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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萧友梅的爱国主义思想始终贯穿着他的整个音乐生涯�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
提倡“建立中国的国民乐派”�终生实践着“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第二�创作了大量的爱
国主义音乐作品�为“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思想而放声呐喊；第三�倡导在抗战中建设
“精神上的国防”�身体力行地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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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友梅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著名的音乐教育

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他不仅
在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理论和音乐社会活动方
面为我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

献�且在他长达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其爱国主义思
想也表现得日益强烈。

本文拟从以下3个方面分别加以阐述。
　　一、殚精竭虑：终生实践着“教育
救国”的崇高理想
　　萧友梅自20世纪初留学日本以来�就将“教育

救国”作为自己一生中的崇高理想�并在多年的教育
生涯中朝着这个理想艰难地前行、奋进。其时�开办
新式学校以提高国民素质、培养高尚情操、发展自由
个性、造就时代新人、增强民族意识�这是“五·四”新
文化运动前后教育思想的核心�萧友梅也概莫能外。

由于萧友梅是一位音乐教育家�所以他的“教育
救国”思想又别具特色�将其具体落实到音乐教育、
音乐创作中�则是提倡“改良旧乐”、“创作新乐”和
“建立中国的国民乐派”。他在1937年6月撰写的
《对于各地国乐团体之希望》一文中说：
音乐乃人群必需之艺术�欲使其急速发展�须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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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爱乐者多组织团体研究提倡；今吾国各地到处
皆有国乐团体的成立�且团员中不乏天才之士�倘能
时时借镜西方音乐�理论、技术两方面均作有系统的
研究�将来改良旧乐创作新乐均非难事�甚望海内音
乐同志多发愤努力�以期与西乐有并驾齐驱之一日
也。

1938年2月1日�萧友梅在《关于我国新音乐运
动》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与其说复兴中国旧乐�不如说改造中国音乐较
为有趣。因为复兴旧乐不过是照旧法再来一下�说
到改造�就要采取其精英�剔去其渣滓�并且用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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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至失去民族性。

“改良旧乐”、“创作新乐”�并不是萧友梅的最终
目的。萧友梅为之奋斗的终生目标是要“建立中国
的国民乐派”�这是他为中国新音乐事业勾画的宏伟
蓝图。他在《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一文中说：

我以为我国作曲家不愿意投降于西乐时�必须
创造出一种新作风�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
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的�方可以成为一个‘国民乐
派’。但是吾国音乐空气远不如百年前的俄国�故是
否在这个世纪内可以把这个乐派建造完成�全看吾
国作曲家的意向与努力如何�方能决定。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萧友梅甚至在1939年6月
撰写的《复兴国乐我见》一文中�为“中国的国民乐
派”将要表现的“国乐”作了如下定义：

何为国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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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乐之要点在
于此种精神、思想与情感。

什么是现代中国人应有的“时代精神、思想与情
感”呢？他在本文中又说：“现值抗战复兴时代�对于
敌人如何敌忾同仇�对于政府应如何拥护�对于疆场
壮士应如何振奋崇敬�对于受难同胞应如何爱护怜
恤�凡此种种亦皆现代中国人应有之精神、思想与情
绪也。须能将此种精神、思想与情绪表现于作品之

中�始能称为中国国乐。”“与中国之国运毫无关涉�
……不配称为‘国乐’也。”

由此可见�萧友梅在国家存亡之际�以一个爱国
者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对音乐的功能进行了重新审
视�对“国乐”的概念也作出了相应的修正�这昭示着
萧友梅在教育理念及教育方针上“精英教育”让位于
“普及教育”的重大转变。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萧友梅的内心深处�他一生
所追求的理想始终没有放弃：“他日世界音乐中�或
尚能容吾国占一席地乎！”

　　二、慷慨高歌：为“五·四”反帝反封
建而放声呐喊

萧友梅于1906在日本经孙中山介绍加入了同盟
会�初步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回国后�又于1912
年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进一步受到民主革命思想
的洗礼。在德国留学的7年�更是切身体会到资本
主义制度较之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优

越。萧友梅的民主革命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
景和社会环境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1920年3月�萧友梅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此
时�他尚能感受到“五·四”热浪的余温。萧友梅在北
京期间�他创作的音乐作品大多具有反帝反封建的
时代特征。如：《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问》、《国
土》、《中华好》、《华夏歌》、《渐渐秋深》、《南飞之雁
语》、《五四纪念爱国歌》、《总理奉安哀辞》、《国耻》、
《国民革命歌》、《国难歌》等歌曲�以及钢琴曲《哀悼
引》和随后据此改编而成的军乐曲《哀悼进行曲》�这
些作品充分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对萧

友梅的强烈影响。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胡适词） 作于1921

年6月。作品以雄壮的旋律�歌颂了在辛亥革命中
牺牲的烈士以及他们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他们
不能咬文嚼字�他们不肯痛哭流涕�他们更不屑长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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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叹！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
干！干！”

《问》（易韦斋词）作于1922年�收入在他同年出
版的《今乐初集》中。作品通过对人生华年、秋声秋
花、江山尘世的慷慨和发问�抒发了一种爱国忧时的
感情�表现了一种苦闷彷徨的心理�“你知道今日的
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作者在这里对山河破碎、军
阀混战表现了强烈的不满。

《南飞之雁语》（易韦斋词）作于1922年�收入在
他同年出版的《新歌初集》中。萧友梅和易韦斋都曾
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如今他们虽然时时
怀念危难中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但却苦于身处北京、
远离广州�故只有遥望南天、借“雁语”而抒怀。作品
曲折地表现了萧友梅对军阀统治的极度不满。

《五·四纪念爱国歌》（赵国均词）作于1924年�这
首歌曲曾在北京青年会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
而举办的“国民音乐大会”上由萧友梅亲自指挥合唱
队演唱。作品以其高昂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热情
洋溢地歌颂了“五·四”爱国运动及其伟大的革命精
神。作者盛赞“五·四”青年“为民众而争正义”�“军
警刀枪都不怕”的革命精神�以及为了“扫荡千古群
魔毒”、“强权打破光明来”而誓将“爱国的血”、“自由
的血”、“真理的血”及“和平的血”“洒遍亚东大陆地”
的豪情壮志。

《总理奉安哀辞》则为纪念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
者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而作。作
品以悲哀的旋律、凝重的节奏�深切地表达了人民对
领袖的无尽哀思。与此同时�萧友梅还将1916年在
德国为纪念“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的主要军事将
领黄兴、蔡锷相继逝世而创作的钢琴曲《哀悼引》改
编成军乐曲《哀悼进行曲》�并于3月19日在北京中
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的公祭仪式上演奏。

1928年5月3日�震惊世界的“济南惨案”发生
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立即激起了全中国人民
的强烈愤怒。萧友梅率上海国立音乐院的师生印发

了《国立音乐院特刊·革命与国耻》�创作了《国耻》
（冯国文词）、《国民革命歌》（姚慎词）、《国难歌》（戴
炳鑫词）等一批最早的反日爱国歌曲并将其发表在
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的《音乐杂志》上。这些作品充
分表现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尤其在《国耻》中
对日本帝国主义 “占我济南�杀我民众�阻我北伐�想
将我国灭”的企图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作品以雄壮
的旋律、坚定的节奏�表现了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爱
国精神：“奋斗！牺牲战胜一切！努力！努力！他们
有犀利的枪炮�我们有鲜红的热血！”

萧友梅创作的这些音乐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帝国

主义的侵略本性�唤起了人民大众的民主意识和反
抗精神。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萧友梅始终如一地
为他一贯所坚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而放

声呐喊、慷慨高歌。

　　三、激流勇进：积极投身于抗日救
亡的时代大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但强占
了东三省�更将其侵略魔掌伸向华北。同时�驻上海
日军亦遥相呼应�“一·二八”淞沪抗战随即爆发。至
此�上海已成为抗日的最前线。

在这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一切正常的教学、创
作及演出活动都已变得遥不可及�萧友梅痛感昔日
“精英教育”模式之“教育救国”的理想已断难实现。
他遂于抗战全面爆发后建议政府：

一、提倡服务的音乐；二、提倡集团歌唱；三、提
倡军乐队；四、实行音乐到民间去；五、实行音乐到军
队里去；六、音乐人才普遍化；七、实用音乐人才巨量
产生；八、音乐作品合时化；九、救亡作品巨量产生；
十、从服务中建立中国的国民乐派；十一、跟随中华
民族的解放而获得中国音乐的出路。

总之�在这回大变动之后�民众和国家对于音乐
的需求是格外的热烈�因为音乐是建设精神上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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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的必需的工具。音乐教育应该迅速改变方针�以
能适应目前伟大的需要为依归；以维系民众信念、团
结全国人心、强调民族意识、激发爱国热忱等工作为
己任�努力迈进。为国家应如是�为音乐本身�亦只
有如是�才可希望找到那20年来无处寻觅的中国音
乐的新生命。

为了“适应目前伟大的需要”�他大声疾呼：“在
此国难期内�如环境许可时�应尽力创作爱国歌曲�
训练军乐队队长及集团唱歌指挥�使他们在最短时
期可以应用出去。”

如前所述�“改良旧乐”、“创作新乐”�从而“建立
中国的国民乐派”�这是萧友梅矢志不渝、终生追求
的目标。但经过20多年的“寻觅”�他终于痛切地反
思：一个饱受战祸的贫穷国家、一个深受侵略的弱小
民族要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是何等艰难？！因此�他
将实现其理想的希望最终寄托在民族解放之宏图伟

业上。“亦只有如是�才可希望找到那二十年来无处
寻觅的中国音乐的新生命。”毫无疑问�这是萧友梅
人生哲学的一大重要转变�也是他人生道路的长足
进步！

萧友梅不仅如是说�而且如是做。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萧友梅立即

支持上海国立音专的师生于9月23日迅速成立了
“抗日救国会”。同时�他还带领师生们走上街头为
东北义勇军募捐。在民族存亡的重要关头�萧友梅
鼓励师生们“创作爱国歌曲�激励军民勇气”�并率先
创作了抗日爱国歌曲《从军歌－－－为义勇军作》（骆
凤嶙词）。

1933年�萧友梅组织国立音专师生赴杭州专场
举行“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萧友梅
积极支持上海国立音专师生参加声援活动并举行示

威游行。
1936年�日本首相近卫文 的弟弟近卫秀 为

表示中日亲善而给国立音专赠送了一台钢琴�但遭

到萧友梅的拒绝。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萧友梅为《音乐月

刊》撰写了《发刊词》。他在文中指出：“必须注意如
何利用音乐唤醒民族意识与加强民众爱国心”。同
年冬天�他又在《十年来音乐界之成绩》一文中说：
“音专出身的何土德、吕展青�胡然等及其他各校音
乐科出身诸君纷纷组织歌队�有如春笋勃发不及计
算。这真是最近音乐界一个最好的现象。”其赞美之
情�溢于言表。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为“孤岛”。萧友梅
不向日寇屈服�继续率领国立音专在法租界坚持办
学。

1940年�尽管晚年的萧友梅贫病交加�但他仍严
辞拒绝了汪伪政权的拉拢和利诱�充分显示了崇高
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作为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军队连续
惨败的目睹者�萧友梅的心中有太多感慨。因此�他
于1937年12月14日上书国民政府�提出了建设“精
神上的国防”的重要建议：

国防不单是有了飞机大炮便可成功�有了这些
武器�还要靠忠心的壮士来使用它；而民族意识之醒
觉�爱国热忱之造成�实为一切国防之先决条件。倘
民众有必死之心�虽徒手�亦可与敌人周旋一两回
合；若皆存苟安之念�有了飞机大炮�也还要拱手而
让诸敌人。历史昭示我们�不只要建设一道坚固的
物质上的国防�并且须建设一道看不见�摸不着�而
牢不可破的精神上的国防：即民族意识与爱国热忱
的养成。

萧友梅在这里把“民族意识之醒觉”和“爱国热
忱的养成”称之为“精神上的国防”。他认为：精神上
的国防“实为一切国防之先决条件”。而“音乐到底
有什么贡献于非常时期呢？我们不妨具体地说：音
乐是精神上的国防的建设者”�“是建设精神上的国
防的必需的工具。”

萧友梅不是一个唯武器论者。他在这里不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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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诸如飞机大炮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的重要�也
同样看到了开展广泛的政治动员等精神因素所将产

生的雄浑的伟力。
非常遗憾的是�萧友梅曾寄予厚望的国民政府

始终没有采纳他的这些建议�反倒是中国共产党人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将他这些建议的精髓发挥得淋

漓尽致。
毛泽东于1938年在《论持久战》中曾发表过著名

的论断：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

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
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
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
困难的前提。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
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
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
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大
批祖国优秀儿女聚集在一起�他们以抗日救亡为己
任�创作了难以数计的抗日救亡歌曲。这不正好构
筑了萧友梅所极力推崇的“精神上的国防”吗？！

此时的萧友梅已年届半百�体弱多病�手无缚鸡
之力�他不能像广大青年学生那样雄姿英发�奔走于
大街小巷�出入于城镇山乡；他也不能像他所亲手培
养的大批学生那样精力充沛、意气风发地奔赴抗日
的战场；当然�他更不能像军人那样横刀跃马、驰骋
疆场。

我们对历史人物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萧友
梅就是萧友梅。他循着自已的人生轨迹�沿着自已
的人生旅途�在崎岖不平的险径艰难地跋涉�奋力地
前行。即使在国难之秋�他的心中也始终丢不下国
立音专那众多的音乐学子；他的脑海还一直闪现着

“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尽管若隐若现、忽明忽
暗－－－但他至死都在苦苦支撑着风雨飘摇中的国立
音专。他以其自已独有的方式�身体力行、竭其所能
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大潮�谱写了足以让世人
无尽感慨的最后一个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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