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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年袁能坐在宽敞的剧院里袁观
一场音乐剧演出袁实属难得遥 剧名叶闪闪
的红星曳袁细细回味袁觉得午夜也成了一
个明亮的时刻遥

剧的底本源自当代作家李心田的小
说叶闪闪的红星曳袁是一部生命力极强的
作品袁也是 80 后童年时代里一场无法略
过的电影记忆遥 小说 叶闪闪的红星曳自
1972 年出版后袁几经改编成影视尧戏剧袁
被托举到一个光芒四射的高度遥 野共和国
摇篮冶瑞金市为庆祝建党百年尧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成立 90 周年袁倾情打造了这部
大型原创音乐剧叶闪闪的红星曳袁以召野红
星冶回家之意袁凝聚力量袁开启新时代野红
星冶照我去奋斗的新篇章遥

史诗化的野星火冶庚续袁艺术呈现精
神的引领和信念的温度遥 既要保持原
著的本色袁 男女老少皆可感知的叙事
角度和力度袁又要融入青春味尧瑞金味
和教育观遥 人物选取怎样的造型袁以什
么元素来演袁 才能让经典作品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光彩袁 是非常考
验编剧的遥

编剧和导演最终没让人失望袁 改编
后的剧本演出精彩袁 红色故都瑞金气质
代入感超强遥 在这共和国成长的地方袁
野红星冶回家的召唤袁有力地促进了原著
的意蕴延伸遥 故事讲述了红军长征前后袁
中央苏区红军家属潘冬子由红军父亲潘
行义留下的一颗五角红星袁 点亮理想的
火种袁成为一个意志坚定尧敢于担当的追
光者遥10 月 28 日叶闪闪的红星曳在北京首
演成功袁旋即回到瑞金巡演袁引起不小震
动遥

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野红星冶回家
之旅袁 该剧之所以能引发群情鼎沸之
效袁莫过于剧本真实地再现了苏区时期
的瑞金野红星冶闪耀的情形遥 潘冬子是
野党的孩子冶袁瑞金是野共和国摇篮冶袁这
两者之间的无缝接轨袁无疑是一个巨大
的隐喻遥这个隐喻连通了三个精神层面

的东西曰爱袁理想袁故园遥 此是人生存之
根本袁不可或缺的部分遥即便世界暗淡袁
它们也将与你温暖相随袁 向你报之以
光遥

爱和独立的表达遥 剧中潘冬子的母
亲李明月是柔情与刚强集于一身的智慧
女性袁她深爱丈夫和儿子遥 在最为严酷
的斗争环境中袁 李明月作为一名红军
战士的家属袁 身体力行号召村民送粮
送盐袁 将红色的信念潜移默化到儿子
身上遥 面对邪恶势力疯狂打击袁她无所
畏惧舍生取义遥 作为一名勤劳普通的
农村妇女袁 李明月身上那种对革命的
洞明和彻悟袁 誓死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勇气和决心袁 令人刮目相看肃然起
敬遥李明月在剧中唱道院野好男儿袁舍命
拼得一抹红袁我等你回来做我的英雄曰
如果你的血洒在山的那头袁 我愿做你
的映山红噎噎冶 丈夫参军打仗生死未
卜袁 萦绕在心头上是那扯不尽的相思
和深情袁 却早已做好丈夫在前线牺牲
的准备遥 李明月用自己的柔情和行动
支持着党和红军袁 也影响着村子里的
其他女性和孩子遥 她的艺术形象使人
联想到苏区时期千千万万无私无畏的
革命女性遥 她们白天到地里干活袁为前
方储盐备粮曰 夜晚在灯下缝补尧 打草
鞋尧教育孩子遥

关于爱的守望袁 故事的版本不胜枚
举袁 诸如武阳桥上那年的离别袁 陈发姑
与丈夫朱吉薰泪眼相送袁 一个不挽留袁
一个不回首遥风雨沧桑袁苦苦守候 75 年袁
成了生命的绝唱遥 出征战士的身后袁也
许总有这样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遥 在宏
大的历史叙事中袁 这些女人仅以微小的
截面映射出苏区革命的红星之光遥

剧中配以经典赣风老歌 叶映山红曳袁
在瑞金叶坪尧日东尧武阳尧大柏地袁红军所
到之处袁无一处不见映山红遥 在腊月寒冬
里袁是爱的信念支撑着她们袁深情守候袁
继而对革命必胜充满信心遥

剧中李明月带领村妇们在打鞋里传
唱袁我想袁当年苏区瑞金守候丈夫回家的
妇女也是这是样传唱的遥 当敌人点火烧
树袁李明月壮烈牺牲袁这首深情的歌曲再
次唱响遥 母亲李明月被熊熊烈火焚烧袁潘
冬子的心底燃起复仇的火焰遥 李明月是
一个独立亮烈的女性袁她的死袁如映山红
般照耀着冬子今后的革命道路袁 更坚定
了他跟党走的决心遥

瑞金是党领导妇女运动和发展妇女
事业的发祥地袁 从剧中潘冬子母亲李明
月的身上袁我们看到女性的进步与独立袁
更看到一颗红五星的孕育和发力遥

在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
地的情况下袁 潘行义随部队转移袁 临行
前袁他给潘冬子留下了一颗五角红星遥 这
不仅仅是父爱的一种表达和期望袁 更预
示着革命的火种生生不息遥 父母的爱和
坚定的信念影响着潘冬子的成长袁 他们
点亮了潘冬子心里理想的火种袁 让潘冬
子成为一个野追着光的人冶遥 这是冬子的
幸运遥

相比之下袁 地主恶霸家庭里长大的
孩子胡汉三之所以心狠手辣袁 与他自小
生长的环境尧家庭的教育有关遥 剧中胡汉
三的造型袁较之以前的影视造型具有野颠
覆性冶遥 偏分长发遮脸的造型袁邪恶的眼
睛袁一袭黑袍袁孤魅似的落寞与不羁遥 他
一出场袁乌烟瘴气和暗淡的灯光效果袁更
折射了他无情无义尧精致利己的性格遥 显
然袁这是一个缺少爱与温暖的人袁贪婪无
耻的劣绅家庭是他的原罪遥

理想信念是人精神的核心遥 理想之
光袁是这部剧作的立意点袁剧本以多角度
的表演重回历史袁 真实地反映了正确坚
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领导红军必然取
得胜利的真理遥 潘冬子的理想是父母的
爱浇灌出来的袁 父母用自己的革命理想
点亮潘冬子的理想遥 父亲的五角星帽
徽袁 母亲的柔情与坚贞袁 对冬子的成长
起着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遥 一颗 野闪闪的

红星冶 不仅仅是红军的标志物袁
更被赋予了精神的力量要要要理
想信念遥

剧终之时袁冬子如愿以偿地
穿上军装袁戴上了红五星闪闪发
光的军帽遥 一个潘冬子袁诠释了
在中国共产人的领导下袁无数有
志青年的理想和信念袁在时代的
天空之下永放光芒遥 正如剧中所
唱院野用你的眼睛袁去点亮一颗星
噎噎用你的双手去捂热一颗心
噎噎冶歌词清新袁带给人心灵上
的感动和力量遥

用理想去点亮理想袁是友谊
的另一种力量遥 米店老板的女
儿袁潘冬子儿时的玩伴袁无一不
在红五星之光的照耀之下袁从懵
懂到无畏袁从无知到智慧袁这是
一种理想的觉醒遥 他们在米店中
与反动势力斗智斗勇袁从初期的
巧妙运盐袁 到后来打探机要情
报袁助力红军队伍一举歼敌遥 顽
固不化尧唯利是图的米店夫妇与
胡汉三尧国民党周旋时的嘴面丑
恶至极袁令人欣慰的是袁他们的
女儿思想开明尧大义灭亲袁其形
象鲜明袁个性突出袁大概是苏区
时期中间势力苏醒的象征遥 她生
于优渥的地主家庭袁却心地纯良
关爱弱小袁 对朋友真诚仗义袁对

敌人的凶残尧狡诈袁对父母屈于恶势力的
行为深恶痛绝遥 最后袁她在冬子的影响下
成长起来袁脱离了地主家庭袁相信中国共
产党袁自觉躬行为党奉献力量遥 她的改变
是彻底的袁 为冲破黑暗旧世界实现革命
胜利注入了青春能量遥 这是一种精神的
照彻遥 同时袁也让青少年观众更为深刻地
了解了历史袁 感受到了闪闪红星的辐射
力遥

故园之梦的守望遥心怀桑梓袁童年之
乐袁亲情之根袁家国之思袁是人一生拼尽
力气想去保护的东西遥 剧中很多情节展
现出优美的赣南田园风情袁冬子与伙伴
在旷野的游戏袁乡人淳朴的笑容袁沿着
二十四节气袁一路奔跑走向更广阔的天
地遥 山水人情相映成趣袁剪水为衣袁搏山
为钵袁 孩子的天真在那一刻袒露无遗遥
那样美好的家园却不能长久居住袁战火
的焚烧袁 让孩子失去了童年的快乐袁也
让更多的人们背井离乡尧饥苦度日袁甚至
丧命遥

苏区时期的瑞金红色建政袁 百废待
兴袁正当村民们对苏维埃政府充满信心袁
对幸福生活充满希望的时候袁 却遭到劣
绅土霸胡汉三和白色恐怖的疯狂袭击遥
最终袁人们团结一心奋起反抗袁为保卫家
乡参加革命遥 剧中袁全景式的乡村风情袁
为战斗的高潮和胜利酝酿了情绪袁 为解
放军英勇无畏的拼杀铺就了一层情感底
色遥 为了换来家园的安宁和幸福袁瑞金袁
一个曾有 24 万人口的县城袁11.3 万人参
军尧 参战袁5 万余人为革命捐躯遥 长征出
发袁又带走这个县城的半数人口遥 这在全
国乃至世界袁也是绝无仅有的遥 而剩余力
量中孩子和妇女袁也敢于担当袁支援游击
队尧保护伤残红军遥 这是闪闪的红星在照
耀中国遥

历史在剧中停驻袁野红星冶回家袁感动
着每一个朝圣者的心灵遥 我向那颗高高
升起的野红星冶致以敬意袁星光霎时透入
我心袁诚挚而明亮遥

推动图书价格立法
制止恶性“价格战”

近日袁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叶出版业野十四五冶时期发展规
划曳渊以下简称叶规划曳冤袁提及推动制定相关法规规章的计划袁其中
包括业内人士已提出多年的野图书价格立法冶遥

叶规划曳在野规范网上网下出版秩序冶部分提出院严格规范出版
单位与民营机构合作袁严肃查处野买卖书号冶行为遥加强出版物价格
监督管理袁推动图书价格立法袁有效制止网上网下出版物销售恶性
野价格战冶袁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遥进一步压实网上出版有关单
位和平台的主体责任袁强化分级分类管理袁改进创新内容监管方式
手段袁加大网络游戏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袁对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
问题和乱象重拳整治袁更好优化网上出版生态遥

在 2020 年全国两会上袁全国政协委员谭跃尧潘凯雄尧于殿利联
合提出叶关于立法规范图书零售价格竞争的提案曳袁其中指出要要要
早在 2010 年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尧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和中国
新华书店协会联合发布了国内图书出版业行业规范 叶图书公平交
易规则曳袁以期对图书零售中的折扣乱象进行必要规范袁其中明确
规定野新书进入零售市场一年内不得低于 8.5 折销售冶遥 然而这部
被称为野图书禁折令冶的野规则冶推出不久袁即因野三家发布单位不具
备有关资质冶野涉嫌违反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曳冶等理由而夭
折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2021 年 9 月 27 日袁 网红主播刘媛媛开启了亿
元专场直播袁号称野喊来了中国出版社的半壁江山冶袁并在预告中标
明准备了 50 万册破价到 10 元以下的书以及 10 万册 1 元的书遥 据
统计袁上半场刘媛媛直播间共计上架 124 个图书文娱类商品袁其中
直播间售价 10 元以下的产品共有 58 个袁占比接近 50%遥

刘媛媛的这场直播随即引来图书出版行业人士的担忧和质
疑袁称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袁无疑是在劣币驱逐良币袁严重扰乱了
图书出版行业的经营发展秩序遥 10 元乃至 1 元一本的图书袁出版
社的利润从何而来钥

据业内人士介绍袁对于直播来说袁成本包含了图书本身的版权
与印制成本尧物流的成本尧主播的佣金分成尧客服人力的支出等等袁
无论怎么算袁 都很难算出 10 元以下的正版图书如何拥有利润空
间袁更遑论 1 元图书了袁哪怕是去库存也需要付出一单 3 元到 5 元
的物流成本遥

倘若野图书价格立法冶能顺利落地袁书价的定位也就有法可依遥
创作者尧出版商尧实体书店则多了道保护屏障袁可以精心打磨作品袁
有助于图书出版市场尧文化产业更加规范地发展遥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袁全民阅读的潮流也会更为普及遥 张恩杰

在美妙的音乐中
迎接 2022 年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尧 广东省人民政府尧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尧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主办的 叶扬帆远航大湾区要要要2022
新年音乐会曳1 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遥

音乐会以融合为基点袁让多种元素在碰撞尧互融中尽显大湾区
的壮美遥通过野城窑相通冶野海窑相融冶野人窑相亲冶野桥窑相连冶四个篇章袁
全方位呈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一盘棋尧 同根同源齐追梦的时
代画卷遥

野竞先组曲冶野大海组曲冶野家国组曲冶作为大湾区新年音乐会的
创意设计袁通过相同曲目不同演奏方式的对话袁不同曲目交换呈现
形态袁以及音乐与动效的融合交织袁营造出多样的艺术氛围遥

野大海组曲冶中将叶七子之歌曳叶东方之珠曳和叶大海啊故乡曳结合
在一起袁不同的歌曲共通的情怀袁相映生辉袁激荡起浓烈的思乡之
情遥 国乐与交响乐碰撞的野竞先组曲冶袁以叶野蜂飞舞曳叶赛马曳的野快
节奏冶为融合点袁先是通过多乐器展示尧指速竞演尧中西音乐交换演
绎的层层递进袁展现出大湾区野敢为人先冶的精神特质袁收尾曲叶沧
海一声笑曳海纳百川袁体现出了大湾区野中西交融尧古今交融冶的气
韵遥 野渔光幻想曲冶以叶渔光曲曳叶大鱼曳在珠海尧澳门两处外景的联动
演奏袁珠海灯塔与澳门灯塔遥相呼应尧共叙深情遥

大湾区新年音乐会由来自香港尧 澳门和内地的四十多名文艺
界人士共同演绎袁包括著名指挥家尧小提琴演奏家尧钢琴演奏家尧民
乐演奏家尧粤剧名家尧男高音歌唱家尧流行歌手等袁他们以不同的组
合形式演绎经典作品袁带来全新视听享受遥

一位海外华人表示院野如今身在海外袁 又一次被浓浓的家乡气
息打动袁仿佛感受到当年改革中那份耶沧海一声笑爷的豪情尧彩云追
月般的工作热情和向往祖国兴旺的盼望之情遥 这台音乐会让我再
一次感受到大湾区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象征袁 像当年深圳作为
改革的先行区一样袁晚会让我们看见中国发展欣欣向荣的前景遥 冶
他的话说出了不少海外游子的心声遥

据悉袁野总台启航 2022 迎新年特别节目冶等相关的多个话题登
上全网各大热搜榜单遥 网友表示院野温暖有爱袁 每个日子都闪闪发
光冶遥 李蕾

由叶诗刊曳社主编的诗集叶初心尧红旗与
新征程要要要新时代优秀诗歌作品选曳渊南方
出版社 2021 年 10 月出版冤袁 以诗歌书写中
国社会百年来的巨变袁 有现实与历史的交
响袁也有梦想与荣光的抒怀袁更是初心尧奋
斗与辉煌历程在当代诗人心中的回声遥 诗
人们紧扣时代袁书写当代体验和现实情感袁
对百年来中华儿女创造的奇迹进行了生动
再现遥

情感是诗歌的根本袁 也是诗歌表现力
和感染力所在遥 这部诗集所选的诗歌在精
微细腻的表达中袁 充满着为国为民的家国
情怀遥 林莉的叶祝你平安曳再现了新冠肺炎
疫情下袁 中国人相互之间的真诚祝愿与善
意援手遥 野请向一辆蓝色大货车说院祝你平
安/今夜袁它装着十万只口罩/跟随着两个忐
忑不安的卡车司机/从一个省穿过另一个
省/从一个故乡抵达另一个故乡噎噎冶 语言
平实袁情感真挚感人遥 刘笑伟的叶坐上高铁袁
去看青春的中国曳袁通过描写诗人乘坐高铁
旅行的体验袁 表达他对时代巨变的感动之
情和自豪之情遥 陈勇的叶大道阳关曳书写阳

关的壮阔历史袁 百年来丝路成了经济繁荣
的象征尧 世界大同的梦想院野第一个百年的
山峦上袁 雨后阳光搭起了彩虹/那些可爱的
目标袁梦中的现实袁一下贴近了袁贴在脸上袁
像热血一样滚烫而豪迈遥 冶

中国人善良朴素的天性在时代激流中
不断涌现袁 新时代唤起的家国情怀通过诗
歌传达出来遥 弋吾的叶阳关坐在麦穗上曳将
儿子对父亲的情感与农民对土地的情感联
系起来袁野从来没有外露的锋芒袁 从来不会
主动攻击袁任何事物/像粮食一样奉献/我和
父亲一起收取黄金的秋天袁 黄金的梦想冶遥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工业社会袁 诗人再次强
调农耕文明留给中国人的朴素渴望与无私
奉献的情怀遥

这部诗集收录的不少作品袁 不仅表达
了新时代诗人的感情袁也对百年间发生的故
事进行了诗化叙述遥 诗人要讲好中国故事袁
就是要唤起不同年龄尧不同地域的中国人共
同的记忆与梦想遥 这部诗集选录了几首与
野枣园冶有关的诗歌遥 枣园的意象袁指代毛泽
东在枣园窑洞中写就叶论持久战曳等重要文

献遥 从今天看袁这对百年历史产生了重要影
响遥其中郝随穗的叶枣园有老枣树开花曳是这
样写的院野春天里袁 大地的忧伤/开成碎小的
繁花袁 枝头/在高昂中压低来自夜间的雨夹
雪/清晨袁小小的绽放袁园子里最夺目的/风
景高于风雪交加噎噎冶 诗人以写景的方式袁
通过枣花的意象烘托出这一伟大的事件遥

随着改革开放大潮袁 一座座现代都市
日新月异袁社会主义新农村面貌一新遥 诗人
们将这些故事融入诗行遥 赵之逵的组诗叶扶
贫院春天的路线曳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袁表
现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袁社会发生的巨变遥
他在叶晨辉曳中写道袁野青花被层层剥开袁同
时被剥开的/还有农民一年一季翠绿色的耕
耘冶遥 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场机械的运动袁其
中也包含着当代人的希望与情感遥 李木马
的叶高铁袁大地乐谱曳将飞速发展的中国高
铁比作山川大地上的乐章袁野在百年之前袁
在曲折踯躅中/跨越一道道关口尧 险隘和屏
障冶袁正如整个国家的征程袁在艰难困苦中
不断奋斗尧走向光明遥

中国历来有诗教文明的传统遥 诗歌为

人民而作袁也承担着教化人心尧春风化雨的
社会功能遥 这部诗集收录大量具有教育意
义的诗歌袁 传统的诗教文化在现代大放异
彩遥 王自亮的叶长江九章曳袁将百年中国历史
与滔滔长江的风光巧妙结合袁 从长江源头
起袁从都江堰到武汉三镇袁历史尧地理尧风
物尧人情袁尽在诗中遥 胡丘陵的叶历程曳是一
篇生动的党史教程袁 从安源路工人罢工运
动袁 到南昌起义 野扣动了革命第一枪的扳
机冶袁到井冈山野松涛呼吸高扬的红旗/草鞋袁
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冶袁到百团大战野共产
党袁用土枪土炮袁打开了/通往黎明的缺口冶袁
再到延安 野每个青年/都是一部曲折的传
奇冶遥 读者的情绪跟随着诗行涌动袁百年历
史已在胸中遥 宁明的叶致敬袁大国重器曳组
诗袁以高昂的姿态尧自豪的情怀袁细数国之
重器袁既是国家重器科技成果的科普袁也是
一部新中国科技发展简史遥

读叶初心尧红旗与新征程曳这部诗集袁让
我再度认识到袁好的诗作总是贴近现实尧贴
近时代的袁抒发人民的情感袁谱写中国人的
现实故事遥

在诗行中聆听时代的足音
要要要评诗集叶初心尧红旗与新征程曳

阴廖亦奇

书评

“红星”回家，
读懂《闪闪的红星》里的瑞金味

阴沐墨渊思源实验学校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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