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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起源于16世紀，第一首國歌是荷蘭人
為反抗西班牙統治而作的《威廉頌》。中國
第一首國歌由清政府頒布， 但只存在六
天後就因清政府倒台壽終正寢

在重大的政治場合、體育賽事中，奏國歌
都是必備的儀式，根據國歌專家邁克爾•詹姆
森•布裏斯托，國歌按風格大約可分爲五類：
歌（hymns）、進行曲（marches）、 歌曲（operat-
ic）、 民歌（folk）、號曲（fanfares）。國歌起源于
16世紀，但大規模爲各國接受則要到19世紀
民族主義的覺醒。最早的國歌是荷蘭的《威廉
頌》，成歌于16世紀下半葉，是荷蘭人反抗西班
牙統治所作。其後有18世紀英國國歌《天佑吾
王》（God Save the King）（若女王當朝則改稱
《天佑女王》，下同）。到18世紀末，西班牙、法
國、奧地利確立了國歌。到了19世紀，民族主義
在全世界興起，國歌迎來了繁榮，尤其是中歐
和南美地區，紛紛確立了國歌。在亞洲，19世紀
末日本首開國歌之先河，以《君之代》爲國歌，
多數亞洲國家二戰後才確立國歌。

中國第一首國歌《鞏金瓯》于1911年10月
4日由清政府頒布， 但金瓯還沒來得及鞏，六
天後，武昌起義，清政府倒台。民國期間，權力
交接頻繁，國歌更換不斷，先後有《五旗共和
歌》、《中華雄立宇宙間》、《卿雲歌》、《國民革命
歌》承擔起國歌的重任，直到1937年《中華民國
國歌》才正式確立。1949年，《義勇軍進行曲》成
爲國歌，並沿用至今。

國歌常就地取材，美國國歌《星條旗》就是
1814年美國律師弗朗西斯目睹英軍進攻
巴爾的摩港時有感而寫，後被配上英國歌
曲《致天堂的阿克那裏翁》而成

國歌常就地取材，以本國或他國的民歌爲
調，重新賦詞，完成從微末登上大雅之堂的華

麗轉身。英國國歌《天佑吾王》、荷蘭國歌《威廉
頌》、美國國歌《星條旗》莫不如是。《星條旗》取
自英國歌曲《致天堂的阿那克裏翁》，該曲爲英
國一個男子社交俱樂部“阿那克裏翁社團”
（阿那克裏翁是希臘詩人，以飲酒詩與哀歌聞
名）而作。1814年，美國第二次獨立戰爭戰鬥正
酣，一位叫弗朗西斯•斯考特•基詩人見戰火
中美國國旗仍隨風飄揚，心有所感，遂寫下一
首詩，後來這首詩被配上《致天堂的阿那克裏
翁》，改名爲《星條旗》，傳唱開來，1889年，《星
條旗》成爲美國海軍的正式用歌，1916年，威爾
遜總統下令《星條旗》在軍事和其他正式場合
作爲國歌使用，最終于1931年通過國會提案，
正式成爲美國國歌。除了官方正式承認的國歌
《星條旗》，美國還曾有事實上（de facto）的國
歌，比如《我的國家屬于你》（My Country, 'Tis
of Thee），這首歌旋律跟英國國歌《天佑吾王》
一致。

德國曆史上的兩首國歌的旋律都是從他
國為取。一戰前的第一支國歌《萬歲勝利
者的桂冠》旋律照搬英國的《天佑吾王》，
1922年後並沿用至今的國歌則取自奧地
利帝國國歌《帝皇頌》

在國歌選擇上，德國人曆史上曾多次借用
他國國歌旋律，化爲己用。德國的第一支國歌
《萬歲勝利者的桂冠》（Heil dir im Siegerkranz）
旋律照搬英國的《天佑吾王》；1918年，德國一
戰戰敗，變成共和國，四年後的1922年，確認以
奧地利帝國的國歌《帝皇頌》爲旋律的新德國
國歌《德意志之歌》，二戰結束後，兩德分治，西
德獨尊此曲爲國歌，東德則另起爐竈，以《從廢
墟中崛起》爲國歌。統一後《德意志之歌》複爲
德國國歌至今。

國歌並非是本國人才能創作，世界上至少
有44個國家的國歌旋律出自外國人之手。

日本國歌《君之代》就是在明治維新時
期， 由訪日英國軍樂隊隊長約翰•威廉
•芬頓譜曲，用《蓬萊山》俳句填詞而成

雖然國歌往往寓意民族情懷，但國歌並非
並不一定是該國人寫的，很多國歌都是“外
賓”所作。據根據國歌專家邁克爾•詹姆森•
布裏斯托的統計，至少有44個國家的國歌旋律
出自外國人之手，頗有“外來的和尚好念經”
的意味。比如，日本國歌《君之代》，乃英國人所
賜。明治維新時期， 一位訪日英國軍樂隊隊長
約翰•威廉•芬頓見日本沒有國歌，遂建議日
本制作國歌，日方同意了。最後由芬頓參照英
國國歌《天佑吾王》，譜了一曲，日本方面則從
薩摩琵琶俳句集《蓬萊山》選的一首俳句，配上
曲子，即成日本國歌《君之代》。

非洲小國幾內亞比紹的國歌跟中國淵源
頗深，1962年葡屬幾內亞工會代表訪華，
因聽到中國作曲家曉河創作的《一定要把
勝利的旗幟插到台灣》後，邀請其創作歌
曲《獨立之歌》，在獨立後填詞改為國歌

另一個非洲的蕞爾小國幾內亞比紹國歌
的曲作者則是中國的作曲家曉河。1962年 11
月，葡屬幾內亞工會代表團來華訪問，聽到曉
河的一首歌曲《一定要把勝利的旗幟插到台
灣》後，想請他也爲他們創作幾首類似歌曲。曉
河創作了一首歌《獨立之歌》，通過中國音協贈
予了他們。1974年，葡屬幾內亞獨立，成爲幾內
亞比紹後，將該曲重新填詞後定爲國歌。1975
年，佛得角共和國從幾內亞比紹獨立，也將該
曲爲國歌，直到1996年。

一國的國歌也能成為其他國家人民的戰歌。美
國愛國歌曲《我的國家屬于你》衍生自英國國
歌，此外在英國殖民時期，《天佑美國》、《天佑

喬治•華盛頓》、《天佑十三州》等諸多變種都
是根據《天佑吾王》改編

有時候，一國的國歌也能成爲其他國家人
民的戰歌。美國尚是英國殖民地時，《天佑吾
王》就在北美流行。著名的《我的國家屬于你》
便是其一，馬丁•路德•金的演講《我有一個
夢想》也提到了這首歌。此外，殖民地時期，根
據《天佑吾王》改編的歌曲也有不少，《天佑美
國》、《天佑喬治•華盛頓》、《天佑十三州》，不
一而足。

法國國歌《馬賽曲》也逃不過被演繹的命
運。起初這首歌是反抗普魯士的號角，沒想到，
普魯士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改掉歌
詞，其中一首搖身一變，成了德意志人的戰歌，
成了拿破侖戰爭期間的反法名曲。波蘭國歌
《波蘭沒有滅亡》的曲調被斯拉夫人借用，成爲
“泛斯拉夫運動”的主題歌，後來一度是南斯拉
夫的國歌，解體後由塞黑繼續使用。

對于國歌抄襲的職責也不曾中斷。南非國
歌《天佑非洲》就常被詬病抄襲威爾士作
曲家約瑟夫•帕裏的作品《亞伯》

大規模的“拿來主義”和“模仿借用”催
生了抄襲現象。根據 BBC 的一篇報道，有些
國家的國歌有抄襲嫌疑。2009年，有人發現波
黑國歌跟1978年的電影《動物屋》的開場音樂
很像。一家報紙甚至找到了該電影作曲的家
人，想讓他們起訴國歌的創作者。烏拉圭國歌
中有一段跟意大利作曲家葛塔洛•多尼采蒂
的歌劇《盧克雷齊亞•波吉亞》一模一樣。阿
根廷的國歌開頭也被控抄襲，和意大利作曲家
穆齊奧•克萊門蒂的一部作品相似。南非國歌
《天佑非洲》國歌也時常被诟病他的樂曲抄襲
威爾士作曲家約瑟夫•帕裏的《亞伯》（Aberys-
twyth）一曲，雖然這一指控看上去非常牽強。

國歌：抄襲還是借鑒
近日，英國 BBC Magazine一篇文章稱很多國家的國歌涉

嫌抄襲。國歌的歌詞雖然充滿意識形態，但就旋律來說，並不講
究原創，常常秉持“拿來主義”。國歌起源于16世紀的荷蘭，到19
世紀，各國紛紛制定國歌。國歌常常就地取材，以本國或他國已
有的旋律為底，民國時期《國民革命歌》也是其中之一；國歌也
奉行“拿來主義”，很多國家的國歌照搬他國國歌旋律；國歌也
並非是本國人才能創作，世界上至少有44個國家的國歌旋律出
自外國人之手；有時國歌也能為他國所用；而對于國歌抄襲的
職責也不曾中斷。

●女性對“放開二胎”的憂
慮：逼生、就業歧視和地位
倒退

早在單獨二胎政策試行時，就

有網友說：“據說最高興的是那些頭

胎生了女孩的丈夫和公婆們，他們

終于有了正當理由，要求妻子或兒

媳再生一個。”如今，認爲女性會受

到壓力，被公婆或丈夫逼著生二胎

的人不在少數。

此外，就業歧視也是不少人關

注的問題。網友@jasmine_lz 說：“目

測一下今後女人找工作的困境：沒

生育的，可能需要兩次産檢；已育一

胎，還有一次産檢可能性；已育兩

胎，倒是不休産假了，可是倆孩子事

兒多呀。還是招男的吧……”

更有人擔心“放開二胎”會讓女

性在經濟上更依附男性配偶，導致

女性地位的倒退。《南都娛樂周刊》

主編@謝曉 說：“如果男人負責去拼

命掙錢養家，女人生完兩個孩子出

于主客觀情況基本不會在事業上謀

求大發展了。長此以往，女性在家庭

及社會中的地位又要倒退至少十

年。”

●“生孩子吃虧”如今已是
許多女性的普遍看法

從成本考慮，女性的生育成本

大概分成兩塊。

一塊是經濟成本。上海的調查

顯示，一個家庭養育一個0-3歲孩子

的直接費用爲32719.5元，4-6歲孩子

的養育費平均爲31943元，7-12歲的

爲31226元。社會學家徐安琪的調研

報告《孩子的經濟成本：轉型期的結

構變化和優化》認爲，從直接經濟成

本看，10年前的上海，一個0-16歲孩

子的撫養總成本達到25萬元；到子

女上大學再讀研，則高達48萬元。十

年後的今天，撫養成本無疑更高。

另一塊是機會成本。中國女性

順産生育單胎的産假是14周，而女

性從懷孕到哺乳期結束，一般需要

2-3年，兩個孩子就是4年以上，這幾

年工作外的時間也主要用于照顧孩

子，其間損失的薪酬和對職業

發展的影響無法估算。電視劇

《辣媽正傳》裏，女主夏冰說：

“我懷孕的時候你們說，堅持9

個月，生完就好了，我現在生完

了，你們又說，再堅持一個月，

出了月子就好了，等我出了月

子，你們肯定又要說，再堅持三

年，孩子上了幼兒園就好了，然

後再堅持到上學畢業結婚生

子，那是堅持一段時間嗎？根本

就是堅持一輩子！”

由于生理和社會文化等原

因，女性在生養孩子上確實付

出更多，許多女性既要負責生，

也要負責育，工作家庭兩頭挑。

而有助于女性多生育的現代觀

念和政策，卻還沒有建立起來。

比如女性在工作場所和家庭中

的地位保障、引入男性育兒假

且推行男女平權、設立費用合

理的嬰幼托兒機構等。這些本

該由家庭、社會、國家共同承擔

的養育成本都核算到了女性頭

上，現代女性覺得生孩子虧，也就不

足爲奇了。

●更極端的女性意見認
為，計劃生育拯救了自己

針對生育，有的女性意見是：

“我非常感謝計劃生育，這是一項偉

大的國策，不僅僅是控制了人口的

問題，而是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至少

將一大批婦女從令人絕望的生育深

淵中拯救出來，她們至少擁有了一

個完美的借口抵抗來自四面八方的

惡意生育指令；也將一大批女性從

重男輕女的泥潭中拯救出來，以其

獨一無二令一些較爲開明的父母擺

正心態。”

在一些女性的眼中，生育被簡

化成了“女人是爲男人生孩子”，多

子女的母親也因此被貶低爲“生育

機器”。

這種觀點看起來極端，但是也事出

有因。傳統男權社會中，傳宗接代是

婚姻第一要務，婦女很難自主決定

是否生育，如何生育。女性生育的種

種成本付出並不被認真考慮，久而

久之，就在一些女性心中形成了一

種意識：生育只是一件讓婦女受害，

男人受益的事情。

●生育主導權在家裏應該
由誰掌管？

可以想象，全面放開二胎之後，

無數家庭會馬上面臨生育大討論。

其結果不止關乎國家增加人口和消

費，更涉及千萬個家庭的穩定和諧，

女性權益和社會地位等問題。

問題回到這裏——生育的主

導權在家庭中應該是怎樣分配的？

婚姻法司法解釋三是這樣規定

的，第九條，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

犯其生育權爲由請求損害賠償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雙方因是

否生育發生糾紛，致使感情確已破

裂，一方請求離婚的，人民法院經調

解無效，應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條

第三款第(五)項（其他導致夫妻感情

破裂的情形）的規定處理。

在過去普遍一胎的情況下，生

育主導權這個問題並不突出。但是

全面放開二胎後，爭議無疑會增加。

婚姻法的精神是維護女性在生

育問題上的自主權，但現實生活確

有諸多複雜之處，女性社會地位是

否會發生倒退，家庭和諧如何維護，

值得人們關注和討論。

放開二胎
女性要倒楣了嗎？

這個10月的大新聞，無疑就
是全面放開二胎了。一項持續了
36年，改變無數人命運軌迹的政
策，就這麽神秘地迎來了重大轉
折。

國家考慮的是人口危機和經
濟發展，普通人則訴諸個人體驗。
70後感覺“被坑了”；80後哀嚎自
己“竟然成了曆史上唯一一代獨
生子女”；不差錢的人笑而不語；
大部分人哭窮“生的起，養不起”。

追求具有曆史感的發言成為
一天來輿論的主調，但是，現實問
題還是得有人聊聊。

對于向來缺少輿論主導權的
女性群體來說，“全面放開二胎”
並沒有引發歡呼，反而引出了諸
多憂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