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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解放军军乐团的原演奏员
和指挥，于海几乎亲历、见证、参与
了 40 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
次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于海说，1970 年他就参与了
天安门广场的阅兵仪式。1984 年天

安门广场阅兵时，北大的队伍经过
天安门广场，举起了“小平你好”的
横幅，给在场的所有人带来了深深
的震撼。于海当时站在天安门广场
前排、高处、中间的指挥台上，见证
了这一历史时刻。他说，印象最深的

是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
当时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第一次担任
千人军乐团总指挥，面对着天安门
广 场 上 庞 大 的 群 众 队 伍 ， 以 及
1000 多名乐队队员和合唱队员，
他当时还有些紧张。当中央领导同

志宣布“全体肃立，唱国歌”的一
刹那，他挥舞着手臂，带领着乐队
队员、合唱队队员和在场的数万观
众，在全国人民面前奏唱国歌，心
中无比自豪。于海说，几十年来，
他从一次次阅兵队伍中看到了国家
的强大、军队的强大。

于海叙述了一件事情：2011
年利比亚撤侨时，有 1000 多名中
国人没有护照想出关，被利比亚边

防人员拦住。边防司令说：“怎么
能确定你们是中国人呢？”正在大
家一筹莫展时，队伍中有一位工人
模样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接着，中国同
胞排列成一个个方队，高唱着国歌
阔步向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
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
的长城……”在场的人都被镇住
了，1000多名滞留同胞顺利出关。

见证历史时刻

最熟悉的国歌，你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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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现任中国

音乐家协会管乐学会

主席、中国音乐家协

会理事、中国交响乐

基金会理事，国家一

级指挥。曾任中国人

民 解 放 军 军 乐 团 团

长，被称为“指挥演奏

国歌次数最多的人”。

“我们平时听到的国歌可能是
不同版本的国歌”“很长一段时间
内我们的国歌只有歌曲，没有歌
词”“国外重要外交场合偶尔奏错
我们的国歌”……不久前，于海在
宁波图书馆讲述国歌背后的故事。

于海说，国歌是表现一个国家
精神的歌曲，能够代表一个国家政
府和人民的意志；国歌可以团结凝
聚力量，呼唤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国
情怀；国歌是主权国家的声音标
志，是国家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
国家文化的结晶与历史的见证。众

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
《义勇军进行曲》，全篇 84 个字，
37 小节，奏唱时长 46 秒，用的是
中国民族音调的五声音阶“哆、
来、咪、索、拉”，只用了一个

“西”来过渡。
于海说，毫无疑问，《义勇军

进行曲》 是全国人民最熟悉的歌
曲，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并不
了解国歌的曲折历史。于海介绍，

《义勇军进行曲》 创作于 1935 年，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是电影

《风云儿女》 的主题曲。当时正值

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义勇军进行
曲》 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走上战
场，抗击日本侵略。鲜为人知的
是，1936 年 10 月 21 日，在鲁迅追
悼大会上出现过千人齐唱《义勇军
进行曲》的场景。在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义勇军进行曲》 点燃了
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强
烈愤慨和反抗精神，体现了伟大的
中华民族在外辱面前勇敢、坚强、
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英雄气概。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向全
国征集国歌，700 多首歌曲成为候

选国歌。在广泛征求意见时，梁思
成等人建议将《义勇军进行曲》作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 9
月 25 日，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
等召开座谈会，一锤定音将《义勇
军进行曲》定为国歌。从此《义勇
军进行曲》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茁壮成长。但在“文革”期间，田

汉被打倒，他创作的国歌歌词被
禁，因此国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只有歌曲没有歌词。1978 年，国
家向全社会征集国歌歌词。但这
次征集的国歌歌词只用了 4 年，
终因争议太大而放弃，重新使用
田汉创作的国歌歌词，并沿用至
今。

国歌发展历程

于海还研究过 100多个国家的
国歌。历史最悠久的国歌是荷兰的

《威廉凡那叟》，1568 年开始使用至
今。流传最广的国歌是英国的《天佑

女王》。于海认为，不同国家的不同
精神追求都在国歌中有所体现。例
如阿拉伯国家的国歌节奏大多比较
平缓；英国国歌并不是振奋人心的

进行曲，也不是战歌，而是祝愿国
王或女王健康、长寿、富足的祷辞。
很多国家的国歌与该国的著名历
史事件有关，国歌就是依托于该历

史事件而形成的影响一个国家的
歌曲，比如法国国歌《马赛曲》展现
了法国人在大革命时期的英雄主
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世界国歌趣事

于海说，随着国歌传播范围越
来越广，使用国歌时也出现了许多
乱象。于海心里非常着急，他利用担

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便利”，为国歌
立法不遗余力地呼吁。1996 年，他
在《人民日报》发表《使用正确的国

歌版本刻不容缓》一文，呼吁社会各
界关注国歌的正确使用问题，在社会
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但是国歌正确

使用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于海说，
国歌具有崇高的地位，应当受到法
律的保护，他提出了为国歌立法的
提案。在他为国歌立法奔走呼吁的
十年间，有人质疑国歌立法的必要
性、可行性。他用了四年的时间，
搜集整理了几十个版本的国歌，先

后进行了数十次的修订，确定了国
歌最终版本的曲谱，并自费录制了
国歌标准版本。这些举措也得到了
诸多文艺界工作者的支持和鼓励。
最终，他的提案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
注和认可。2017年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施行。

推动国歌立法

宋代，文人画的“黄金时期”

陆敏珍，浙江大

学历史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美国哈佛大

学、德国基尔大学访

问学者，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访问教授。主

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

究，已出版专著与译

著多部，并在 《历史

研究》 等中外刊物上

发表论文多篇。承担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

题、教育部哲学社会

科学课题、浙江省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多项。

纵观中国文人画的历史可以发
现，它发端于两晋，以顾恺之为代
表；唐代，王维的笔下就有了文人
画的特色；五代之际，有两个非常
有名的人物，一个是董源，一个是
巨然，他们的创作为后来的文人画
提供了非常直接的艺术规范；及至
宋代，出现了文同、苏轼、米芾等
重要的文人画代表性人物；元代是
文人画的鼎盛时期，代表人物有赵
孟頫、柯九思、钱选等；明代文人
画上升至画坛主导地位，当时有王
履、周臣、文徵明、沈周等众多代
表性画家；至清代，文人画依旧
蓬勃发展。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陆
敏珍说：“这是关于文人画发展历
史的比较常见的表述，当然还有其
他的说法。但毫无疑问，宋代是文
人画理论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

最早明确提出“文人画”三字
的是明代画家董其昌。但在这之
前，还有一个称呼叫“士人画”，
它的提出者是宋代的苏轼。苏轼的
文学、书法、绘画造诣都非常高，
在绘画方面，他特别擅长画墨竹、
怪石等。“士人画”这个术语的提

出，使苏轼周围凝聚起了一批相关
的实践者，也让这群人对自己所创
作的艺术产生了一种强烈认同感。

什么是文人画？学界已经有相
当多的定义，陆敏珍列举了其中影
响较大的几个。

陈衡恪 （又名陈师曾） 在《中
国文人画之研究》 中提出，“何谓
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
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
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
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

滕 固 写 了 一 本 《唐 宋 绘 画
史》，对文人画下了一个非常宽泛
的定义：士大夫作者从画工中分别
出来；不以画为画，而为士大夫的
余兴或消遣；从画的体制看，士大
夫作者别于院体作者。

美国学者高居翰在其各种著作
中多次提到中国文人画，他在其中
一本《隔江山色：元代绘画》中指
出：文人画在表现手法上，初学乍
练，带点笨拙；通常是水墨画；物象
外表的真实感通常不具有说服力。

陆敏珍说：“要了解文人画，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院体画。众所周

知，宋代设有专门的机构叫画院，
宋代山水画和花鸟画成就非常突
出。”

如北宋郭思编述其父郭熙的创
作经验和艺术见解而成《林泉高致
集》 一书，其中写道：“看此画令
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
景外意也。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
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
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看此画令
人起此心，如将真即其处，此画之
意外妙也。”在郭思看来，山水画
的价值在于使观者如身临其境。

而 11 世纪的花鸟画，已非常
重视画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如著名
的 《梅竹聚禽》 图，表面看似凌
乱，实际上却非常有层次感，群鸟
各自栖息在枝头，细节精妙无比，
每个独立的元素都很真实。

画画是为了什么？在文人画之
前，人们追求的是“画得像，让人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苏轼等人却
提出了跟这一理论截然不同的说
法。苏轼在 《又跋汉杰画山》 中
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
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

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
看 数 尺 许 便 卷 。 汉 杰 真 士 人 画
也。”汉杰是苏轼的朋友。此段文
字是说，观士人画就好像看尽了天
下马一样，看的是意。而画工所画
无非是一些鞭策、皮毛、槽枥、草
料，一点都不好看。

究竟什么是文人画？陆敏珍
说：“事实上，关于文人画实在给
不出一个非常贴切的定义，但可以
给出文人画的若干特征。”第一，
就像几位学者定义的那样，文人画
是为了区别画工画 （院体画） 而提
出来的。第二，文人画虽然被当作

一个画派，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它
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北
宋的文人画一开始并没有形成固定
的艺术风格，有些人画山水，有些人
画木竹，有些人画梅兰，有些人喜欢
奇石，还有些人喜欢墨花、墨禽。到
了南宋，梅、兰、竹、菊深受大家喜
爱，以至有了“四君子”的说法。为
什么受欢迎？因为梅兰竹菊跟文学
相关，它们成了具有文化涵义的东
西，备受文人的推崇，因而在文人
画题材上占有独特的地位。陆敏珍
总结说，“文人画有一个动态发展的
过程。”

特征：“取其意气所到”

宋代文人画刚兴起之时，只是
一小部分人的实践，这个群体的中
心人物当然是士人画的提出者苏
轼，此外还有米芾、文同、李公
麟、王诜等人，他们将文人画与院
体画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限，并将
文人画带入“黄金时期”。

其实早在唐代，著名画家阎立
本就以自己是画师而感到羞耻，他
的故事在《新唐书》里有记载。苏
轼在文章中以阎立本的故事为例
子，多次提到一句话，“阎立本始
以文学进身，卒蒙画师之耻。使立
本如子敬之高，其谁敢以画师使
之？使立本如千里之达，其谁能以
画师辱之？”

此外，苏轼为朱象先的画作题
跋时这样评价道：“能文而不求

举，善画而不求售，曰:文以达吾
心,画以适吾意而已。”这是苏轼所
概括的文人画的特征之一，“我画
画，但我不卖”。

文人画不求卖，但可以赠给知
己。苏轼当年曾经赠给米芾一幅画，
按米芾的说法，画是苏轼当场创作
并施赠给他的，后来被王诜借去不
还。米芾也一再强调说，我的画是送
给知音的。跟求画有关的一个著名
例子发生在文同身上。“文与可画
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
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
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韈材。’”

文人作画和专业画师有何不
同？陆敏珍介绍：“专业画师作画
时，要谋篇布局，要遵守某种法
度。如以 《早春图》 出名的郭熙，

绘画时要选一个幽静的地方，要窗
明几净，要焚香左右，而且要凝神
静气，由此才能够动笔。”而文人
作画的时候，“山水古今相师，少
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
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
这是米芾说的。意思是我拿起笔就
开始画了，画了以后，样子相不相
似不打紧，意思相当就可以了。

文人一般在什么情形下作画
呢？陆敏珍说，最典型的一个事件是
苏轼、黄庭坚、秦观、晁无咎等人集
会西园，时人画为 《西园雅集图》，
这幅画毫无疑问是信笔作之。

跟朋友聚会，酒喝到一半，拿
起笔就开始作画了，这在苏轼的生
活中是常态。有一次，苏轼到别人
家做客，饮酒之后，把画画在了白

墙上。主人不但没骂他，反而写了
一首诗谢谢他，还送了一柄古铜
剑。苏轼和诗一首，诗的题目就叫

《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
谢且遗古铜剑》，简直就是对当时
情景的一个白描。除了朋友聚会，
文人还喜欢在临别之际作画。如李
公麟的一个朋友去安徽赴任，他画
了一幅 《阳关图》。有人评价说：

“古人送行赠以言，李君送行兼以
画。”总之，文人作画，多是即兴
挥毫。

苏东坡的竹画非常有名，明人
孙鑛这样评价，“东坡之竹，妙而
不真。”苏轼自己也说过：“论画以
形似，见与儿童邻。”文人画家的理
想不是要让观者产生“亲临山水现
场”的感觉，而是要揭示艺术家的想
法和感受，所以，他们更注重“借形
来寓意”。“妙而不真”，在一定程
度上点出了文人画的创作原则。

文人画家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

是创造了“米点山水”。米芾作画
的时候特别喜欢用墨点来构成山
水，这就是后世所称的“米点”，
这一技法在其子米友仁手上得到了
进一步发展。“米点”看似简单，
但易学难精，以米友仁的 《云山
图》为例，画中的山峰、树木、禾
苗、云雾等，因“米点”尽显朦
胧、空灵之美。

陆敏珍说：“文人画不再局限
于绘画对象本身，强调的是从个人
经历中摆脱出来，去追求事物普遍
的法则。”

苏轼、文同、米芾等一群人在
倡导文人画的时候，是源于对院体
画的不满，他们不会想到，在后来
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文人画在文坛
中慢慢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文人
的文化精神也成为中国绘画的重要
基础。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
国学堂，有删节）

创作：贵在“妙而不真”

米友仁《云山图》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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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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