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 7 月 9 日， 星期五。

媒体刊登的天气信息显示，那是

一个炎热的多云天，最高气温逼

近 37 摄氏度。那天，距离卢沟桥

事变刚过去两天。

上海中外文大小报不约而

同地在头版放送着中日开战的

新闻。 战争阴云压迫下，这天夜

晚，中国第一座公共园林———外

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里，一阵

阵激昂的高歌回荡苍穹：“起

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

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

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

一

歌声，缘何而来？

1937 年 7 月 9 日，《大公

报》第 16 版刊出启事：“今晚九

时，如天气适宜，工部局管弦乐

队在外滩公园举行铜乐演奏。 听

众免费入场，惟欲租用特备之座

椅者，每人纳费二角。 ”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

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已明确乐

队立队使命之一为 “在市政公

园与花园内公开表演” 。 因此，

之前该乐队曾连续多年筹划夏

季开放音乐活动，广获乐迷及普

通听众的好评。 其中，不少夏季

开放音乐活动是在老上海各公

园内露天举行的。 譬如 1934 年

8 月，每逢银行休假日，乐队便会

于当天 17 时至 18 时 30 分在兆

丰公园开演。

据 1937 年 6 月 29 日《大陆

报》消息，当年的“上海露天音

乐季” 将于 7 月 1 日盛大开启。

其间，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

将轮流在杰西菲尔德公园（今中

山公园）、 外滩公园 （今黄浦公

园）、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三

处为民众献上露天音乐会。 同一

天出版的《字林西报》登载了演

奏曲目。 依照主办方预案， 包括

《蓝色的玛祖卡》《波希米亚人》

选段等 9 首经典曲目将在外滩公

园奏响。 由此观之，7 月 9 日晚外

滩公园上演的露天音乐会， 无论

从组织形式抑或选奏曲目方面

看，其实都是一场常规活动。

然而， 两天前发生的卢沟桥

事变， 注定让 1937 年 7 月 9 日

的夜晚难以平静。

当天， 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

等 8 家单位联名发表《华北各界

救国联合会等团体为卢沟桥事

件宣言》，疾呼“最近华北形势，

一天比一天紧张，这局面直到昨

晨敌人在卢沟桥挑衅事件发生，

可以说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

了！” 同样是在这一日，中国人民

抗日红军请缨抗日，宣誓：“请授

命为抗日前驱， 与日寇决一死

战！ ”

是夜， 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

乐队那场普通的音乐会准时奏

响。 启幕不久后，演出场地周边

忽然响起了气势磅礴的《义勇军

进行曲》合唱，歌声由低渐高，继

而盖过了乐手的吹奏。

当年 7 月 23 日出版的 《星

华》 杂志刊登了见证人 “木圭

公”（化名）撰写的回忆《救亡

的歌声震动每个人的心能》。 文

章回顾：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

们’ 一阵勇壮的歌声，很激烈地

在草地上响了起来。 我……不由

自主地向着歌唱发音处前进。 到

了目的地，只见十数个血气方刚

的青年，分为二团，在草地上高

唱着救亡的歌曲……他们把《义

勇军进行曲》唱完后，接着唱了

一支《打回老家去》……不意引

起了一行西捕的注目……那位

巡捕先生，经过旁观者一度解释

后，也不制止地去了……伟大的

歌声继起 ， 观众们愈聚愈多

……”

假若放在和平年代， 高唱歌

曲打搅音乐会的确失礼。 但民族

危亡的紧要关头，爱国青年在外

滩公园传唱爱国歌曲的行动其

实是“一曲惊醒梦中人” 。

二

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

处 档 案 内 ， 一 份 编 号 为

“D-7999” 的卷宗详细记录了

巡捕房处置 1937 年 7 月 9 日外

滩公园歌声事件的始末。

档案披露，7 月 9 日当夜共

有 20 名左右唱歌群众被巡捕控

制，分批带上了两辆警车。 在经

过所谓“当场教育” 后，态度相

对温和的被捕群众得到释放，7

人则被带回巡捕房接受进一步

审查。

他们当中， 年龄最大的毛忠

康不过 25 岁， 最小的江永如仅

16 岁。他们当中有打杂谋生的店

小二， 有囊中羞涩的穷学生，有

跑前跑后求温饱的学徒，没有一

位锦衣玉食者。

正是这群生活不那么 “理

想” 的理想者，用救国歌声对抗

亡国前夜的靡靡之音，击碎了部

分人得过且过、 自我麻醉的幻

梦。 他们有的来自宁波、苏州，有

的来自广州等更远的地方，在黄

浦江畔一道唱响了中国青年救

亡图存的时代心声。

令笔者颇为动容的， 是 7 月

11 日《新闻报》报道，9 日晚 11

时，外滩公园游人散尽，突然间公

园附近的黄浦江面上又响起了嘹

亮的《打回老家去》歌声。 经查，

原来是“青年乘小艇在靠近公园

处高歌” 。7 月 18 日《社会日报》

编辑解释：“那天晚上黄浦江心

里的歌声， 是逃走的一部分朋友

雇了船重新在船上唱的。 ”

三

这 7 名青年入狱后， 舆论哗

然。

《绥远西北日报》 驻上海记

者于 7 月 10 日 0 时 54 分发出

急电：“外滩公园，9 日晚有群众

高唱救国歌，旋巡捕房派警备车

捕去青年六人。 ” 其所获数据虽

不准确，但单是“深夜急电” 这

一条，就足见记者与该报对外滩

公园一事的高度重视。 随后几日

间，诸多正义媒体相继声讨巡捕

房， 有的还痛斥 “租界欺人太

甚” ，形容此事是“救亡有罪，唱

歌被捕，上海外滩公园一幕悲愤

剧” 。

或是迫于舆论燃眉的压力，

又或因中日战事星火燎原让租

界方面嗅到了狼烟，巡捕房最终

淡化处理，分批次释放了被捕的

7 名青年， 未按抓捕档案所载计

划那般提起诉讼。7 月 23 日出版

的《电声》杂志交代了青年们的

后续：“十几个人里，有一两个立

即放出，第二天，其他几个也放

了出来，拘在那里的，仅二三人，

但是到现在，也释放了。 ”

值得注意的是，1937 年 7 月

9 日外滩公园主要歌者同出一

校。

1937 年 7 月 12 日《东方日

报》 新闻披露：“外滩公园唱救

亡歌曲之青年十余人被捕事，已

引起多方注意。 闻此次被捕青

年，均系量才补习学校学生。 ” 量

才补习学校，是近代上海传媒大

亨史量才依托 《申报》 于 1933

年设立的成人教育机构。 该校自

创办之日起，便由李公朴亲自掌

舵，很快便成为当时上海重要的

平民教育、新思想传播基地。

四

几天后的 7 月 17 日，在聂耳

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上

海爱国人士以《义勇军进行曲》

作大会结尾歌。 《电声周刊》激

情描绘：“末了是台上台下合唱

《义勇军进行曲》， 一连地唱了

三遍，高壮的歌声，也许会使在

场窃听的敌人打战！ ”

1937 年 7 月 31 日 “七君

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

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

出狱时，与前来迎接的挥舞着旗

帜的爱国人士一同高歌《义勇军

进行曲》。《立报》记者对这幕记

忆犹深，以“七先生出狱时曾高

唱《义勇军进行曲》” 为题发布

新闻。

“七君子” 出狱之际，抗战宣

传氛围转变。 公共租界工部局文

件显示，1937 年 8 月“解封” 后，

上海的抗日救国歌曲宣传活动

蓬勃发展。

1937年 10 月 6 日， 租界内

广播电台先后播放了 《义勇军

进行曲》《热血》《救国军歌》

《一日贡献国家去》《五月的鲜

花》《保卫中华》《打狼歌》《冲

锋歌》《抗敌歌》《打回老家

去》 等主题鲜明的歌曲。 11 月

13 日， 稚鸣社广播在当天播送

了 《长城谣》《救国歌》《杯酒

高歌》《大家一条心》《中国少

年》《凯旋》《暮寒衣》《新渔光

曲》《凯旋歌》 等 11 首救国歌

曲，基本覆盖了整个黄金时段的

音乐档期。

11 月 14 日， 上海 《社会日

报》感言：《义勇军进行曲》“应

该说是近一年来，最深入民间的

一支歌曲” 。 邹赜韬

全球最大规模的丁丁主题展

“丁丁与埃尔热” 正在上海当代

艺术博物馆举行，深受老少观众

的喜爱。

《丁丁历险记》第五部《蓝莲

花》让“中国张” 这一人物在欧

洲家喻户晓， 他的原型就是中国

现代雕塑艺术的奠基人之一张充

仁。他曾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却又一度被遗忘在时间中。

丁丁与“中国张”

1929年 1 月 10 日， 连环画

《丁丁历险记》在比利时的一份

报纸上连载。 主人公丁丁是一位

年轻的记者，前额上方翘起的一

缕金黄色头发是其标志性形象。

充满着冒险精神和正义感的他，

带着小狗米卢一起到世界各国

历险。 这一同情弱小、热爱和平

的形象深受全世界读者的喜爱。

《丁丁历险记》曾被译成七十余

种文字， 迄今已售出超过 3 亿

册。

“丁丁之父” 埃尔热原名乔

治·雷米， 是一位着迷于远古及

原始文明的连环画家。 在写完前

四个冒险故事后，他笔下的丁丁

来到中国，在“中国张” 的帮助

下，成功粉碎了一个国际鸦片走

私团伙的阴谋。 这位“中国张”

的原型就是中国雕塑家张充仁，

他是《丁丁历险记》中唯一真实

的人物。

来自中国的张充仁是如何走

进比利时画家埃尔热的连环画

里的呢？

1907 年，张充仁出生于上海

徐家汇， 祖籍七宝镇。 4 岁半那

年，他的母亲去世，父亲将其送

到土山湾孤儿院寄养。 14 岁时，

张充仁进入土山湾印书馆学习

摄影和制版。 在马相伯的帮助和

影响下，他开始学习书法和古典

文学。19 岁起，他正式学习油画。

年轻的张充仁在电影制片厂当

过绘景工，也在《时报》馆当过

画刊编辑。

1931 年，24 岁的张充仁赴

比利时留学。 他先是考入比利时

皇家美术学院油画高级班，翌年

转入皇家美术学院雕塑高级班。

当时，在雕塑班执教的有雕塑大

师罗丹的传人马栋教授，张充仁

十分崇拜罗丹，悉心向马栋教授

学习雕塑手法，从而获得了罗丹

的艺术真传。有一天，教授以“挂

念” 为题请同学们创作，张充仁

创作了雕塑处女作 《渔夫之

妻》，寄托对祖国的思念。

张充仁与埃尔热相识时，埃

尔热正准备创作《丁丁历险记》

的第五部。 两人年龄相仿，从小

都爱好绘画， 又都在报社工作

过，相似的经历与共同的爱好使

他们很快成了好友。

埃尔热向张充仁坦言， 自己

打算让丁丁到中国去游历，但他

找不到关于中国的最新图像和

文字资料。 在当时的大部分欧洲

民众眼中， 中国人是野蛮好斗

的，男人留着长辫子，女人缠着

小脚。张充仁告诉埃尔热：“我会

把当前中国发生的和我所知道

的、 想到的事， 一桩桩讲给你

听。 ” 此时的他感到一种沉重的

责任感，他在日记中写道：“要让

全世界知道真正的中国，这可比

我学美术更重要。 ”

张充仁和埃尔热相约， 每周

六下午一起工作，他对埃尔热详

细地讲述中国的历史和风俗、中

国人的生活状况，并讲起了中国

受到日本侵略后的处境，引导埃

尔热去了解和发现真实的中国。

两人商量好，由埃尔热编好故事

给张充仁过目，修改后由埃尔热

起草铅笔画稿，再交给张充仁修

饰。 张充仁建议，最好采用一些

中国绘画技法，为此他送了一本

《芥子园画谱》给埃尔热，教他

用毛笔来勾画线条。 埃尔热曾再

三提出， 要和张充仁一起署名，

但张充仁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

在这部名为《蓝莲花》的连

环画中，埃尔热将张充仁化身为

“中国张” ， 成为丁丁在中国的

患难之交。《蓝莲花》发表后，获

得了巨大的成功，欧美不少报纸

都进行了转载。

两位老人像孩子般哭了

当年，在赴欧洲留学的途中，

当船驶入印度洋时，九一八事变

的消息传来，张充仁独自站在船

头，向东看，祖国已望不见；向西

看， 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他拭干了不知不觉间流下的泪

水，告诉自己，唯一能报效祖国

的方式就是早日学成归国。

1935 年，张充仁婉拒了比利

时皇家美术学院挽留其加入比

利时籍的邀请，毅然踏上了回国

之路。 此时的他已凭借毕业雕塑

《玛特兰纳》一举成名，获得毕

业考试人体雕塑第一名、雕塑构

图第一名，并收获了布鲁塞尔市

政府的金质奖章。 比利时为迎接

世博会的召开，决定在著名的百

年宫屋顶上修建 4 座古希腊风

格的雕塑。 张充仁单独负责雕塑

一尊高达 4 米的马修巨像。 这是

中国雕塑家留在欧洲的第一件

城市雕塑，在世界雕塑史上书写

了精彩， 也为中国人赢得了荣

耀。

回国后，张充仁与徐悲鸿、汪

亚尘、颜文樑、朱屺瞻、周碧初等

人共同发起成立了艺术团体“默

社 ” ，意为“沉着忍默 ，实际工

作，不尚空谈” 。 不久后，“张充

仁归国展览会” 轰动沪上，蔡元

培题词：“精心果力。 ” 徐悲鸿题

词：“后起之秀、希望无穷。 ” 刘

海粟题词：“充仁兄能在大理石

上表现人类的苦闷、在颜色里表

现大自然的秘密。 ” 张充仁将自

己对生命的热爱、对正义的渴求

糅进了泥土，铸入了青铜，不仅

创作出 《恋爱与责任》《清溪》

等名作，还为引进欧洲写实雕塑

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曾先后为马

相伯、齐白石、于右任、司徒雷登

等人塑像，齐白石称赞其为“泥

塑之神手” 。

新中国成立后， 张充仁满怀

激情地制作了一尊名为《解放》

的雕塑：一位青年男子用力挣脱

捆绑在身上的绳索，身上蕴含着

罗丹式的力与美，表达了艺术家

对新中国的期望。 晚年时，他为

邓小平、茅盾、巴金、吴湖帆等人

塑像，并担任上海油画雕塑院名

誉院长。

1981 年，74 岁的张充仁重

返比利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后，埃尔热就与张充仁失去了

联系，他走遍了布鲁塞尔所有的

中国餐厅，问遍了所有能够遇到

的中国人，可始终没有张充仁的

消息。 为了寄托思念，他拿起画

笔创作了《丁丁在西藏》，讲述

了丁丁去西藏寻找“中国张” 的

故事。

时隔 46 年，当张充仁在布鲁

塞尔机场见到前来迎接的埃尔

热时，两人紧紧拥抱，久久说不

出话来， 两位老人像孩子般哭

了，当地的电视台用摄像机记录

下了这感人的一幕。 当天晚上，

比利时国家电视台还举办了一

场专题电视晚会，回忆两人当年

的合作，欧洲再一次掀起了“张

充仁热” 。 得知埃尔热已身患白

血病，张充仁特意为其做了一座

雕塑。

他为上海留下了《起来》

现代中国雕塑界曾有“北刘

南张” 之说。“北刘” 即雕塑家刘

开渠，他组织并领导了人民英雄

纪念碑浮雕的创作。 “南张” 即

张充仁， 他的雕塑可谓神形兼

备。 然而，当人们翻阅现当代雕

塑史时，发现曾经名震欧洲的张

充仁并不被许多中国人所熟知。

艺术评论家、 上海油画雕塑

院美术馆副馆长傅军告诉记者，

雕塑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

是纪念性雕塑或室外的城市雕

塑，另一类则是放置在室内雕塑

展台上的架上雕塑。 架上雕塑的

杰出代表就是法国雕塑大师罗

丹。 张充仁作为罗丹的再传弟子

马栋教授的学生，深受罗丹的影

响。 他在雕像时，追求形似与神

似的统一， 用手法代替笔触，将

塑像表现得如同油画一样厚实，

如中国水墨画一样淋漓流畅。

“张充仁先生为许多名流做

过面对面式的现场写生雕塑，这

种过硬的本领和精湛的技艺在

中国近现代雕塑史上是少见的。

然而，他的成名作比如《恋爱与

责任》等都是架上雕塑，难以走

向公共空间，客观上限制了其对

于大众的影响力。 ”

事实上， 张充仁也参与过城

市雕塑。 1950 年，他曾应征上海

人民英雄纪念塔设计图样，他与

赵深、 陈植合作的设计获第二

名。1951 年，因塔址变更，他又参

加了重新举办的上海人民英雄

纪念塔征稿，获第一名。 此后，他

参与的群雕《无产阶级革命创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 雕塑精样塑

成，石膏正稿交审。 可惜的是，这

些作品最终并没有正式问世。

1992 年，已经定居法国的张

充仁应邀回到故乡上海塑制了

聂耳像《起来》，这座位于淮海

路、复兴路路口街心花园的雕塑

成为这位雕塑家留给上海的唯

一的城市雕塑。

傅军告诉记者， 张充仁不仅

是一位优秀的雕塑家、 画家，也

是一位美术教育家。 29 岁那年，

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私人绘画、

雕塑教学工作室 “充仁画室” 。

从 1936 年创办，到 1966 年被迫

解散，在长达 30 年的时光里，他

培养了诸如哈定等一大批美术

人才。据 1947 年出版的《美术年

鉴》记载，“充仁画室” 是民国时

期历时最长、培养学生最多的私

人画室。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上

海美专 1952 年的搬离， 在上海

一时没有高等美术院校的状况

下，合肥路上的“充仁画室” 与

其他画室一起，共同承担起了为

这座城市培养美术人才的重任，

一定程度上扮演了高等美术院

校的角色。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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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外滩公园唱响《义勇军进行曲》

他是丁丁的好友，他是“中国的罗丹”

▲外滩公园音乐亭内进行的音乐会。

（资料图片）

中国雕塑家张充仁。 （资料图片）

� � � �《丁丁历险记》第五部《蓝

莲花》封面。 （资料图片）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外滩公园。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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