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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记
者罗沙、杨维汉）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2日开
始首次审议国歌法草案。草案对
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国歌标准
曲谱的审定、发布和使用，奏唱礼
仪规范以及不得奏唱、播放国歌
的场合等做出规范。

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
征和标志。草案附件中载明了国
歌的歌词和曲谱。

草案明确，国务院确定的主
管部门组织审定用于演奏的国歌
标准曲谱，录制用于播放的国歌
官方录音版本。国歌标准曲谱和
国歌官方录音版本，应当在中国
政府网上发布。

此外，草案规定，国歌列入全
日制小学一年级音乐课教材。全
日制中学、小学应当将国歌歌词
和曲谱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内容，组织学生学唱国歌。

■ 草案规定：七类场合应当奏唱国歌，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会议、闭
幕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开幕会议、闭幕会议；宪法宣誓仪式；升国旗仪
式；各级机关组织的重大庆典活动、重要表彰仪式、重大纪念仪式、国家公祭等；重大外交活动；重大体育赛
事；其他需要奏唱国歌的场合。

■ 草案规定：不得在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场
合奏唱、播放国歌。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
广告、公共场所使用的背景音乐等。

■ 草案规定：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举行升国旗仪式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
当面向国旗，着制式服装的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人民警察等人员行举手礼，其他人员行注目礼。

■ 草案规定：在公共场合，恶意修改国歌歌词或
者故意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损害国歌庄严形象
的，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

据新华社广州6月21日电（记者马晓澄 刘
羽佳）21日，由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牵头承
担的“南海及其附属岛礁海洋科学考察历史资料系
统整编”项目启动会在广州召开，这是科技部2017
年批准立项的14个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之一。

据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副所长、项目
负责人龙丽娟介绍，该项目将系统收集和电子化
整编我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在南海及其
附属岛礁开展大型海洋科学考察所取得的珍贵数
据和史料。通过近六十年科考资料的比对、分析
和研究，全面系统掌握南海及其诸岛的资源、环境
及变动状况。

该项目下设7个课题，我国10家科研院所及
高校共193名科研骨干参加课题组，涵盖海洋生
物、生态、渔业资源、地质、化学、物理以及信息地
理学等专业领域。同时聘请离退休老一辈科考队
员协助指导、“记忆恢复”访谈，保障整编数据的可
靠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南海及其附属岛礁海洋科学
考察历史资料系统整编启动

据新华社杭州6月22日电（记者岳德亮）在
22日召开的全国“互联网＋人社”推进座谈会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人表示，9月底前基本
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随着城镇化加快发展，各类参保人员在城乡
间、区域间加速流动，异地安置、异地居住、异地工作
更为普遍，加之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群众异地就医需
求呈快速上升态势，异地就医结算问题日益突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在全国推进
医保信息联网，实现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作为基础支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在推
进社会保障卡的普及和应用，增强线上支付能力，
力争尽快实现全国社会保障一卡通。

人社部：

9月底前基本实现跨省
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据新华社济南6月22日电（记者萧海川）记
者从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获悉，我国下一代神
威E级原型机日前在山东济南开工建设，这一原
型机计划2018年6月竣工投用。

记者了解到，神威原型机属于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E级计算机关键技术验证系统”项目，正由国家
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国家超级计算济南
中心共同研制推进，并落户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表示，神威E级计算
机将拥有每秒百亿亿次的数学运算能力，性能将
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高出8倍。目前，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国家超级计算
济南中心正联合申请神威E级计算机。一旦获
批，这一型号超级计算机有望2020年落户山东。

下一代超算原型机
在济南开工建设

性能将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
计算机高出8倍

据新华社杭州6月22日电（记者岳德亮、黄
筱）杭州市上城区蓝色钱江公寓2幢22日发生火
情，火灾中4名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高楼火灾
如何逃生？消防专家表示，高楼发生火灾时，不论
起火点在哪，都要沿着消防通道迅速往楼下跑。

温州市消防支队参谋余根玲说，高楼一旦失
火，火势蔓延快、疏散困难和扑救难度大，后果非常
严重。因此，高楼一旦发生火灾，及时逃生是第一
选择。要尽量往下跑，嘴鼻要捂牢，身上要淋湿。

消防专家还提醒，身处火场，必须分秒必争逃
生，绝不要贪恋财物。在火场灼热的环境中，金属
首饰会迅速吸收热量，瞬间变得滚烫，来不及摘下
的话也会引发烫伤。

杭州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
4人死亡

这是南海神狐海域试采平台（6月21日摄）。
我国南海海域可燃冰试采目前已连续试采达

6周，累计产量超过23万立方米，其间经受台风
“苗柏”考验的我国可燃冰试采工程取得超预期的
突破。 新华社发（黄国保 摄）

6周23万立方米：

我国南海可燃冰试采刷新记录

关注国歌法草案

国歌法草案首次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

七类场合应当奏唱国歌

维护国歌的
严肃性神圣性

22日，国歌法草案首次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可以期待，
国歌将与国旗、国徽一道，有专门
法律予以保护，明确使用规范。

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一
个国家的象征。我国宪法明确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
军进行曲》。通过立法维护国歌
尊严，规范国歌奏唱、播放和使
用，引导公众遵法而行，这是落实
宪法规定的具体举措，是维护国
歌严肃性和神圣性的必然要求。

国歌立法，有助于弘扬中华
民族伟大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更好地引导全社
会养浩然正气、聚万众之心。

国歌立法，是家国情怀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的激荡，激励中国
人民不忘初心，励精图治。国歌，
国史的见证，民族的心声。诞生
于抗日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
曲》，一经问世就传遍大江南北，
无数中华儿女高唱着这支战歌，
舍身报国奋勇杀敌，赢得民族独
立，此曲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歌。

国歌立法，将使全国人民高扬
起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为中华民族
复兴伟业团结一心、奋勇前进。在
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义勇军
进行曲》的铿锵旋律响起，就会在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引发共鸣，激发
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记者徐扬 杨维汉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 草案规定：奏唱国歌，应当按照本法规定的歌词和曲谱，不得修改国歌歌词，不得采取损害国歌尊
严、影响国家形象的奏唱形式。

注重国歌的
严肃性和
权威性

A

不得以
歪曲、贬损方式
奏唱国歌

B

唱响国歌
——聚焦国歌的正确奏唱方式

22 日，国歌法
草案首次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标
志着我国国歌立法
进入关键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象征和标
志。一切公民和组
织，都应当尊重国
歌，维护国歌的尊
严”……制定一部专
门的国歌法，将有效
增强国歌奏唱的严
肃性和规范性，激励
全体人民共同唱响
国歌最强音，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奋斗。

校园里，孩子们三三两两经过操场
走向教室，国歌突然响起，所有孩子们
都自发停下脚步肃立……日前，这样一
段视频红遍网络，无数网友为之动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任沈春耀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关于国歌法草案的说明时表示，多
年来，国歌所承载的爱国情怀、忧患意
识和奋勇前行的民族精神深入人心。
但实际生活中也存在奏唱国歌不规
范、参与者举止不得体等问题。

国歌法草案规定，奏唱国歌时，
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举行

升国旗仪式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
当面向国旗，着制式服装的现役军
人、人民武装警察、人民警察等人员
行举手礼，其他人员行注目礼。

80多年前，《义勇军进行曲》在抗
日烽火中诞生，它是上世纪三十年代
中期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由田
汉作词、聂耳作曲，不仅是一个民族
不屈服外侮的怒吼，更激发出每个中
国人为梦想奋斗的壮志豪情。每一
个音符，每一句歌词中，都饱含着砥
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国歌阐释的是誓死不当亡国奴

的民族自尊品格，是共赴国难的民族
团结意识，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民
族自强信念，是坚持正义慷慨赴死的
民族奉献精神。”辽宁社会科学院历
史所研究员张洁说。

上海市杨浦区文化局局长金雪
萍表示，国歌法草案规定不得修改国
歌歌词，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
现实意义，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醒，
也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结晶的
崇高敬意。草案中对于如何正确应
用国歌的具体规定，对社会公众兼具
教育、引导以及惩戒等多重作用。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重整
河山到走向复兴，《义勇军进行曲》始
终有着无可替代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
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
为国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铿锵有力的词句、雄壮激昂的旋
律，国歌早已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广为传唱。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
规定，近年来国歌不时被随意用于各
式各样的场合，甚至出现将国歌商业
化利用和炒作的现象。

“有的商业营销、婚丧庆悼活动
中随意播放国歌，有的人用国歌做低

俗游戏的背景音乐……”今年5月底
召开的全国政协“坚定文化自信，讲
好中国故事”专题协商会上，全国政
协委员于海述说当前社会上出现的
奏唱国歌不严肃、不规范的问题。

对此，国歌法草案明确了不得奏
唱和播放国歌的场合。草案规定，不
得在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
奏唱、播放国歌。国歌不得用于或者
变相用于商标、广告、公共场所使用
的背景音乐等。

“国歌的背后是国格，体现的是
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于海认为，要
以国歌立法为契机，加强教育、引导，
教育全社会敬畏国歌。

草案同时明确规定了七类场合
应当奏唱国歌，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会
议、闭幕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开幕会
议、闭幕会议；宪法宣誓仪式；升国旗
仪式；各级机关组织的重大庆典活
动、重要表彰仪式、重大纪念仪式、国
家公祭等；重大外交活动；重大体育
赛事；其他需要奏唱国歌的场合。

金雪萍说，国歌法草案对奏唱国歌
的场合作出规定，就是要对国歌相关行
为“立规矩”，减少随意使用国歌的行为，
以法律的形式捍卫国歌的神圣与尊严。

不少法学专家都表示，国歌立法
的主导思想是宣传国歌、鼓励公民唱
国歌，因此草案中并无太多的禁止性
规定，以免使公众无所适从，影响公
民唱国歌的积极性。

明确奏唱场合，捍卫国歌的神圣与尊严

国歌，是鼓舞人民奋勇前进的强
劲旋律，更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
活教材。

“当下，有的中小学生不知道国
歌的词曲作者，不能准确写出国歌歌
词，不能整齐、洪亮、严肃地唱响国
歌，这些现象折射出国歌教育的缺
失。”于海说。

国歌法草案规定，国歌列入全日
制小学一年级音乐课教材。全日制
中学、小学应当将国歌歌词和曲谱作
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学
生学唱国歌。

于海表示，要引导广大青少年认

识国歌的音乐美、文化美、思想美，感
受国歌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和伟大精
神，树立高唱国歌的自信。

“将国歌纳入正规教育而非简单口
口传唱，更具仪式感和庄重感。通过音
乐教育，能让儿童更好地理解国歌的内
涵与意义，培育爱国情操。”金雪萍说。

沈春耀说，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的决议》时发布了国歌的曲谱（旋律
谱）。但长期以来，我国未发布标明配
器、奏唱速度和力度的国歌标准曲谱，
未发布用于播放的国歌官方录音版本。

对此，草案对国歌标准曲谱作出

规定：“国务院确定的主管部门组织
审定用于演奏的国歌标准曲谱，录制
用于播放的国歌官方录音版本。国
歌标准曲谱和国歌官方录音版本，应
当在中国政府网上发布。”

中国田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郭超说，国歌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
象征。国歌立法，突出了弘扬民族精
神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广大青
少年学生的教育意义重大，有助于引
导青少年了解国家民族历史，更好地
投身民族复兴伟业。

记者罗沙 杨维汉 刘奕湛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国歌响起，我们应该保持怎样的“姿势”？

国歌立法，保护的不仅是一首歌

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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