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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代中国音乐界,“国乐 ”是一个似清似浊的概念,它抑或被视为中国民族器乐,抑或被视为中国传统

音乐。 那么萧友梅又是如何定义 “国乐 ”的ꎿ 其所定义的意义与目的何在ꎿ 其 “国乐 ”思想与中国音乐文化传

统有何联系ꎿ 本文旨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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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友梅,广东香山县 (今中山市 )人,中国 20世纪早期著
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先
驱。他曾先后留学于日本和德国学习西方艺术音乐,1916年
获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春回国,此后便全身心
地投入中国近代音乐发展事业,他是中国第一所独立高等专
业音乐学院———上海 “国立音乐院 ”(1927年建立 )的主要创
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此外,他还是中国近代较早从事专业音乐创作的作曲
家和音乐理论家。萧友梅一生中所发表的 50余篇音乐论文,
大都围绕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展开探讨,其中对 “国乐 ”问题
的关注和研究,体现出他勇于开拓和富于创新的精神。

在汉语词汇中,以 “国 ”字冠名的名词很多,如：“国民 ”、
“国事 ”、“国策 ”、“国宝 ”、“国难 ”……这些普通名词的涵义
几乎均可以望文而生,它们在华语社会中得到广泛应用,在
此毋须冗述。以 “国 ”字冠名的名词在文艺理论界中也非罕
见,如：“国画 ”、“国学 ”、“国语 ”、“国乐 ”……其中一些词的
定义,我们可以在 《辞海 》等多种文化百科知识辞典中查阅
到,如：“国画 ”即中国画；“国学 ”即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国
语 ”即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今习称的普通话等等。然而,什
么是 “国乐 ”ꎿ “国乐 ”的基本涵义又如何ꎿ 笔者仔细查阅了
诸如 《中国音乐辞典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②、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③、《音乐辞典 》④、《辞海 》⑤等几乎所
有权威性辞书,均无对 “国乐 ”一词的解释。显然,学术界对
此词并未做出明确的界定。

尽管如此,在华语音乐界中,“国乐 ”一词仍应用得相当
普遍,这是早在 20世纪上叶便已广泛使用并一直沿用至今的
词汇,虽说其涵义似清似浊,但归纳起来大约如下所示：

“国乐 ”指中国传统器乐。如：我国 20世纪早期出现的
“霄兆国乐团 ”(由孙裕德、李廷松等建立于 1925年、上海 )、
“北京国乐改进社 ”(由刘天华、柯政和等建立于 1927年、北
京 ),以及目前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华人聚居区内
广泛存在的 “……国乐团 ”、“……国乐社 ”等,这些以中国传
统乐器组成的演奏团体,其乐团名称都喜用 “国乐 ”冠之,这
里的 “国乐 ”一词指中国传统器乐。在中国大陆,“国乐 ”一词
时常被约定俗成为 “中国乐器 ”、“民乐 ”、“民族器乐 ”等。

　　一、萧友梅的 “国乐 ”释义
那么,在萧友梅的词汇里,“国乐 ”又是什么含义呢ꎿ 从

《萧友梅全集第一卷 》⑥中所收集的诸多文章中,“国乐 ”、“中
国音乐 ”、“中国国乐 ”、“新国乐 ”、“我们的新音乐 ”等用词多
次出现,并常常在一篇文章中混合使用,文章中这些词的意
义基本相同,其中 “国乐 ”一词使用得最为频繁。从萧友梅文
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 “国乐 ”一词,主要是指 “以西为师 ”
“创造 ”的 “我们的新音乐 ”。在 《复兴国乐我见 》一文中他这
样认为：“能表现现代中国人应有之时代精神、思想与情感
者,便是中国国乐。”文章还针对 “国乐 ”的形式和乐器使用范
畴也做了进一步说明：“不必限定使用何种形式、何种乐器。
音乐家应有使用工具之自由,或用固有乐器,如钟、磬、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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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或用前代由外国流入之笛、三弦、二胡、琵琶；或用现代由
西洋输入之钢琴、提琴,皆无不可 ”。显然,萧友梅所称的 “国
乐 ”,不同于当今俗称的民族乐器、民族器乐或中国传统音乐
等 “国乐 ”。对此,萧友梅进一步强调：乐器只是一种 “工具 ”,
属于形式范畴,它与 “现代中国人应有之精神、思想与情绪 ”
等 “内容 ”相比,则重要性显得微不足道,“国乐与非国乐之
分,应以内容为唯一标准 ”,而并不在意其所使用的究竟是
“中国乐器 ”还是 “外国乐器 ”,“……中国音乐用外来乐器演
出,依然为中国音乐,且因此更发达。而外来之工具因为中
国人所运用,反而被视为中国乐器焉 ”⑦。

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萧友梅则另有名称：“旧乐 ”。 “……
若仅抄袭昔人残余之腔调及乐器,与中国之国运毫无关涉,
则仅可名之为‘旧乐’,不配称为‘国乐’也 ”。文章明确指出
“国乐 ”与 “旧乐 ”的区别：“欲复兴国乐,须先彻底认识国乐之
定义。普通人对于国乐之概念,以为凡用我国旧有之乐器及
技术所表现之旧调,便是国乐,此种观念实属谬误,且足为复
兴国乐之障碍。”萧友梅不仅在理论上阐明 “国乐 ”,而且还把
此种理论迅速付诸于他所领导的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的教
学实践,“编入本院各种课程之中,付诸实施 ”,以达到 “训练
学生,使之明了现代之中国国乐与旧乐之不同,并启发其创
造新国乐 ”的目的⑧。

那么,萧友梅理想中的 “国乐 ”究竟是怎样一种形式呢ꎿ
从他的文章中我们似乎可以大致地领略到,其 “国乐 ”的基本
构想是建立一种音乐 “形式 ”与 “俄国 ”19世纪 “国民乐派 ”类
似、“内容 ”则具有当代中国精神与内涵的 “新音乐 ”⑨。

20世纪 40年代以前,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问题,中
国音乐界一直存在着 3种主要观点：固守传统、全盘西化、中
西合璧。其中,“固守传统 ”派宣称只有中国的 “雅乐 ”才配称
作 “国乐 ”,他们反对以西方音乐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音乐现
状；“全盘西化 ”派则称中国传统音乐及其观念均已过时,主
张加以废除,一切以欧美为标准,试图把中国音乐与西方音
乐 “接轨 ”,鼓吹全盘西化；“中西合璧 ”派则强调要 “以西为
师 ”进行创新,他们既不赞成固守传统,也不赞成全盘西化,
而是强调 “以西为师 ”,吸收西方音乐创作理论和技术对中国
传统音乐加以改造或重建,倡导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创造 “我
们的新音乐 ”。

回顾 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清楚地看
到,在对3种不同学派的比较过程中,中国近现代音乐主流最

终选择了 “中西合璧 ”、“兼收并蓄 ”的发展方向。

　　二、萧友梅的 “国乐 ”目标

(一 )“借鉴西乐 ”、“改造旧乐 ”、“创造国乐 ”
萧友梅在其文章中,常常把西方艺术音乐简称为 “西

乐 ”,并反复强调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应当以借鉴西方
艺术音乐的形式和技术,来改造中国 “旧乐 ”,来 “创造新国
乐 ”。他主张：“盖欲改良旧乐,必先具有一种方案；欲作成此
方案,非借镜于西乐不可。但余并非主张完全效法西乐,不
过学得其法,籍以参考耳。”⑩在提出并阐释 “国乐 ”的 3个因
素 (即 “内容 ”“形式 ”和 “演奏技术 ”)时,强调 “内容是否中国
最为重要 ”；“国乐 ”与否,并不在于其 “形式 ”或 “演奏技术 ”
等 “国乐 ”之表象,而在于其 “内容 ”或 “思想 ”是否具有 “时代
精神 ”〇１１。萧友梅在 《复兴国乐我见 》一文中,以胡琴、扬琴、琵
琶、三弦、笛、唢呐等古代外国乐器被引进中国后,已经为当
代中国人所尽知的民族乐器的事实为例,说明了广泛的国际
音乐文化交流,是中国民族乐器和民族器乐不断更新与发展
根源,表明中国传统音乐形态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
着。事实上,中国历代的 “传统音乐 ”形态从未被人为地固化
成某种恒定 “模式 ”,传统永远是与时俱进的。 “借鉴西乐 ”、
“改造旧乐 ”、“创造国乐 ”成为萧友梅 “创造我们的新音乐 ”
的基本思路和手段。

萧友梅作为中国第一所独立高等专业音乐学院———上
海 “国立音乐院 ”(1927年建立,1929年改制为 “国立音乐专
科学校 ”)的主要创建者和主要负责人之一,从办学伊始,他
就把 “以西为师 ”作为教育立足点,其所设定的教学科目、教
育体制、教学方式和使用的教材等,大都借用欧美专业音乐
教育模式,并将其 “复兴国乐之计划与实施 ”共七条 “编入本
院各种课程之中 ”,以 “训练学生……创造新国乐……创造新
中国国乐 ”〇１２,他毕生都在努力地将其 “国乐 ”思想付诸实践,
培养出中国近现代第一批音乐家,为我国 20世纪专业音乐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做 “西乐 ”的 “学生 ”,而非做 “西乐 ”的 “干儿子 ”
萧友梅赞赏西方艺术音乐,倡导学习 “西乐 ”,那么,这种

“国乐 ”之举是不是试图 “西化 ”中国音乐ꎿ 答案当然是否定
的。萧友梅鼓励和推动当时中国音乐界向西方艺术音乐学
习,其目的并非要 “西化 ”中国音乐,而是希望大家能正视并
重视西方音乐的成就,进而借鉴西方音乐创作方法对中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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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加以改造。他告诫：“我之提倡西乐,并不是要我们同胞做
巴哈、莫查特 (Ｗ●Ａ●Ｍｏｚａｒｔ)贝吐芬 (Ｌ●ｖａｎ●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的干儿
子,我们只要做他们的学生 ”,“虚心 ”学习他们音乐创作方
法,用以 “改造旧乐 ”、“来创造我们的新音乐 ”〇１３。为了达到
这个目的,我们首先应该 “把西乐记谱法、和声学、对位学、乐
器学、曲体学加以研究,方才可以谈到整理或改造旧乐；”〇１４,
“改造中国音乐 ”要用 “新形式表出之,所以一切技术与工具
须用西方的,但必须保留其精神,方不致失去民族性 ”〇１５。

以 “西乐 ”改造 “旧乐 ”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要创造符
合 “时代精神、思想与情感 ”的 “新国乐 ”、“创造我们的新音
乐 ”,而绝不是盲从 “西乐 ”,去做 “西乐 ”的 “干儿子 ”,这可谓
萧友梅 “国乐 ”思想中 “国 ”字的真谛。

从以上剖析我们可知,萧友梅的 “国乐 ”思想主要体现为
以下几点：

1●“国乐 ”不等于中国乐器或中国传统音乐,“国乐 ”是采
用西方音乐形式和技法,与中国 “精神 ”相结合而 “创造 ”出的
“新音乐 ”；
2●“以西为师 ”的目的在于只做 “西乐 ”的学生,不做 “西

乐 ”的 “干儿子 ”。
3●创造 “国乐 ”必须采用西方艺术音乐 “形式 ”和 “演奏技

术 ”,但其 “内容 ”、“精神 ”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国乐 ”与否要
看其 “内容 ”是否具有中国性,而不在乎其以什么形式表现。

4●音乐创作要顺应时代潮流,要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
和思想感情。中华文化素以放眼天下、海纳百川而生生不
息,源远流长。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萧友梅的
“国乐 ”思想正体现出其对这一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和
光大。倡导用西方当代音乐理论、技法和乐器的 “他山之
石 ”,来 “攻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之玉 ”,来改进中国音乐,这
真正体现出其采用 “以我为本 ”、“兼收并蓄 ”方式来创立具有
“时代精神 ”的 “中国新国乐 ”、“我们的新音乐 ”的良苦用心。

　　三、交融———是中国音乐的传统
20世纪 20———40年代,是中国社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

革的时期,也是萧友梅倡导并实践其 “国乐 ”思想的时期。早
在世纪之初,随着满清王朝逐步走向覆灭,因其闭关锁国之
策而造成的沉闷压抑文化氛围也日渐消失。随后,“新文化 ”
运动兴起、“西学 ”之风日盛,“新音乐 ”思想也在众多有识之
士的倡导下,于我国东部的一些大城市中迅速传播。肖友梅

正是这种 “新音乐 ”思想的代表。从他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
可以清楚地领略到他的音乐思想、他对当时中国音乐状况的
精辟分析、以及他对中国 “新音乐 ”发展的真知灼见。这种思
想不仅反映出当时我国一批进步音乐家朝气蓬勃、奋发向
上、勇于创新的精神,同时也反映出萧友梅身上所凝聚着的
中国音乐文化古已有之的 “通过交融———达到创新 ”的传承
精神。事实上,固步自封、唯我独尊、孤芳自赏、抱残守缺、亦
步亦趋、拾人牙慧等词,历来都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唾弃。
纵观中国历代音乐文化繁荣昌盛时期,无不体现出广取博
收、不拘一格、放眼天下、海纳百川的 “交融———创新 ”特征。
周代、汉代、唐代、宋代如此,明代、清代前期也如此,只是到
了 19世纪的清代晚期,随着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唯我独尊、
鄙夷灭洋之风日盛,文化上的孤芳自赏之酸相、抱残守缺之
愚风才日渐甚嚣尘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中
华文化传统精神才得以复苏。1919年 “五四 ”运动后逐步兴
起的 “新文化 ”之风,使这种精神在中国大地上得到迅速传
播。萧友梅顺应了时代潮流,其 “国乐 ”思想展示出他所具有
的中华文化传统精神,体现出他对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唯物
主义认识观,反映出他强烈的进取精神、创新魄力与民族自
尊。

毋庸置疑,继承传统并非仅仅在于承续前人之成形之物
和行事之规,而更在于继承前人造物之法和成事之道 (不仅
是技法,更重要的是创新思维 )。在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与
融合中寻求创新,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之道。周
代：《六代乐舞 》与 《四夷之乐 》并存；汉代：《相和大曲 》与 《摩
诃兜勒 》、《大小胡笳 》并存；隋唐：“九部乐 ”、“十部乐 ”、“胡
旋舞 ”,以及自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之际陆续
引进并普及开来的 “胡琵琶 ”、胡琴、唢呐、扬琴等外来乐器,
这些都成为中外音乐交流与融合的典型例证。广泛的中外
音乐文化交融,兼收并蓄地创新,曾经使过去时代的中国民
族音乐文化获得快速发展,使中国传统音乐在不断变化中得
以延续。20世纪中国新音乐的 “兼收并蓄 ”之举,是中国古代
音乐文化传统精神的又一次体现。由于这种新音乐与当代
中国广大民众强烈的民族意识互相吻合,遂受到中国社会广
泛认同,而最终成为 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主流。

纵观 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中西合璧成为其显著
特点,通过长期广泛而深入的中西音乐文化交融,我国音乐
事业取得不断创新与长足进展,涌现出不少优秀的 “新音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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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如：《黄河大合唱 》、歌剧 《白毛女 》、《长征组歌 》、协奏
曲 《梁 —祝 》、交响诗 《嘎达梅林 》、舞剧 《红色娘子军 》等等不
一而述。从 20世纪下叶创作的大量音乐艺术作品中,我们不
难看出一种新的中国音乐风格体系正在形成,虽说至今它尚
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但未来的它肯定能发展演变成为中国
音乐的一种新传统。

音乐传承的意义,与其说是传承某种固有音乐形态,还
不如说是传承某种音乐文化精神。 “通过交融———达到创
新 ”,已经成为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古往今来的一条成功之路,
这是我们首先应该继承和发扬的音乐传统。洋为中用之道,
古代如此,当代亦理应如此。

今年是中国第一所独立高等专业音乐院校———上海 “国
立音乐院 ”建院八十周年,值此之际,我谨以此文章表达纪念
之情,表达对 “国立音乐院 ”重要创建者、中国近代音乐文化
先驱萧友梅先生的缅怀之情。

责任编辑：李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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