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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军歌》是我最爱唱也是我唱
得最多的一首革命歌曲。因为我是听着
老前辈讲述《新四军军歌》的故事长大
的。我父亲袁国平，时任新四军政治部
主任，我母亲邱一涵在新四军皖南时期
任教导总队宣教科长，《新四军军歌》曲
作者何士德所在的文化队又隶属于教导
总队，因此她对《新四军军歌》的创作过
程是十分清楚的。陈毅等前辈以及时任
军部速记班班长的李又兰、《抗敌报》副
主编马宁有关对军歌的讲述，不仅让我
认识了军歌，同时也让我了解了许多《新
四军军歌》的创作历史，更让我爱上了
《新四军军歌》。近年来陆续发现的包括
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
平、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联名颁布学唱

《新四军军歌》的命令等历史文献，完全
吻合了前辈们关于《新四军军歌》创作背
景及创作过程的讲述。

当我还是个青年学生的时候，陈毅
伯伯就曾亲口对我说：“你爸爸是著名的
宣传鼓动家，很有才华，《新四军军歌》就
是他主持创作的。”

袁国平受命主持创

作《新四军军歌》

1939 年 2月，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
军部视察。在一次会议上，他和新四军
的领导同志一起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
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大
家都非常兴奋。

叶挺提出：“我们应该写一首军歌反
映这个方针，让全军将士都知道我们的
奋斗目标”。与会者异口同声表示赞
成。项英当即表示：“叶军长的意见很

好，一首高水平军歌的作用可大了，相当
于为新四军编写了一本教科书，可大大
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这一点我有亲身的
体验。中央苏区第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
反‘围剿’胜利后，方面军总政治部向所
属部队发出通知学唱《三期革命战争胜
利歌》。当敌人发起第四次‘围剿’时，我
们一方面军各部队无论在战前动员还是
在行军途中都高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
歌》，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坚定了必胜的
信念，战斗力大大增强。所以创作军歌
的工作很迫切，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前
方忙于作战，我们军部又人才济济，就在
军部征集歌词然后配曲。现在大家都很
忙，我的意见还是各司其职，军歌的创作
由国平来抓。国平作词是行家，我前面
说的《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就是国平写
的。他抓军歌的创作是最合适的”。

接着，项英明确了军歌的创作要求：
“第一，应宣传我军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
统。第二，要明确我军的宗旨和目标。
第三，军歌应该是进军的号角，能催人奋
进勇往直前。只有这样，才是一首好的
军歌。”袁国平表示，创作军歌是政治部
分内的事，作为政治部主任责无旁贷，但
我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了解不多，还
请各位指导。陈毅讲，我正在写一首诗，
待完成后可供你参考。项英则说，我给
中央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报告，你也可以
看看。

在炮火硝烟中诞生

袁国平按照项英的要求，着手开展
歌词征集，为此《抗敌报》还专门刊登了
征稿启事。很快,朱镜我、朱克靖及袁国
平本人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初稿。朱镜
我及时在政治部组织了讨论，一致认为
其中一篇完全符合项英对军歌的要求，
确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优化。陈毅回
到江南以后于 3月底完成了叙事诗《十
年》的撰写。4月上旬，袁国平收到陈毅
的诗并附有一封信。信中说，“我因在
军部滞留的时间较长，积压许多军务急
需处理，又要忙于传达周副主席和军部
的指示，为军歌作词之事只能作罢。现
将诗稿寄来以供参考。”袁国平即责成
朱镜我考虑是否可将《十年》改成歌
词。朱镜我和时任《抗敌报》副主编的
马宁先后着手修改，均感到此诗结构严
密、逻辑性强，改动一字都困难。马宁
还说《十年》是叙事诗，与歌词不是一个
文体，很难改成歌词。

袁国平决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参
加会议的除袁国平、朱镜我、马宁、朱克
靖和政治部秘书长黄诚以外，还有副参
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等。朱
镜我主持会议并汇报了有关情况。会议
一致认为，政治部原选定的稿子完全符
合军歌的要求，已经反映了《十年》的基

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遂在此基础上吸收
了其他来稿的可取之处，做了进一步修
改后，决定将其发军部和各支队征求意
见，同时交何士德谱曲。

陈毅收到军歌歌词征求意见稿后，
在给军部的信中认为歌词很好，表示赞
同并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镌刻着
我们的姓名”中的“镌刻”改成“血染”。

征求意见稿返回军部后，在政治部
讨论时，政治部秘书长黄诚觉得“镌刻”
更为深刻些，因为自北伐以来，国民党中
的将领常抹煞共产党在北伐中的作用和
功绩，而“镌刻”的寓意彰显了在北伐战
争中共产党人的功绩是彪炳史册的。而
袁国平则认为革命战争总是要流血牺牲
的，他觉得陈毅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将
“镌刻”改为“血染”也是可取的。针对不
同的意见，袁国平最终拍板采纳陈毅的
意见，将“镌刻”二字改成“血染”。

袁国平在组织创作歌词的同时，还
和作曲家何士德商量如何谱好曲。袁
国平向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
背景，详细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新
四军的发展方针，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
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谱曲时要加
强战斗气势。袁国平还强调，“歌词第
一段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
新四军！’和第二段‘前进，前进，我们是
铁的新四军！’要重复两次”。他在听完
第一次谱曲后，又提醒曲作者，《新四军
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直
前的进军气魄。”何士德按这个要求写
了第二稿。这一稿没有马上递交审查，
而是先在文化队内部试唱，倾听队员的
反映。大家认为这一改好多了，雄壮、
高昂，节奏鲜明；不足之处是，新四军指
战员大都出身工农，学唱难度较大。于
是，他再一次作了大修改。第三稿完成
后，使得曲调更加雄壮有力、鼓舞人心，
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曲与词
的结合也相当完美,使得歌词的意境得
以充分展现。结尾处,连续三个“东进，
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曲调有层
次地、一次比一次高亢雄健，推出了全
曲的高潮。1939 年 7 月 1日中午，在云
岭附近的新村文化队礼堂，何士德指挥
军部文化队的歌咏队试唱了《新四军军
歌》。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后，项英当
即叫“好”，并说：“你们唱得好，唱出了
新四军的光荣传统，唱出了新四军的英
雄形象。”然后，袁国平当即代表军部郑
重宣布：“通过！”并将军歌正式定名为
《新四军军歌》。正当大家沉浸在成功
的喜悦之中时，突然，日寇 12架飞机窜
到了云岭、中村一带的上空，狂轰滥炸，
当地老百姓和部队都有伤亡。在项英、
袁国平等指挥下，文化队的同志立刻分
散隐蔽。

警报解除后，项英和袁国平在大家
面前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讲话。项英愤怒

地说：“日寇今天的轰炸对中国人民又欠
下一笔血债。我们要用各种战斗来回击
敌人，大家要到部队去教唱军歌，用革命
的歌声激励士气，打击敌人。”然后，他宣
布当晚庆祝“七一”的晚会暂停，要求大
家到云岭去救灾。

袁国平在讲话中说,《新四军军歌》
在战斗的血火中诞生了，大家要学好教
好《新四军军歌》，用歌声鼓舞指战员，向
敌人讨还血债……

弹痕累累，硝烟未散，在项英、袁国
平的一番义愤填膺的讲话以后，大家带
着满腔怒火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
恨，再次高唱军歌。所以，《新四军军歌》
名副其实是在炮火与硝烟中诞生的。

颁布学唱《新四军军

歌》的命令

新四军军部首长对《新四军军歌》的
创作和学唱非常重视。在新四军成立两
周年纪念日即 1939 年 10 月 12 日之际，
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
平、副主任邓子恢联名签署命令，在正式
公布《新四军军歌》的同时，强调以军歌
为教材对全军指战员进行党史、军史和
革命传统教育。命令全文如下：

命令

兹审定并公布本军军歌（附后），仰

全军一律遵照采用，全体指战员应在最

短期内，唱诵纯熟，兹根据军歌解释，深

入教育，使人人深切了解军歌意义，以军

歌之精神为全军之精神，并贯彻此精神

於我军战斗中，工作中，日常生活中去。

军歌应在集会时歌唱，唱时必须全体肃

立，庄严郑重，并不得任意修改歌词与歌

曲，此令。

军长叶挺 副军长项英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副主任邓子恢

命令所附《新四军军歌》在注解中明
确指出“此系最后修正之歌谱，以后各
部队均以此为准”，命令还特别强调“不
得任意修改歌词与歌曲。”这为统一军
歌的词曲，提供了最准确最可靠的标准，
也为确保《新四军军歌》不被演变，规定
了铁的纪律。其后数十年直至“文化大
革命”前，《新四军军歌》就这样以集体作
词、何士德谱曲或作曲转载在诸多刊物
上，传唱中华大地，经久不衰。

军歌歌词被史沫特

莱译成英文传到国外

当年在皖南采访的美国著名女作
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指战员
们学唱军歌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她在听
了袁国平的介绍后，称《新四军军歌》为
“时代的强音”，并提笔将歌词译成了英

文，传到了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不久，史沫特莱在奔赴北京途经英国时
因病去世，临终前她嘱托朋友将她的歌
词手稿等遗物一起寄给了她曾采访过的
朱德总司令。1949年 9月 27日，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
国歌，当即指定由上海的中国唱片公司
录制唱片。开国大典前赶制的编号为
“大中华唱片厂 38254”的唱片很快报送
北京，其一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
歌》，另一面即是《新四军军歌》，这张唱
片仅制作 10张，可见《新四军军歌》在当
代革命歌曲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解放军原总政治部在《中国工农红
军和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一
文中就袁国平对《新四军军歌》所作出
的贡献给予了肯定：“他积极组织《新四
军军歌》的创作，突出了东进抗敌和向
敌后发展的思想，加强了战斗气势，使
之成为一首雄壮有力、脍炙人口的著名
军歌。”

如今，袁国平和他的战友们在战
火纷飞的年代精心创作的这首《新四
军军歌》，鼓舞了几代人顽强奋进。这
气势磅礴的雄伟战歌产生于伟大的时
代，产生于一群信念坚定、才华横溢的
中华精英。他们人已离去，歌声却始
终响彻在祖国大地，永远留在人民的
心中代代相传！

谨以此文纪念《新四军军歌》诞生八
十周年。

我所知道的《新四军军歌》诞生历程
■袁振威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而拍摄
的革命战争题材献礼影片《八子》，今年
下半年在全国上映。这部以当年中央苏
区首府瑞金一户农家八个儿子参加红军
最后全部牺牲的真实故事而改编的影
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瑞金当时轰轰烈
烈的扩大红军运动。

1933年 2月 8日，正值中央苏区第四
次反“围剿”处于最紧张之时，中共中央
局提出了在全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
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
的任务。从此，中央苏区不断掀起扩大
红军高潮，形成波澜壮阔的扩红运动。
瑞金作为赤色首都、中央直属县，在历次
扩红中都走在各地前面，成为扩红模范
县。瑞金广大劳苦群众以“踊跃参加红
军，保卫胜利果实”为光荣，互相竞赛、互

相激励。妇女们唱起《送郎当红军》《十
送郎》等红色歌谣，手捧鞋帽手巾等慰劳
品，动员鼓励男子当红军。放学回家的
少年儿童有组织地沿途高呼口号：“大家
当红军去！”党、团员们在扩红运动大会
上振臂高呼：“大家跟我一起去报名当红
军！”一时间，瑞金城乡到处涌现出父送
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景象。

在 1933年的红五月扩红冲锋月中，
云集区坪山乡妇女曾来英、谢来发娣、谢
玉英三人，不仅动员自己的丈夫当红军，
还带动了本村 14 名年轻人参加红军。
桃阳区山崇乡李贤胜三兄弟，黄安区梅
岗乡洪先滨、洪先浪、洪先彩、洪先全四
兄弟，分别同时加入红军，被传为佳话。
下肖区七堡乡党支部、黄柏区大柏地乡
党支部，都是整个支部加入红军。短期
内，瑞金就集中了 4500 多人入伍，组建
了瑞金模范师。7月，瑞金又扩红 1953
人，成为红军工人师（又名中央警卫师）
的主体之一，为第一个“八一”建军节献
上了一份厚礼。瑞金模范师和红军工人
师成立后，分别编入红九军团、红八军
团，先后参加了广昌保卫战和湘江战役
等重大战事，绝大多数人壮烈牺牲，许多
烈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1933年９月，蒋介石集中 50余万兵
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而保
卫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仅有 10万余
人，加上各地群众武装 5万余人，还不及

敌方兵力的三分之一，况且我方的武器
装备等还远远落后于敌人。这样，红军
不能不迅速扩大兵员以应对。为此，中
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首次从中
央一级机关中抽调得力干部组织突击
队，下沉各省各县，帮助各地为完成 12
月底前中央苏区扩大新战士 2.5万名的
任务而努力。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给
中央级机关以及省级机关划分了扩红突
击区域，包片负责。

当年 11月底，前往瑞金协助扩红的
由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干部组成的突
击队，就和瑞金县 69名干部组成 15个突
击分队，出发各区扩红了。到 12 月 31
日，全县送到补充师的新战士达 1814
名，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扩红任务。

广昌保卫战失利后，中央苏区第五
次反“围剿”形势日趋严峻，迅速扩大红
军遂成燃眉之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
委决定了 1934年 5、6、7三个月扩大红军
5 万的计划。其中，5 月被称为“红五
月”，必须在指定的县区完成扩红 2.7万
名新战士的任务。担任瑞金扩红突击队
总队长的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
金维映，领受了瑞金三个月扩红 2000名
的任务。他们和瑞金的干部群众一齐努
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超额完成
了三个月的扩红任务。到 5月 27日，全
县集中了新战士 3200 余名；到 6月 2日
召开瑞金县“红五月”扩红总结会时，这

一成绩更上升到扩红新战士 5200 余
名。因此，出席总结会的红军总司令朱
德代表中革军委授予瑞金模范县奖旗，
上书“三月计划一月超过！”

金维映在总结瑞金“红五月”扩红突
击经验时，特别肯定了突击队的宣传鼓动
工作做得很有成效。在如此火热的氛围
下，瑞金全县再次涌现父送子、妻送郎、兄
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景象。下肖区七堡乡
第三村有户农民，一家有八个兄弟。在红
五月扩红动员中，八兄弟中有一个报了名
当红军。当他兴冲冲地把自己的决定和
行动说与邻居听时，没想到邻居冷淡地回
应道：“你们八兄弟只去了一个当红军，这
倒也没有什么稀奇。”邻居的反应深深地
刺痛了他的心，他想起本村和周围村落一
家几兄弟或先后或同时去当红军的事例，
想起突击队的宣传，土地革命带给他们
的好处……情急之下，他找来父亲和七
兄弟，商量接下来怎么办。结果，大家一
致同意八兄弟全体报名当红军。很快，
他们就集中到补充师去了。

在下肖区杉山乡的扩红突击运动
中，还出现了四位女英雄，分别是妇女指
导员梁秀英、副指导员梁发英，还有两个
姓名不详的妇女代表。她们不仅自己报
名加入了红军，而且每人都领导了一班
赤色少先队员加入红军。

在扩红突击会上，中共瑞金县委宣
传部长汤保康、副部长邹汝南、军事部长

朱学禹、少共瑞金县委书记刘忠林、少先
队瑞金县队部参谋长阙彪林、县苏维埃
政府军事部一科科长郭世松以及中共中
央局实习生谢玉昆，率先报名当红军，并
向全县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工人和农民
发出倡议：“武装起来，和我们肩并肩到
前线去杀敌！”他们的模范行为带动了众
多青年参加红军。

1934 年 9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
前夕，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再次下达
中央苏区扩红 3 万的计划。瑞金又一
马当先，从 9月 1日到 9日仅用 9天时间
就完成了原来一个月 2500 名的扩红任
务。至 13 日，瑞金输送到红军主力部
队的新战士多达 3365 人，另外还动员
了 280人到独立营，组织了 4000名民伕
供给红军部队。

苏区时期，瑞金全县只有 24万人，
加入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就有 5万人。红
军长征时，瑞金有约 3.5万人参加这一壮
举，其中约 1.08 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
新中国成立后，被录入瑞金革命烈士纪
念馆烈士花名册的本县籍烈士仅 17166
名，许多人成了无名烈士。但他们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自己的初心：为了劳苦大
众翻身得解放，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八子参军与瑞金扩红运动
■曹春荣

还原历史的本真

记 史

沧桑岁月里的那道彩虹

1939年 6月 15日《抗敌》杂志第4

号刊登的《新四军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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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影片《八子》海报。

1933年《红色中华报》刊登的纪念红军成立日的漫画《整师整师的加入到红军

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