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于长洪、张云龙、任会斌、安路蒙

金秋九月，神州大地一派丰收景象，祖国山河
洋溢着喜庆气氛。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义
勇军进行曲》无数次响彻大江南北，“起来，不愿做
奴隶的人们……”每当听到熟悉的旋律和激昂的
歌词，每一个中华儿女就会感到无比的自豪。

国歌与国旗、国徽一样，是祖国象征，是民族
之魂。为什么《义勇军进行曲》充满催人奋进的力
量，为什么是“义勇军”的进行曲，聂耳和田汉的创
作灵感又来自哪里？

在与辽宁省交界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
旗南部的群山丘陵中，坐落着一个偏僻的小
镇——— 四家子，这里莲花山静静伫立，小凌河蜿蜒
而过。86 年前，就在侵华日军步步进逼的炮声中，
伟大的人民作曲家聂耳在这里参与了一次前线慰
问，不仅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也牵出与国
歌的一段往事。

聂耳到抗日前线慰问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
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很快沦陷。民族危亡
之际，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抗日宣言，东北各阶
层、广大爱国民众不甘屈辱，各地纷纷自愿组成抗
日铁血军、抗日救国军、抗日自卫军、大刀会、红枪
会等，抗日烽火连绵不绝。但由于各自为战，一直
未形成有效的抗击。

在共产党的参与下，1931 年 9 月 27 日由高崇
民、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卢广绩等在北平组成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1 年 11 月底，朱庆澜
在上海成立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后在北平改称
为“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救国会”和“后援
会”两个机构合署办公，“后援会”主要募集抗日资
金，“救国会”指导军事训练和对日作战，在两会的
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由朱庆澜
担任总司令。此后，东北各路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
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把分散的义勇军部队进行整
编，组建成统一的战斗序列部队和统一番号。

义勇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一年内总人数发
展到 30 万人，东北大地到处响起了义勇军抗日的
枪声和马蹄声。但由于武器装备差，作战素质低，
在日军的各个击破和集中围剿中，义勇军主力被
击溃。1933 年 2 月，日军开始进攻热河，“热河抗
战”和“长城抗战”开始，部分东北义勇军也向热河
边打边撤。

正值严冬季节，东北义勇军缺少弹药、棉衣，
亟需补给。1933 年 2 月，“救国会”和“后援会”的
朱庆澜、杜重远、王化一等人组成慰问团(对外称
考察团)，筹集大量物资，从上海出发赴东北热河
慰问。朱庆澜、杜重远都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杜重
远、王化一与高崇民、阎宝航等并称为“东北抗日
七杰”，杜重远后来受周恩来指派到新疆工作，被
军阀盛世才杀害；王化一是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
的中共党员，后任国务院参事。慰问团还组建了一
支“前敌摄影队”，由爱国热血青年张慧冲和弟弟
张惠民负责拍摄。

慰问团组建时，杜重远动员了当时在上海“左
翼戏剧家联盟”、年仅 21 岁的聂耳参加。聂耳
1930 年从云南来到上海后，先后进入“明月歌舞
剧社”、联华影业公司工作，1933 年 1 月，聂耳由
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此次慰问，聂耳十分
期待，他在 1 月 31 日的日记中记载：“我想，此次
若能随这考察团跑一趟，相信可得不少材料。”

2 月 26 日上午 10时许，聂耳跟随朱庆澜、杜
重远、王化一和张慧冲等百余人乘 6 辆卡车，携带
枪械弹药、棉服等慰问品到达四家子。此时，义勇
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一、二、三营也刚从敖汉
贝子府、下洼等地来此集结，带队的旅长正是共产
党员白乙化，后来他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
团长，开辟了丰(丰宁)、滦(滦平)、密(密云)抗日
根据地，1941 年在一次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由
于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亲到现场，因此慰问前先
进行了部队检阅。

今年 96 岁的四家子镇八家村老人冯阁清，对
86 年前的那次检阅慰问活动至今印象深刻。他回
忆说，那天刚吃完早饭，河边来了六七个大家伙，
比大马车多两个轱辘，人们说叫汽车，一车能拉三
十几号人，很多老百姓围着看。“我们上到西河坎
上，坡下的骑兵都排着队唱歌，又过一会，几百号
骑兵开始举着旗，喊着打马奔跑，河滩上尘土飞
扬，那阵势从来没看过。”

这一场景当时被张慧冲等人拍了下来，永久
地保存在纪录片《热河血泪史》中。后来，抗日义勇
军骑兵部队冲锋的画面还被用在电影故事片《聂
耳》中。“影片中骑兵冲锋的镜头，就是 1933 年 2
月慰问团检阅骑兵时拍摄的我们骑兵部队，战士
高举的战旗是我营的战旗，前面那个骑白马的人
就是我。”时任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三营营长刘
凤梧生前回忆说。

聂耳发现《 义勇军誓词歌》

敖汉旗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石柏令是最早关
注聂耳到四家子慰问的研究者之一，聂耳作为国

歌的作曲者、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历史上曾经踏足
敖汉，已经是足够惊喜的成果，更没想到的是，随
着研究不断深入，他发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
创作灵感和素材竟然也与这次慰问直接相关。

让我们再次回到 86 年前的四家子。检阅后开
始慰问，按照一二三营的建制轮流进行，刘凤梧便
指挥正在等待的三营战士唱起部队流传的战歌。

据刘凤梧的儿子、锦州市东北义勇军研究理
事会副会长刘生林转述，嘹亮的歌声吸引了聂耳
的注意，他跟随慰问团联络副官高鹏来到队伍
前。

高鹏指着聂耳对刘凤梧说：“这位是上海爱国
音乐家聂耳同志，他和上海爱国学生来慰问你
们。”聂耳操着南方话说：“大家唱歌的调子是‘满
江红’，用东北话唱的歌词我听不懂。你们唱的是
啥子歌？”

刘凤梧误会了聂耳的话，专门纠正说：“我们
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说着话，他
从兜里掏出一张写有“义勇军誓词歌”歌词的传
单，递给聂耳。

聂耳大声地朗诵：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
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
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
携起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冲！用我们身体筑起
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
啊！前进！向前进！杀！杀！杀！

《义勇军誓词歌》原是抗日义勇军大会上的
“誓词”，士兵加入义勇军前要宣誓，敢抛头颅洒热
血，敢用身体筑起长城的人才能成为义勇军。后来
共产党员王立川将“誓词”填入古曲满江红，教全
军将士学会这首歌，在行军和操练中广泛传唱开
来。

聂耳激动地拿出小提琴，拉起“满江红”的曲
调，刘凤梧指挥战士们随着琴声高唱起来。随后，
聂耳和学生们向战士们分发写有“授你慰问品，收
我东北山河”字样的慰问袋。

石柏令于 2008 年采访到出生在四家子五马
沟村的魏振鹏老人，也印证了这一情景。

魏振鹏生于 1913 年，2008 年时他已经 95
岁。据他回忆，当时刚过农历二月二，第二天有一
队抗日义军(即义勇军)骑兵来到了四家子，集中
在四家子街西南河边的空地上操练，随后来了几
辆汽车，下来百十人，还有一种机器“哗哗响”能把
人像拍下来，后来知道叫摄影机，当时拍了骑兵部
队出操、吹号、唱歌、骑战马奔跑的画面。“后来一
个人还拉着洋琴教围观的学生们唱义军的歌，教
了几遍学生们都不会也就算了。”

慰问快结束时，附近传来日军的炮声。为了慰
问团的安全，白乙化指挥骑兵部队阻击，除张慧冲
兄弟留下来拍摄义勇军的战斗场面，慰问团大部
分人员撤退，离开时聂耳带走了这张《义勇军誓词
歌》传单。

站在当年阻击日军的青沟梁上，虽然已经看
不到战争痕迹，但群山之间，仿佛还回荡着激烈的
枪炮声，以及《义勇军誓词歌》悲壮激昂的旋律。

国歌的创作与诞生

创作一部中国式的马赛曲，一直是聂耳的一
个愿望。1935 年，田汉创作完《风云儿女》的文学
剧本后被捕，后由夏衍完成电影剧本，党支持下的
电通公司完成拍摄。聂耳主动请缨为电影谱曲，只
用两天时间便写出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
日本。在那里，他有感于所见所闻，迅速将歌曲定
稿寄回国。曲谱上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作为

《风云儿女》电影的投资人，朱庆澜又加了“义勇
军”三个字。

影片播出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成为了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1935 年 7 月 17 日，
年仅 23 岁的聂耳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义勇军
进行曲》也成为了他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在上海国歌展示馆中有一段解说词，对聂耳
这样评价：“聂耳的歌曲，来源于他长期观察体验
悲愤的民情和抗日救亡情结凝聚的必然。”那么

《义勇军进行曲》和那首聂耳在四家子慰问抗日前
线义勇军时听到的《义勇军誓词歌》到底有哪些关
联？

刘生林研究后发现，《义勇军誓词歌》与《义勇
军进行曲》歌词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义勇军誓词
歌》的第一句是“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

《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
人们！”两句话用词相似；《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二
句是“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义勇军进行
曲》的第三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两
句话意思相似；《义勇军誓词歌》的第四句是“冒着
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七句
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两句话的用字和意思
相似；《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七句是“用我们身体筑
起长城！”《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二句是“把我们的
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两句话的用字和意思也
相似；《义勇军誓词歌》的最后两句和《义勇军进行
曲》的最后两句都重复使用了“前进！”用词几乎完
全相同；《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五句是“携起手，肩
并肩。”《义勇军进行曲》的第六句是“我们万众一
心。”两句话用词不同，意思相似。“两首歌的歌词
从主题、内容到具体的词句、韵律、格式、用字等方
面都有诸多的相似点，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刘
生林说。

石柏令研究大量文献认为，田汉是聂耳入党
介绍人，期间两人来往密切。田汉的弟弟田洪
1983 年 12 月 15 日在《湖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提到：“《义勇军进行曲》词曲定稿，自始至终，都是
聂耳和田汉一起进行的……”聂耳得到《义勇军誓
词歌》后，回去同田汉进行交流是有可能的，对田

汉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有所影响，
也是顺理成章的。

杜重远的女儿杜毅在给石柏令的回信中写
道：“聂耳在热河四家子慰问义勇军时获得了一
首《义勇军誓词歌》，此歌的词曲与后来的《义勇
军进行曲》多有相近，我们认为田汉、聂耳创作
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受此歌曲影响的，从广义
上说，国歌是从敖汉四家子走出去的，具有依
据。”

王化一三子王兴也认为，“慰问中，聂耳听
到义勇军所唱的《义勇军誓词歌》，很感兴趣，指
挥战士高唱并记录下来，至今在他同田汉创作
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仍可以看到《义勇军誓词
歌》的影子，这正是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的体
现。”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历经“一二·九”运
动学潮，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传
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在全世界传播开来。抗
日战争期间，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听到

《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喜爱，不仅用英语四处
演唱，还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 150
周年大会上用汉语演唱过。

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
国歌。10 月 1 日，盛大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
进行曲》紧随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了”的宣告响彻天安门广场。

2004 年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
《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
《义勇军进行曲》。这也意味着，由田汉作词、聂
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国歌，并被
赋予宪法地位。

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因其诞生的特殊
时代、发挥的特殊作用，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
旋律，谱写出中华儿女“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英
雄史诗，宣示着中华民族的血性与尊严。岁月不
居，但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和不屈斗志不会磨
灭，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始终不改，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中华民族正不断迎来新的
辉煌。

2014 年，四家子镇党委政府立了一块石
碑——— 聂耳慰问义勇军旧址。目前，敖汉旗在此
规划建设一块“国歌广场”，打造红色旅游，传承
民族精神。

站在这片安静祥和的土地上，回溯曾经的
国破家亡，感受艰苦的抗日斗争，愈发体会到新
中国成立 70 年来国家强大，民族兴盛的珍贵和
自豪，体会到爱我中华、奋发进取的责任。当《义
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响起，每个人都充满了
无尽的力量：“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70 年来，
祖国大地山河巨变，
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饮水思源，我们不会
忘记，共和国的旗帜
是红色的，是千千万
万先烈用热血染红
的。“红色”是刻骨铭
心的记忆，是为国为
民的赤诚，是坚定不
移的主义。回望来路，
为了民族复兴、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多少
英烈身陷囹圄不改其
志，多少英烈刑场就
义视死如归。在历史
的天空中，英烈是最
闪亮的星辰，始终指
引前进的方向。

“拼将五尺头颅
血 ，争 得 神 州 遍 地
红。”90 多年前，时任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
军委书记、年仅 29 岁
的傅烈被捕，面对敌
人的残酷刑罚坚贞不
屈、从容就义，留下两
封感人肺腑的“绝笔
书”。感悟泣血的文
字，无尽的缅怀与崇
敬涌上心头。

见字如面，难忘
烈士豪气干云的英雄
品格。谁无父母妻儿，谁不恋青春年华，可傅
烈在信中却说“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
亲不必过于悲伤”。对死亡的淡定与对革命的
坚贞集于一身，壮哉，傅烈！

抱定必死的信念，求取必胜的结果，这是
一位革命者的大气魄、大格局，又何尝不是一
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血性？没有这种
血性，何来红旗漫卷西风？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今天的生活好了，时移世易，但这种敢于
斗争的革命精神不能丢，追求真理的顽强意
志不能少。

“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
底！”这是临刑前傅烈写给妻子的话。即使在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仍然是“奋斗”。决绝
的背后是革命者的“大我情怀”。革命到底，奋
斗到底，傅烈用自己短暂而耀眼的一生践行
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誓言。

梦想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无论干什
么都离不开一股拼到底的劲儿。只有坚定“志
不改、道不变”的信念，保持永久奋斗的传统，
才能干一件成一件。个人如此，我们党干革
命、搞建设、抓改革更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重温烈士遗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以英烈为镜检视初心、抖擞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牢记肩头使命，我们才能在新的奋斗征程
上步履稳健，开创无愧于先辈、无愧于时代的
新奇迹。 (记者余贤红)

新华社南昌 9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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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起，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
成，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中共中央和毛泽
东指出要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酝酿开展
全党整风。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
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
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的讲话为
全党整风作了思想发动。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
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
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群
众、党外人士和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
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
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但在整风过程中，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
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
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
党的领导。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5 月中
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
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全国
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
展起来，直到 1958 年夏基本结束。

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
分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
扩大化，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
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党长期合作的
朋友。许多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期的委
屈、压制和不幸，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
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面拨
乱反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

从“和风细雨”

到“急风暴雨”

新中国峥嵘岁月

聂耳创作国歌的灵感，在这里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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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聂耳像（资料照片）。 ▲图为四家子镇的聂耳慰问纪念牌。 石柏令供图

▲《义勇军誓词歌》的词谱。 石柏令供图 ▲四家子镇南大城村新貌。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将当时周边 300 多名村民驱赶至内蒙古
敖汉旗四家子镇南大城村进行强制性管理。如今南大城村的崭新面貌展现眼前。 新华社资料片

8866 年年前前，，就就在在侵侵华华日日军军步步步步进进逼逼

的的炮炮声声中中，，聂聂耳耳来来到到内内蒙蒙古古敖敖汉汉一一个个

偏偏僻僻小小镇镇————四四家家子子慰慰问问

敖敖汉汉旗旗政政协协文文史史委委员员会会主主任任石石柏柏

令令发发现现，，国国歌歌《《义义勇勇军军进进行行曲曲》》的的创创作作

灵灵感感和和素素材材与与这这次次慰慰问问直直接接相相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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