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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梁思成梁思成梁思成、、、、林徽音与国徽设计林徽音与国徽设计林徽音与国徽设计林徽音与国徽设计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秦佑国 

 

 国徽是在1950年9月2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公布的： 

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 

此  令 

主席   毛泽东 

1950 年 9月 20 日 

同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说明》全文如下： 

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国旗国旗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

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

中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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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具有强烈中国传统特色和民族艺术风格，极好地体现了新中国政权特征，

庄严富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达到了政治含义和艺术造型的完美结合，体现了设

计者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艺术水平。而它的产生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1949 年 6 月 15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会议决定设立 6

个工作小组，其中第 6 小组的任务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

案。组长是马叙伦。 

7 月 9 日第 6 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国旗、国徽评委会 8 人：翦伯赞、

蔡畅、李立三、叶剑英、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 

7 月 10 日政协筹备会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向全国征集

方案，截止日期为当年 8 月 20 日。对国徽提出的设计要求：“(甲)中国特征；(乙)

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8 月 5 日第 6 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会上对一个 18 人的专家名单进行了讨论，

最后聘请徐悲鸿、梁思成梁思成梁思成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初选委员会顾问初选委员会顾问初选委员会顾问。 

梁思成先生此后即以“初选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参加政协第 6 小组关于国徽的

历次会议。 

8 月 20 日截止日期到达，共征得“国旗一千五百件，国徽几十件，国歌二百件

左右”(马叙伦语)。 

8 月 22 日召开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于应征的国徽方案，大家都

表示不满意： 

马叙伦：国徽怎么办? 

郑振铎：现在一个都没有(指好的而言)。 

马叙伦：我们就连国徽参考图样都提不出吗? 

张奚若、郑振铎：我们说都要不得。 

梁思成：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汉唐有很多东西可供参考。 

沈雁冰、徐悲鸿：这个徽上的朱雀也很好看。 

郑振铎：椭圆比圆的好看，应该有字(指国徽底部带字的一张)。 

马叙伦：今天我们提出哪几张作参考? 

(主席照大家评论的几张收集起来)(会后计数初选结果共四幅) 

梁思成先生第一次参加有关国徽设计的会议，就明确提出：“在国徽上一定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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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 

8 月 24 日第 6 小组举行第三次会议。关于国徽，会议最后决定：“因收到的作品

太少，且也无可采用的，已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 

9 月 14 日第 6 小组举行第四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国旗国徽设计的意见：“国

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会上选出国旗图案第 17 号与第 11

号之修改及国徽图案两张提供常委会参考。 

9 月 25 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协商国旗、国徽、国歌等问

题，梁思成应邀参加。毛泽东赞成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

关于国徽大家发言都对初选的图案不满意。毛泽东最后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

可慢一步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知道：公开征集未得到满意的国徽图案，8 月 24 日以后有一

个“专家”“小组”在另行设计国徽图案，但所提供的方案初选没有通过。这个小组

就是张仃和钟灵。 

政协档案馆现存有一份文件，封面字样是“国徽图案参考资料  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筹备会编印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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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应征图案候选修正图案说明》，摘录如下： 

甲、设计含义总说 

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像一个太阳一样，在东方升起。 

这一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与文化的伟大古国，在共产主义的光芒照射之下，获得

了解放。…… 

乙、纹样含义详解 

(一)齿轮，嘉禾（本文作者评注：只有麦子，没有水稻，因为苏联没有水稻。）

的结合，代表工农联盟…… 

(二)衬景及五角红星（本文作者评注：是“五角红星”，不是“五星”——五颗

星）），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及共产主义的光芒普照全球。…… 

(三)地球上面将我国版图显露出来，表现了我国特征—地域辽阔广大。…… 

设计者：张仃、钟灵 

 

张仃、仲灵共设计了 5个相似的图案，现仍收存在政协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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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5 个图案与张仃此前设计的政协会徽相似，且与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

家的国徽相似。 

张仃设计的政协会徽 

 

苏联及加盟共和国的国徽 

 

194919491949194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国歌、

纪年 4个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决定决定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 

清华大学营建系林徽音林徽音林徽音林徽音、、、、莫宗江莫宗江莫宗江莫宗江等在 1949 年 10 月 23 日提交了一个国徽图案和

《拟制国徽图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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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徽音等 1949 年 10 月 30 日方案 

林徽音等，《拟制国徽图案说明》 

《说明》全文如下： 

拟制国徽图案说明 

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

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

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样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色组绶穿瑗为结束。颜

色用金、玉、红三色。 



 7 

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品。《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

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 

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璧上浅雕卷

草花纹为地，是采用唐代卷草的样式。国名字体用汉八分书，金色。 

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这

三种母题都是中国传统艺术里所未有的。不过汉镜中有    形的弧纹，与齿纹略似，

所以作为齿轮，用在相同的地位上。汉镜中心常有四瓣的钮，本图案则作成五角的

大星；汉镜上常用小粒的“乳”，小五角星也是“乳”的变形。全部作成镜形，以象

征光明。嘉禾抱着璧的两侧，缀以红绶。红色象征革命。红绶穿过小瑗的孔成一个

结，象征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红绶和绶结所采用的褶皱样式是南北朝造象上所常见

的风格，不是西洋系统的缎带结之类。设计人在本图案里尽量地采用了中国数千年

艺术的传统，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同时努力将象征新民主主义中国政权的新母

题配合，求其由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图案；颜色仅用金、玉、红三色；目

的在求其形成一个庄严重典雅而不浮跨不艳俗的图案，以表示中国新旧文化之继续

与调和，是否差强达到这目的，是要请求指示批评的。 

这个图案无论用彩色，单色，或做成浮雕，都是适用的。 

这只是一幅草图，若蒙核准采纳，当即绘成放大的准确详细的正式彩色图、墨

线详图和一个浮雕模型呈阅。 

林徽音  雕饰学教授，做中国建筑的研究 

莫宗江  雕饰学教授，做中国建筑的研究 

集体设计 

参加技术意见者    邓以蛰  中国美术史教授 

王  逊  工艺史教授 

高  庄  雕塑教授 

梁思成  中国雕塑史教授，做中国建筑的研究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这个方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且“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

也应用在后来的国徽中，用玉璧的造型已具备了后来国徽是浮雕而不是一幅图画的

特征。而国徽图案要体现“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和“民族文化”与“新母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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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出新的图案”是梁思成和林徽音先生始终坚持和追求的。 

新中国成立后，被某些人称为“从延安时期起就作为党内第一设计专家的张仃”，

参加了“五人接管小组”，“接管了旧国立北平艺专，其后，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他

担任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张仃带领中央美院的国徽设计小组(其中有周令钊先

生)又做了一个方案。 

1950 年 6 月 1 日马叙伦给全国政协常委会的报告中关于国徽设计的文字如下： 

现在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又据专家参加原来选出

比较可供选择的五种国徽图案，另外拟制了两种，其中一种，仍然取法原来五种造

意，而于形式上略加变更。另补一种则造意略有不同，着重于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

现将这两种新拟的图案，连同原来的五种，一并送请审核并请提出(交)全国委员会

全体作最后决定。 

附送国徽图案七种，                                    召集人   马叙伦 

1950 年 6 月 1 日 

报告中的国徽图案七种中，“原来选出”的五种是上面提到的张仃、钟灵设计的

五个图案，“着重于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的是林徽音、莫宗江的方案，而“仍然取

法原来五种造意，而于形式上略加变更”的应该是张仃、周令钊等设计的另一个图

案。遗憾的是在全国政协档案处现藏的国徽设计图稿中，未找到这个图案。但有档

案可以映证，这个图案外圈与张仃、钟灵设计的五个图案相似，是“仿（政协）会

徽形式”的，而中间是一个彩色的斜透视的写实的天安门图形。 

1950 年 6 月 21 日马叙伦、沈雁冰的《国徽审查组报告》中写道： 

计得有仿政协会徽拟制的五个图案，亦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一

个图案，另有以民族形式拟制的两个图案，一并送请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定。 

1950 年 6 月 11 日国徽小组会上，张奚若发言中较为仔细地谈到这个方案： 

昨天我参加第五次常务会议，感觉天安门这个图式中的屋檐阴影可用绿色，房

子是一种斜纹式。但是有人批评它象日本房子，似乎有点像唐朝的建筑物，其原因

由于斜式与斜仪(原文如此)到什么程度，是否太多?调和否，其次从房子本身来说不

是天安门，而是唐朝式。后来我与周总理谈过后，认为采取上述图样房子是必再加

以修改的。有人认为上面一条太长，而下面的蓝色与红色的颜色配合是不一定适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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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6 月 10 日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讨论了第 6 小组送审的七个国徽图案，

在 6月 11日下午四点国徽小组会议上，首先是马叙伦传达了政协常委会的审议情况： 

关于国徽这件工作我们筹备时间相当长久，曾交大会审查未获得适当解决。我

想在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能获得解决的。不过

前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议议决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其次里边设计过程可让他们

作报告。 

接着就是张奚若讲了上面的那段话，介绍了常务会讨论的情况。 

在张奚若发言后，梁思成发言，对这个“采用天安门式”的方案发表了意见： 

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

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传统精神，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

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采取用采取用采取用天天天天

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本文作者评注：是“天安门式式式式”。）最好的是要用传统

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同时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即是看起来好像一

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又在技术方面：a.纸用颜色印，b.白

纸上的颜色要相配、均匀，c.要做一个大使馆门前雕塑，将在雕塑上不易处理，要

想把国徽上每种颜色、形状表现出来是不容易的，d.这个国徽将来对于雕刻者是一

个艰巨工作。由于以上这几点意见贡献这次通过决议案(天安门为中华人民共国国徽)

的国徽图形上修改的意见。 

随后张奚若、沈雁冰发言，表示赞成国徽采用天安门图形。张奚若说： 

我今天所谈的仅把设计过程谈谈。我个人感觉用天安门是可以的，从其内容上

来说：它代表中国五四革命运动的意义，同时亦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地，…… 

（本文作者评注：请注意此话是张奚若所说，不是张仃所说。） 

沈雁冰说： 

我听到很多人对国徽有分歧意见的，我们理想的国徽是代表着工农联盟的斗争

精神以及物产领土等方面，倘若把古代方式添上去有许多不适当的，其次民族意识

亦用什么东西来代表，……我对采取天安门图形表示同意，因为他是代表中国五四

运动与新中国诞生之地，以及每次大会在那里召集的。最好是里边不要写“中华人

民共和国”几个字，看起来有点太俗了。 

会议最后会议最后会议最后会议最后““““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形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形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形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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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此，如果国徽方案由张仃等一家自己修改完成，历史就简单了，但恐怕

也就不会得到现在国徽这样完美的形象了。 

6 月 11 日下午国徽小组会议后，周恩来约请了梁思成先生。这件事可从 6 月 15

日晚召开的“全委会第二次会议国徽组第一次会议” 的会议记录中知道, 会议记录

全文如下： 

全委会第二次会议国徽组第一次会议记录 

时间：六月十五日下午八时 

地点：全委会后花厅 

出席人：马叙伦  张奚若  沈雁冰  郑振铎  陈嘉庚  李四光 

张 冲   田 汉   梁思成  周恩来 

主席：马叙伦                          记录：万仲寅 

梁思成报告：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

清华营建系的几位同人，共同讨论研究，我们认为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大使

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他必须庄严稳重。因此，我们的基本看法是： 

(1)国徽不能像风景画  国徽与图画必须要分开，而两者之间有一种可称之为图

案。我们任务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而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外加一圈，若如

此则失去国徽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天安门为主体, 须把他程式化，而使他不是风景

画。 

(2)国徽不能象商标  国徽与国旗不同，国旗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挂的，但国徽主

要是驻国外的大使馆悬挂，绝不能让他成为商标，有轻率之感。 

(3)国徽必须庄严  欧洲十七八世纪的画家开始用花花带子，有飘飘然之感。我

们认为国徽必然是庄严的，所以我们避免用飘带，免得不庄严。至于处理的技术，

我们是采用民族形式的。 

田汉：梁先生最要避免的是国徽成为风景画，但也不必太避免。我认为最要考

虑的是人民的情绪，那一种适合人民的情绪，人民就最爱他，他就是最好的。张仃

先生设计的与梁先生设计的颇有出入，他们两方面意见不同，非常重要。梁先生的

离我们远些，张先生的离我们近些，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位的意见需要统一起来。 

讨论决定讨论决定讨论决定讨论决定：：：：    

将梁先生设计梁先生设计梁先生设计梁先生设计（本文作者评注：是“设计”，不是你创意，我图纸成稿。）的国徽的国徽的国徽的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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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散会） 

张仃等人在 6月 15 日也提交了他们的修改方案， 

张仃等 6 月 15 日的方案，天安门从斜透

视改为正立面，但时间匆忙，立面上画了 10 开间（中间 1间，左侧 4间，右侧 5 间） 

 

 张仃等，《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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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设计说明书如下： 

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 

设计含义 

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本文作者

评注：是“五角金星”，不是“五星”——五颗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 

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像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 

三、天安门— 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

强、英雄祖国的象征。（本文作者评注：未见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的话） 

附设计人意见书 

在国徽草案设计过程中，因清华大学梁思成诸先生亦在进行设计，为互相充实

设计内容与表现形式，故一度交换意见，对梁先生之设计理想，颇表钦佩，我们的

设计接受了梁先生很多宝贵意见，但与梁先生意见相左部分，仍加保留，故附上意

见书，作为补充说明： 

一、关于主题处理问题： 

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

力避画成一张风景画片，要变成次要装饰。 

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

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

因形式而害主题。 

二、关于写实手法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 

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加工过分

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譬如群众要求的

嘉禾式样是非常现实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闪闪，颗粒累累，倘仅从形式上

追求，无论自出汉砖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的，写实

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三、关于承继美术历史传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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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 

设计人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

我们应该承继能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这是原则。更重要的：不是

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倾古人，而是“推陈出新”。 

梁先生认为：国徽中彩带仿六朝石刻为高古，唐带就火气重了。 

设计人认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场合，有些六朝石

刻佛像彩带，表现静止，确是精构，倘用在国徽中，就太静止了，而唐之吴带是运

动的，所谓“吴带当风”，国徽彩带采用这样精神，正适应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四、关于色彩运用问题： 

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

主要采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

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多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尤其厌群青

色，但不可改为西洋普蓝，及孔雀蓝，否则中国气味全失，且与朱金不和。)实则文

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

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的色彩，其次非有强烈色彩，不适合装饰于中

国建筑上，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趣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

使国徽产生壮丽常皇印象。 

设计者：张仃 

提供技术意见者：张光宇  周令钊 

助理绘画者：曹肇基 

通讯处：中央美术学院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五日 

1950 年 6 月 10 至 6 月 15 日这 6 天的历史真实在上述档案文件中反映得清清楚

楚，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却被张仃本人及其他一些人大肆渲染成，张仃和梁思成关

于国徽中是否采用天安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说张仃认为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发源

地，是新中国宣布诞生的地方，而梁思成则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他

们把此炒得沸沸扬扬，到处散布,《中华读书报》1998 年 2 月 6 日整版文章，12 月

19 日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对张仃的采访等等，目的就是一个，把整个国徽设计

就集中到是否采用天安门这一点上集中到是否采用天安门这一点上集中到是否采用天安门这一点上集中到是否采用天安门这一点上，抬高张仃，贬低梁思成，进而说现在国徽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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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者(有的叫做“主体创意”者)是张仃，而梁思成等只是按照张仃的创意制图，是

“图纸成稿”，高庄是“模型定型”。 

然而档案纪录的历史事实是，在 6 月 10 日政协常委会“议决采取国徽为天安门

图案”后的第二天 6 月 11 日下午，梁思成作为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参加国徽小组会

议发言讲了对所选方案的意见的那一段话，会议最后：“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形”，

晚上周恩来“提示”梁先生“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梁先生接受了。

哪里表明和哪有时间梁思成和张仃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呢?而且把张奚若把张奚若把张奚若把张奚若 6666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同

意采用天安门图形的话的话的话的话“它代表中国五四革命运动的意义，同时亦代表中华人民共

和国诞生地”变成了张仃的话变成了张仃的话变成了张仃的话变成了张仃的话。要知道张仃在张仃在张仃在张仃在 6666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提交的《国徽应征图案含义》

中对天安门图形的解释还是：“天安门 — 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

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哪里有哪里有哪里有哪里有““““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新中国诞生新中国诞生新中国诞生新中国诞生””””

的字眼呢的字眼呢的字眼呢的字眼呢????    

至于说梁思成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怎么把封建皇权的象征变成人民

政权的一种象征呢?他没有想到这一点”，那是 1993199319931993 年年年年梁思成、林徽音的儿子梁从诫梁从诫梁从诫梁从诫

先生的话，他在 1950 年还是个中学生，这些话只能是梁从诫先生几十年后想当然的

推想。张仃是 1950 年 6 月 11 日国徽小组会议的参加者，他应该知道梁思成在会上

讲了什么，怎么可以把会上张奚若的话变成自己的话，把几十年后梁从诫的话变成

梁思成的话，在电视上侃侃而谈呢！我们却可以举出一个反证，证明梁思成先生当

时不会这样来认识天安门。195019501950195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出版的《新建设》，发表了梁思成梁思成梁思成梁思成的文章

《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文中写道： 

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天安门上由毛主席昭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天安门上由毛主席昭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天安门上由毛主席昭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天安门上由毛主席昭告

全世界的全世界的全世界的全世界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建筑传统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造出来

的杰作。 

梁思成和张仃的争论和分歧是什么呢梁思成和张仃的争论和分歧是什么呢梁思成和张仃的争论和分歧是什么呢梁思成和张仃的争论和分歧是什么呢????主要是在国徽的艺术要求和艺术形式上主要是在国徽的艺术要求和艺术形式上主要是在国徽的艺术要求和艺术形式上主要是在国徽的艺术要求和艺术形式上。

梁先生说：“采取用天安门式式式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这是几十年后被一些人揪住不

放的一句话)，也是从“式式式式”上面讲的。张仃等在 6 月 15 日的《图案说明书》中也

是说：“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种建筑物，不宜作国徽中的构成物，图式化困难”。

这里没有牵扯到任何有关天安门的政治象征问题。比较一下梁思成先生 6月 15 日的

报告和同一天张仃提交的设计说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在对国徽的艺术要求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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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处理上是存在明显分歧的。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稍具艺术鉴赏力的人，只要把

上述历史文件读一遍，再把 6 月 15 日张仃等提交的方案和清华大学营建系 6 月 17

日提交的方案比较一下，一定会判断出两者艺术水准的分野。 

6 月 17 日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在梁思成、林徽音的领导下提交了设计

方案和《国徽设计说明书》， 

 清华大学营建学系 1950 年 6 月 17 日方案 

清华大学营建学系 1950 年 6 月 17 日

的《国徽设计说明书》 



 16 

 

说明书如下： 

国徽设计说明书 

设计人：国立清华大学营建学系 

一、我们的了解是： 

国徽不是寻常的图案花纹，它的内容的题材，除象征的几何形外，虽然也可以采

用任何实物的形象，但在处理方法上，是要强调这实物的象征意义的。所以不注重

写实，而注重实物的形象的简单轮廓，强调它的含义而象征化。 

它的整体，无论是几件象征的实物，或几何形线纹的综合，必须组成一个容易辨

认的、明确的形状。 

这次的设计是以全国委员会国徽小组讨论所决定采用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主要内容之主要内容之主要内容之

一一一一而设计的。 

    因为天安门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物，而它前面还有石桥、华表等许多复杂

的实物，所以处理它的技术很需要考虑，掌握象征化的原则，必然： 

(一)极力避免画面化，不要使它成为一幅风景画，这就要避免深度透视的应用，

并避免写真的色彩。 

(二)一切需图案化、象征化。象征主题内容的天安门，同其他象征的实物的画法

的繁简必须约略相同，相互组成一个图案。 

二、这个图案的象征意义 

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

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

国国国国。（本文作者评注：是清华的设计说明这么说的，而张仃的设计说明没有如此说，

怎么几十年后，被张仃给颠倒过来了。）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

血牺牲。底下正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本文作者评注：清华是有稻

有麦，而张仃方案只是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空前巩固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

就这样，以五种简单实物的形象，藉红色丝结的联系，组成一个新中国的国徽。 

在处理方法上，强调五星与天安门在比例上的关系强调五星与天安门在比例上的关系强调五星与天安门在比例上的关系强调五星与天安门在比例上的关系，是因为这样可以给人强烈的

新中国的印象，收到全面含义的效果，为了同一原因，用纯金色浮雕的手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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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省略了繁琐的细节与色彩，为使天安门象征化，而更适合于国徽的体裁。

红色描金，是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手法，兼有华丽与庄严的效果，采用作为国徽的

色彩，是为中国劳动人民所爱好，并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七日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尽管政协常委议决“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要求国徽以

天安门为主体来设计，但清华的方案却是，“采用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一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一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一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一而设计

的”，“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天安门在这里只是主要内

容“之一”，不是“唯一”，而且不是“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是是是是““““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国旗上的金色五星””””。方

案中天安门图形并不像张仃的方案那样撑满整个画面作为唯一的“主体”，而是“强

调五星与天安门在比例上的关系”，把一个正立面的、程式化的、浮雕式的天安门置天安门置天安门置天安门置

于国旗的五颗金星之下于国旗的五颗金星之下于国旗的五颗金星之下于国旗的五颗金星之下，只占画面的三分之一不到。把国旗上的五颗金星引入国徽

图案是林徽音先生 1949 年 10 月 23 日的国徽方案中首创的。国徽采用金红两色浮雕

造型，极富中国特色。红的底色配上五颗金星，正是一面满天空的五星红旗，这一

点设计人开始也未意识到，而是被参加国徽评审会议的李四光先生一语道破的。用用用用

国旗以及国旗映照下的天安门来表达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国旗以及国旗映照下的天安门来表达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国旗以及国旗映照下的天安门来表达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国旗以及国旗映照下的天安门来表达新中国的政权特征显然比只用天安门要好得

多。这是梁思成、林徽音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组对国徽设计的最大贡献，

也是国徽主题的最重要的创意是国徽主题的最重要的创意是国徽主题的最重要的创意是国徽主题的最重要的创意。 

政协第 6 小组在 1950 年 6 月 21 日呈送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国徽审查

组报告》中写道，报送的国徽图案“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本文作者评注：

政协也改变了，从“以天安门为主体”改为“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1950

年 9 月 20 日毛泽东主席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说明》公布“国徽的内容

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两者都是把国旗作为国徽内容的首位。 

张仃先生(也许是周令钊先生)率先提出国徽中采用天安门图形，并被政协常委会

接受，是历史的事实，应该加以肯定。但国徽设计决不仅仅是一个要不要天安门的

问题，国徽最终采用了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方案，也是历史的事实。 

清华大学营建系5月17日报送的方案显然比张仃等5月15日提交的方案胜出一

筹，国徽审查小组多数人“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第 6 小组副组长沈雁冰的《国徽

审查小组报告》显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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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徽审查小组报告                     沈雁冰 

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金朱两色、天安门、五星)者，计有：张奚若、郑振铎、廖

承志、蔡畅、邵力子、陈嘉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赞成此图之原始草样)。 

邵力子于赞成该图样时，提一意见，主张把梁的原始草样之一与此次改定之样综

合起来，使此改定样的天安门更像真些。 

赞成的理由：梁图庄严，艺术结构完整而统一，(邵力子说张图美丽而梁图庄严)。 

田汉、马夷老，说两者各有所长。 

马先生对于梁图，认为天安门用金色，与今日之为红色者不符，与革命的意义上

有所不足。 

关于梁图之天安门改色一层，小组会上有过研究，廖承志且以色纸比附，结果认

为红地金色有些庄严感，配以或杂以他色，皆将弄成非驴非马。 

雁冰曾询在组以外见过此两图者之意见，或言张图美丽，或言梁图完整，而觉得

两图都不理想。 

在年长的一辈人中间，对于张图意见较多，对于梁图意见较少。 

报告呈上，请尊决。 

决定性的日子是 1950 年 6 月 2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此时正在召开，全委会在 6 月 20 日召开国徽审查会议。出席人有：沈雁冰、

张奚若、邵力子、马叙伦、李四光、张冲、陈嘉庚、郑振铎、蔡畅、邢西萍、周恩

来、欧阳予倩，缺席人有：翦伯赞、钱三强、张澜、马寅初、梁思成、叶剑英、郭

沫若、田汉、李立三。列席人：朱畅中。梁思成因病未能参加，派当时任营建系秘

书的朱畅中前往。 

会议厅内摆放着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组和中央美术学院张仃领导的设计组

的多个送审方案，周恩来总理和到会成员进行了评审。 

 左起第一人是朱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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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第二图当选。政协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如下： 

沈雁冰(主席)： 

上次小组讨论的时候，大家都同意第二图，不过还须把上面五星改小一点。虽然

第二，第六两图都有天安门，但是颜色花绿，不够庄严，请大家再讨论一下。 

(一)通过图样之意见： 

第二图在艺术上非常成熟，结构完整而统一，较第一图门洞显明，较第六图庄严。

(郑振铎  张奚若  沈雁冰) 

图下面带子联结一起，象征着工农团结(周恩来)。 

印时用金色和红色，若用黄色和红色则不够美观，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点，

第六图红红绿绿，虽然明朗，不够庄严。(马叙伦  周恩来)。 

天安门旁的一排小栏干可以不要，因这样显着太琐碎，不够大方，稻子也显的(得)

不整齐。(张奚若  郑振铎) 

最后周恩来委员提意(议)写一个解释书，将第二图拿到会场。使大家脑子内有个

印象，然后印发图样，以便表决时，看得更清楚一些。 

全体组员均同意此意见。 

（二）、关于褒奖问题 

马叙伦： 

国旗、国歌、国徽都曾登报征求图案，投稿人态度都很认真，全委会对他们应有

奖励，现已拟定一褒奖办法，现在报告如下： 

1.第一等：除由政务院发给奖历(状)外，并奖给人民币一千万元，政协纪念册一

本。 

2.第二等：由全委会或政务院给予谢信外，并奖给五百万元，政协纪念册一本。 

3.第三等：国旗、国徽初选列入者，除由全委会或政务院给予谢信外，各赠初选

图案印册一本。 

4.在报纸上公布得奖名单。 

最初应征的许多国徽图案，常委会审查时都不甚满意，后发现一有天安门图案，

尚可采用，颜色差，便由它作主体来改造，逐渐改成二图(前身有四图)，二图与六

图尽管体系性质不同，但二图的图案是由六图改造而成的。所以最初造意与描仿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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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都不能不奖，给奖章纪念册都不成问题，奖金多少，望大家考虑。 

郑振铎：最初的图不但有天安门，而且国旗也包括在内，这点在给奖时应提起注

意，我的意见较完整的(当选的)奖给五百万元，而有天安门(造意的)奖三百万，带

齿轮(照着描画的)奖二百万。 

张奚若：这不是大家分钱的问题，而是对当选者一个隆重奖励，并表示对国徽尊

重，第六图虽有天安门，并非个人创造， 而是抄政协徽章的内容。我主张当选者奖

给一千万元，其他则是另一问题，可酌情给二等奖。 

当选国旗、国徽、国歌都一律奖给一千万元，此外采用有天安门作内容的(造意

的)奖给五百万，照着画下来的也奖五百万元(马叙伦  沈雁冰) 

大家一致同意。 

从会议纪录中可以看出，与会者在比较了第二图(梁图)和第六图(张图)后，赞成

第二图当选。但在讨论褒奖时发生了争议，马叙伦认为六图是“最初”有天安门“造

意的”，“二图的图案是由六图改造而成的”；但郑振铎指出：“最初的图不但有天安

门，而且国旗也包括在内”，而张奚若更指出：“第六图虽有天安门，并非个人创造，

而是抄政协徽章的内容”。尽管最后以“妥协”的方式达到“大家一致同意”却种下

了后来为国徽设计者是谁发生争议的根源。但是，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并不取决于

当时当事人的评价，而取决于历史事件的本身，取决于历史的真实。 

朱畅中先生回到清华，向梁思成、林徽音先生报告了会议情况。清华营建系国徽

设计组第二天赶制了一个向政协大会展示的国徽图案， 

1950 年 6 月 21 日，清华营建系国徽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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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案下方用隶书书写： 

国徽图案说明 

一、形态和色彩符合征求条例国徽须庄严而富丽的规定。 

二、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不但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

亦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合

于条例“中国特征”的规定。 

三、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亦寓地广物博的意义，以绶带紧结齿轮

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 

1950 年 6 月 23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

主席主持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所报送的国徽图案。 

 
 

 
清华营建系国徽组                           梁思成与林徽因讨论国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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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徽图案通过之后，梁思成推荐当时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任教的雕塑家高庄高庄高庄高庄教授

进行国徽浮雕模型的设计和定型工作，并由营建系教师徐沛真协助工作。 

    高庄先生对国徽图案中的一些细部处理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就大刀阔斧地修改

起来。这就引起了一些议论，觉得国徽图案已被国家最高领导三次审查通过，任何

个人随意修改是不合适的，除非得到最高领导批准。梁思成先生虽然非常信任和支

持高庄先生的才能和意见，但是也无法随便同意。当时，高庄先生就上书毛主席，

他坦率地向毛主席提出自己对国徽图案的意见和改进的想法。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艺术家，……（本文作者注：此信档案未

查到，据清华建筑系原党总支书记楼庆西说，他见过此信的文字。） 

    不久彭真同志来清华大学看望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并到新林院 9 号看高庄先

生塑造国徽模型的情况，带来了中央领导的意见和信息。  

高庄为国徽的浮雕模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严肃认真、精雕细刻，对原有图案进

行了精致的修改和完善，到 8月中旬完成了国徽石膏模型。 

1950 年 8 月 18 日在政务院会议室召开《关于国徽使用、国旗悬挂、国歌奏唱办

法及审查国徽图案座谈会》，高庄在会上发言： 

各位领导：国徽模型的塑造，被我耽误了很多时间，非常抱歉!不过耽误时间是

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

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纪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

并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

年久远的将来。因此我在塑造中间作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予裁夺。 

会议决议如下： 

(一)同意国徽使用、国旗悬挂、国歌奏唱三项办法草案并加以修正。(附修正草

案) 

(二)同意高庄同志等修正的国徽浮雕图案。(附国徽修正部分的说明) 

关于国徽修正部分的说明： 

国徽图案最后定稿，在浮雕过程中，有部分的修改，大家一致同意这个修改，其

修改部分及理由如下： 

一、绸带的修改—新图较旧图更有力、更规律化。 

二、稻粒的修改—仍有丰富感，但不零乱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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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非正圆改为正圆—易于仿制，更明朗、更健康。 

总的来说，修改稿较原稿严肃、统一 、有组织、有规律，在技术性上更完整。

美中不足者，嘉禾叶子稍嫌生硬，拟再略加修改。 

 

会后，高庄和徐沛真对模型作了适当的修改后定型，并绘制了国徽图案的墨线图

和剖面图，上报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1950年9月20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徽。 

在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缅怀为国徽设计和诞生作出历史性贡献的梁思成先

生、林徽音先生、高庄先生，缅怀参加国徽设计并为维护国徽设计历史真实奋斗的

朱畅中先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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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中华读书报中华读书报中华读书报中华读书报 1998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6 日的整版文章日的整版文章日的整版文章日的整版文章：：：：国徽设计“主体创意：张仃；图纸成

稿：清华大学建筑系（原营建系）；模型定型：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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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张仃“从延安起就作为党内第一设计专家”，而把梁思成。林徽因指责为“长

期生活在国统区的党外知识分子”，“因而无法用图案来诠释新政权的‘政权特征’”。 

 

 

 文中甚至用“五星”来混淆“五角星”。张仃的国徽方案，自始（1949 年 9 月

25 日）至终（1950 年 6 月 20 日）都只有一颗“五角星”而没有“五（颗）星”； 

 

文章企图用“五星”来偷换成“五颗星”，从而把国徽中象征国旗的五颗星也成

了张仃的创意。 

历史的事实是，林徽因 1949 年 10 月 30 日的方案上是五颗星，而且说明书中明

确说：“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1950 年 9 月 20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徽图案说明》明确地提到：“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 

至于原本是“天安门式”的争论，文章（包括张仃本人）把它“上纲上线”为

有关天安门政治含义的争论，并把张奚若先生的话安到张仃头上，而用梁思成先生

儿子梁从戒 1994 年的话把梁先生至于对立面，以论证这些“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党

外知识分子”不能理解张丁先生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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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说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认为“在我父亲心目中认为华表、天安门就是封建皇

权的象征，怎么把封建皇权的象征变成人民政权的一种象征呢?他没有想到这一点”。

这是梁从戒 40 多年后的想当然。梁思成先生作为一个大建筑学家是不会这样来认识

天安门的。1950 年 5 月 7日（而国徽设计之争在 6 月中旬）出版的《新建设》，发表

了梁思成的文章《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文中写道： 

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天安门上由毛主席昭告

全世界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建筑传统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造出来

的杰作。 

 

2、、、、周令钊先周令钊先周令钊先周令钊先生生生生 1983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4 日就日就日就日就 1983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1 日该报刊登文章日该报刊登文章日该报刊登文章日该报刊登文章““““国徽设计与画国徽设计与画国徽设计与画国徽设计与画

家周令钊家周令钊家周令钊家周令钊””””一文致函一文致函一文致函一文致函《《《《北京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日报》》》》文艺部文艺部文艺部文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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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言言言言 

秦佑国 2009 年 3 月 3 日晚 

   我 1999 年的文章语气有“论战”的味道，那是没有办法，当我看到 1988 年 2 月

6 日《中华读书报》文章时，当我在凤凰卫视上看到张仃先生侃侃而谈时，怎么能不

“挺身而战呢”？！我给《中华读书报》的主管机构《光明日报社》写信，给全国

政协帮办公室写信。凤凰卫视播完后我连夜写信，第二天一早就赶往凤凰卫视台北

京办事处去递交给杨澜的信（当时她还在凤凰卫视，是她在电视上采访张仃），后来

吴小莉有一次来清华，还托她带那封信给杨澜。我还和白岩松谈过此事。承蒙新华

社记者王军（即后来《城记》一书的作者）写过内参，在北京青年报上发文《历史

档案了结国徽设计公案》。我写上述这篇文章，也是为了应战。 

    我不采用当事人的回忆，因为活着的人会是会带着现在的目的来“回忆”，尤其

是双方有很大争议的情况下，而林徽因和梁思成都已去世，一面之词必有偏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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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历史的档案（全国政协档案馆藏），包括双方提交的方案图和设计说明，有关国

徽设计的各次会议记录和提交报告的文本。这些档案才是“铁证如山”，不是几十年

后随口“回忆”可以改变的。 

    1999 年 9 月 30 日晚，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国庆 50 周年庆祝晚会，晚会刚开始，

主持人走到一位女士面前问道：“你知道国旗是谁设计的？”，女士回答：“上海曾联

松设计的。”我看到这儿，心想，主持人马上就会问国徽是谁设计的了。果然，主持

人走到一个挂满军功章的军人面前，伸过话筒问道：“您知道国徽是谁设计的？”，

这位军人回答“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设计的。”（1999 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还没有进清

华大学，张仃先生还不是清华人，现在是一家人了。）我当时心中是一块石头落地，

我 18 个月的“苦战”总算有了结果。没过一分钟，汪国瑜老先生（当年清华国徽设

计组成员）打电话给我：“秦佑国，你刚才看电视没有？”。我这时想起了朱畅中先

生，他是 1950 年 6 月 20 日国徽设计方案周总理拍板定案的历史见证人，这几年一

直为国徽设计的正名而奔波操劳，这些历史档案，是他和汪国瑜两位老先生到政协

档案馆查找的。在他知道我做这件事后，有一天他从我办公室回去，对夫人说：“系

里总算有年轻人做这件事了，我就放心了。”哪知道，不久朱先生走在路上突发心脏

病去世了。朱先生夫人含泪告诉我这句话，我真是感慨万分，我一定要对得起朱先

生在天之灵！时间过去了 10 年，国庆 60 周年就要来临，近年来又有人折腾，又要

翻这个案。我只能再来应战。 

     

    重温国徽设计的历史，有许多问题今天仍旧需要思考： 

       艺术创作中如何处理诠释政治含义与艺术形式的关系？ 

       艺术创作中艺术家的职责和贡献是什么？ 

       设计和创作中如何处理“领导的意图”？ 

       如何对待艺术传统和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