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让国歌更加庄严神圣

●●守法：
社会各界自觉践行国歌法

为推进国歌法落实，解决国歌版本不统一问题，
保证国歌的准确性和权威性，2017年9月30日，人民
音乐出版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中国国家交
响乐团联合发布了国歌的统一版本。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就有关单位学习宣传贯
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下发通知，要求广播电
台、电视台在国庆节、国际劳动节等重要的国家法定
节日、纪念日应当依法播放国歌。

国歌法实施一年多来，我省社会各界积极践行
国歌法，不断唤醒人民群众心中的爱国情怀，让人们唱
出精神、唱出力量，让国歌更嘹亮、更动听、更有感召力。

今年8月份，郑州市第十二中学在军训中，利用集
会向学生普及了国歌法，着重讲解了国歌奏唱的场
合、礼仪等知识。该校政教处主任黄玉杰介绍说，爱
国，就从高唱国歌开始，军训期间唱国歌是新生们每
天的必修科目。

“要大声地唱出来，更好地感受国歌恢宏的气
势。”学生们表示。据了解，在升旗仪式上唱国歌是
该校多年来的传统，旨在引领每一名老师每一名学
生都有一颗爱国心，永葆一腔爱国情。

9月 4日早上，兰考县人民法院的普法志愿者来
到该县城关镇小学，在新学期第一堂法治课上为同
学们宣讲国歌法，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9月 17日，位于郑州市航海东路的正商国际广
场写字楼下，某物业公司的员工身穿统一服装、统一
的黑色皮鞋，排队、站立，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
伴随着国歌声，五星红旗和司旗缓缓升起。长期以
来，该公司始终坚持这项爱国主义教育，并把升旗仪
式列为公司的一项常规活动，视其为公司文化中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9月 30日，郑州高新区管委会举办了国歌法学
习宣传法治教育讲座。主讲人从国歌的诞生及背后
的故事，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礼仪规范，国歌的奏
唱、播放和使用及侮辱国歌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等方面对国歌法进行了逐条解读。

当前，无论是学校、机关还是企业，都在积极践
行着国歌法。国歌声响起，增强了人们的爱国意识
和国家自豪感，同时引领着人们为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不懈努力。

●●法条链接法条链接：：

国歌法规定：
第十一条 国歌纳入中小学教育。 中小学应当

将国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学生学
唱国歌，教育学生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遵守
国歌奏唱礼仪。

第十二条 新闻媒体应当积极开展对国歌的宣
传，普及国歌奏唱礼仪知识。

第十三条 国庆节、国际劳动节等重要的国家法
定节日、纪念日，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广播电
台、电视台应当按照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规定
的时点播放国歌。

●●护法：
依法严惩侮辱国歌行为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国歌已经立法，但
侮辱国歌和滥用国歌的情况仍然存在。今
年 9 月 6 日 16 时许，帅某为维权擅自篡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并在 QQ 群中发
布。

四川省眉山市公安局东坡区分局尚义
派出所依法查处了这起侮辱国歌案。经查，
帅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涉嫌侮辱国歌，被公安
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10 日。

8 月 13 日晚，王先生在玩电脑游戏时，发
现一个名叫“狼哥”的玩家将国歌歌词进行
篡改，并加入侮辱性词汇。王先生认为，国
歌是非常庄严的，不应肆意篡改，便及时将
此事向网警部门反映。

乱改国歌歌词，试图达到恶搞的“笑果”；
在婚丧嫁娶时请鼓乐班演奏荒腔走板的国
歌；把国歌用作广告、活动背景歌曲……此
前，社会上曾出现多种乱用国歌、对国歌不
尊重的行为。

“国歌已经立法，必须严格执法，维护法
律的威严。”漯河市公安局召陵派出所民警
严志来告诉记者，以往，有的地方出现过故
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调的行为，有的甚至在
私人办丧事时播放、奏唱国歌，极不严肃，严
重损害国家形象、伤害民族感情，但由于当
时尚未有明确的立法，公安机关打击乏力。

“国歌法使执法部门有了执法底气，以后我
们必将勇敢亮剑，维护国歌尊严。”严志来告
诉记者。

“随着国歌法的出台，维护国歌的尊严
成为公民的基本法律义务，对于国歌的教育
将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人们要学法、知
法，爱护国歌，尊重国歌，提炼和升华自己的
爱国之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张建成
说。

●●法条链接法条链接：：

国歌法第十五条：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
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
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
关处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
【侮辱国旗、国徽罪】在公众场合故意以

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侮辱国歌罪】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
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
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立法：
增加了公民的法律责任

“我觉得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国歌声响起，
需要立正，并跟着唱国歌。”周口市郸城县群众
张鑫成说。

辉县市孟庄镇第一小学校长郭英对学生们
说，无论在做什么，听到国歌后，一定要停下来，
行注目礼，那是对国歌的尊敬。

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凤凰台社
区居民王言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平常
很喜欢看新闻频道，作为一名老党员，对国歌、
国旗感情很深。他说：“国家专门制定法规来约
束人们对于国歌的奏唱，从而端正国歌在国人
心中的形象，此举很有必要。”

采访中，也有群众反映，自己身边的人在唱
国歌时有不合适的举动。郑州一家文化传媒公
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9月份公司开全体党
员大会时，公司按照规定现场奏唱国歌，部分同
事虽然起立了，但一直低头看着手机。“这是很
不合适的，国歌是庄严的，对待国歌要严肃。”他
说。

“现在国歌立法了，对待国歌不仅是个人素
养的问题，还有法律责任。”河南新动力律师事
务所律师朱广晓说，此前一些人在唱国歌时不
太庄重，出现嬉笑打闹、打电话，甚至在公开场
合“嘘国歌”等现象。国歌法出台的目的之一，
正是将国歌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要求人们重视
国歌，拥护国歌。“唱好国歌，是一种情感表达，
也是一种行为自觉。”

有些人将国歌设置为手机铃声是否违法
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武增
表示，国歌法规定，不能在不适宜的场合演奏、
使用、播放国歌，要保证国歌的尊严，维护国歌
的尊严。维护国歌尊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法条链接法条链接：：

什么场合下奏唱国歌，奏唱国歌时的正确
姿势是什么呢？国歌法规定：

第四条 在下列场合,应当奏唱国歌：(一)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的开幕、闭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会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会议的开幕、闭
幕；(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的各级代表大会等；
(三)宪法宣誓仪式；(四)升国旗仪式；(五)各级机
关举行或者组织的重大庆典、表彰、纪念仪式
等；(六)国家公祭仪式；(七)重大外交活动；(八)重
大体育赛事；(九)其他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

第五条 国家倡导公民和组织在适宜的场合
奏唱国歌，表达爱国情感。

第七条 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
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

第八条 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
商业广告，不得在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场
合使用，不得作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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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本名《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电影
《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4 年春，田汉决定
写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
儿女》。他刚完成故事梗概和主题歌歌词，就
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

1935 年 2 月，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
《风云儿女》的拍摄，不久后，有同志辗转带
来了田汉在国民党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
背面的歌词。聂耳在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完
成了曲谱初稿。1935 年 4 月，聂耳到达日本
东京后，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寄给上海电
通影片公司。《义勇军进行曲》就此诞生。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义勇
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写入宪法。

●●国歌声中
感受祖国的强大

10 月 1 日 6 点 10 分，伴随着雄壮的国
歌和第一缕晨曦，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
冉冉升起。46秒后，国旗升到杆顶。“生日
快乐!”“祖国万岁!”14.5万观礼群众的欢呼
声响成一片，万羽和平鸽展翅飞翔。

在现场的郑州市民张先生和他 10 岁
的女儿张晴雪内心激动不已。他们特意从
郑州提前两天来到北京，当日凌晨时分就
来到天安门广场周边等待，希望在广场开
放时能够早一点进入，抢到好位置，更真切
地感受升旗仪式的庄严。

“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我的祖国！”张
晴雪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升旗仪式结
束后激动地给在郑州的妈妈发微信。

10月1日早晨，东方欲晓，当五星红旗
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豫北一个小小
的村庄也第一次举行了升旗仪式。

早上 6 点多钟，武陟县大虹桥乡西小
虹村的村委广场已经聚集了很多村民，大
家手拿着国旗，静静地站立，等待着神圣的
一刻。

7点钟，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升旗手挥
动右臂划出优美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迎风展开，在朝阳的映衬下格外鲜艳。人
群中，有人偷偷拭去了激动的泪水，有人不
由自主地跟着高唱起来。

当国旗升到旗杆顶上时，人群中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为祖国 69岁生日
喝彩。

“真没想到还能在家门口看到一次升
旗仪式！”70 多岁的村民代表王朴阳激动
得有点语无伦次，“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
的生活越来越好，真的是打心底儿高兴。”

“村里第一次组织升国旗仪式，目的
是为了培养和增强村民的爱国情操。虽
然没有专业的国旗护卫队，但是大家都有
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只有祖国繁荣富强，
乡村振兴，我们农民才会更有奔头。”西小
虹村党支部书记王大国说。

10 月 1 日早上 7 点钟，郑州市民路会
廷守在家里观看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
式。

“每当看到天安门前国旗伴着万人齐
唱国歌升起，无论是在读书时，还是工作
多年后，我的眼眶里都会有泪水打转。”路
会廷说，多年来，这种爱国情怀一直在自
己的内心深处慢慢发酵，愈来愈浓。

“重大的会议、重要的庆典和各类
升旗仪式，都会奏唱国歌。国歌很庄
重，能够激发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
郑州工作的郭永飞说，唱国歌时能够
给人以力量。

“国歌作为国家精神的代表，是严
肃而厚重的。国歌声响起，总能直抵
人心，激荡出我们内心的自豪感，引领
我们前行的方向。”周口太康县纪委监
察委干部郑明磊说。

2018 年 3 月 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在雄壮
的国歌声中，全体人大代表起立，奏唱
国歌。

“在那样庄严的时刻，我内心充满
了力量，我坚信我能履行好代表的职
责，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与重托。”
来自河南的全国人大代表何红说。

何红说，工作中他一直积极、高质
量地履行代表职责，时刻注意与人民
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
的意见和要求，做到“问政于民、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

4 月 11 日，省政府举行宪法宣誓仪
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宣誓仪式正式
开始。由省政府任命的 68 名国家工作
人员，身着正装，列队面向国徽肃立。
省长陈润儿勉励新任职人员：铭记誓

言，履行承诺，自觉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做一名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信
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
当、清正廉洁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9 月 10 日，郑州大学 2018 级万余
名军训学生，在该校五星广场举行升
国旗仪式。在响亮的口号声中，国旗
护卫方队护送着五星红旗，迈着整齐
有力的步伐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
的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展开，冉
冉升起。去年，曾参加升旗仪式的刘
格同学表示，参加这种升旗仪式，场面
非常震撼，自己真心为国家的富强感
到自豪和骄傲。“升旗仪式也会提升我
们的爱国情感，激励我们努力学习，为
祖国多作贡献。”刘格说。

9 月 30 日是我国法定的烈士纪念
日，焦作市在市烈士陵园隆重举行烈士
公祭仪式。活动中，全场齐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焦作市中级法院组织 20
余名党员干警参加了公祭活动，该院机
关党委干部张玲便是其中一位。

“国歌声响起时，我抑制不住内心
的激动，瞬间泪涌……我们要继承英
烈遗志，把不怕牺牲、不惧困难、不畏
艰险的坚定信念转化为发展的动力，
不忘初心，砥砺前进，让群众在每个案
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张玲说。

国歌，流淌在共和国岁月里的歌；深
印在每个普通人心中的歌。国歌是什
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国歌是游子深深的思念，是祖国亲切
的召唤。老家在辉县市的原政伟是一名
船员，工作性质决定他经常随船出国，有
时一走便是好几个月。他在异国看到有
中国元素，会感觉分外亲切。一次，他在
异国观看奥运会，当中国选手夺冠，国歌
声响起时，心中无比澎湃自豪，眼角挂着
泪水，跟着一起唱国歌。

对于退伍军人刘琦来说，国歌就意味
着使命。1998 年，刘琦带着家人的嘱托
和自己的理想，踏进了军营，从一名地方

青年转变成一名合格的战士。新兵授衔
那天早上，刘琦把崭新的军衔佩戴在肩膀
上，国歌在耳边响起时，他的内心突然涌
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使命感：自己一定不
辱使命，保家卫国，为国家多作贡献！

国歌是直达青少年心田，引领新一
代长大的歌。10 月 8 日，郑州市管城回
族区实验小学举行升国旗仪式，学生们
身着统一校服庄严肃立，满怀激情唱响
国歌（如下图）。该校老师梁丽那说：“在
这庄严的时刻，大家都会发自内心地将国
歌唱出来。唱国歌已经成为爱国的自觉
行动，只要国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内心就
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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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每当雄壮的国歌声响起，每一位中华儿女
心中都会油然而生一股民族自豪感。国歌，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灵魂。战争
年代，奏响国歌，是催人奋进的冲锋号角，激励人们勇往直前；和平岁月，唱响国
歌，则是对新生活的最美礼赞，引领人们昂首阔步走向未来。

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69年来，人们在国歌声中感受
到了祖国的昌盛和强大，感受到了民族自豪，感受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骄
傲。国歌，已成为根植于人们心中的音符。

国歌的由来

●●庄严时刻 砥砺人们前进

●●身份不同 但爱国情怀如一

0808

2017年6月22日上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
（草案）》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由此，中
国首部国歌法终于进入立法程序。而在此之前，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指挥、解放军军乐团前团
长于海连续十年提案呼吁为国歌立法。

2017年9月1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闭幕会上，以146票赞成、1票弃
权，表决通过了国歌法。

一直以来，国歌奏唱使用总体情况较好，
但社会生活中，也存在奏唱国歌不规范、参与者举
止不得体等问题。国歌法针对实际中的突出问
题，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明确了国歌奏唱的场合；
明确了奏唱国歌时的礼仪；明确了对于侮辱国歌
行为的处罚；规定了国家要组织审定国歌标准演
奏曲谱、录制官方录音版本。

我国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制定了国旗
法和国徽法，国歌法的制定，以国家立法的形式
落实了宪法规定的国家标志制度，意义重大。
国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通过制定国歌法，
加强对国歌的宣传教育，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爱
国歌、唱国歌，对于提升公民的国家观念和爱国
意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
斗，具有重大意义。

国歌法
立法过程和意义

延伸阅读：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实施，对国歌奏唱方式、国歌使用、国歌传承等，
作出了明确规范，这意味着如何对待国歌已不仅是个人素养的问题，还有法律责任。

国歌法的出台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国歌的重要性，同时，社会各界积极践行国歌法，进行普法教育，再次
唤起人民心中的爱国情怀，让人们更好地唱国歌、敬国歌和爱国歌。

国歌法实施一周年调查

□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 郭跃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