上那么大。”
“你看到了？你咋看到了？”

旁边几位女团员应声附和。
“说是这几天的报纸上，天

天都有咱们。”这位大叔回答，
“对了，那个我侄女看到后给我
打电话了，6月 12日的报纸专门
给我留了几份做纪念。”

结束后才流传的

感人故事

6月 14 日下午 3点多，近千
名重庆市民红歌队成员踏上了

回程的列车。跟手里沉甸甸的北
京特产一样，他们脸上的微笑也
在表达着他们内心的收获。

而在队员们返回的同时，几
个关于重庆群众参加进京演出
的感人故事也在微博和当地报
纸上广泛流传。

其中，最感人的就是失去母
亲的 69 岁老人易如国和发高烧
也要上台演出的 10 岁小学生李
沁怡。

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 69
岁的易如国，是北碚缙云之声合
唱团的团员。不幸的是，在进京
巡演前几天，易如国 90 多岁的
老母亲患病去世。
8日早上，易如国刚刚将母亲

的遗体送上灵车，就立马赶往火车
站与大部队会合，踏上了进京演出
的征途。因为“这次演出，我代表的
是重庆三千万人民。如果在这时请
假，整个团队肯定会受到影响，从
大局出发，我不能拖后腿”。
易如国说，母亲去世前，曾反

复叮嘱他：“娃儿，能够去北京唱红
歌是全家人的骄傲，如果我走了，
你也一定要去，一定要唱得漂亮，
把歌声献给首都人民，也献给我。”

15 日上午，重庆北火车站，
当进京演出的部分群众带着喜
悦和胜利的表情走下火车时，易
如国却流下了眼泪。

而另一位感动了大家的是
10岁的小学生李沁怡。

到北京演出第一天，人和街
小学 10 岁的李沁怡同学发烧到
39℃，但她坚持参加演出，老师
打电话和她父母商量，父母也觉
得孩子参加这样的演出不容易，
尽量不要缺席，最后，小沁怡还
是带病坚持了演出。

巡演结束后，易如国和小沁
怡分别被当地媒体赞为“境界最
高”和“感动最深”。

而被赞为“改变最大”的，是
四川外语学院大四学生张毓翔，
他“为演出学 8 国语言诵读《共
产党宣言》”。

张毓翔说，他考上了西南大
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专业的研究生。而“这和
‘唱读讲传’很有关系……我想
更深一步去研究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不出意外，这将是我一辈
子的领域”。

重庆红歌队如期返回，可红
歌却在北京升温。

北京安定桥附近一家演出
服装租赁店明显感觉最近生意
变得好起来。6 月 15 日中午，店
员们正忙着为顾客下单。虽然有
着近 2000 套演出服装的库存，
但在快速膨胀的市场需求面前，
店方还是感觉到了服装吃紧。

而在七一即将来临之际，多
位供职于北京各级机关单位的朋
友说，“我们也在筹备唱红歌。”

本月 28 日，第二届中华红
歌会将在重庆启幕，届时，这 14
支队伍中的一些人还要继续参
演。他们中间，会有众多如易如
国、李沁怡、张毓翔这样痴爱红
歌的人。

他们的红歌之旅，依旧在路
上。

重庆红歌
进京记

6 月 11 日，在
北京民族文化宫，重
庆红歌队的群众演
员在激情表演。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