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
命时期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1941年5
月 16 日，《解放日报》 正式创刊，至
1947年3月27日，随中共撤离延安而停
刊，前后历时5年零10个月又11天，累
计出版2130期。

194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把 《解
放日报》报名交给上海，作为中共中央
华东局机关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报
名，5月，上海《解放日报》正式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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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押送车中酣然入梦
周二中

曾敏之专访周恩来
刘浪

“幽默大师”启功
李云贵

周立波的“开山之作”
崔鹤同

报社的管理和主要领导人员

创办之初，解放日报社归中央党
报委员会领导与管理，日常工作由报
社的编委会具体负责。博古任《解放
日报》社第一任社长，后为廖承志，
杨松、陆定一、余光生先后任报社总
编辑。原新中华报社的工作人员，原
新华社通讯科工作人员，以及中央组
织部从鲁迅、马列学院、文协等单位
调入的人员构成了报社主要成员。

依据 1943 年 3 月的 《关于中央
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解放日报
社归政治局、书记处之下的宣传委员
会统一管理，毛泽东任该宣传委员会
书记。毛泽东自始至终高度重视、关
心并支持了解放日报社的工作。

在 《解 放 日 报》 创 刊 当 天 ，
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报头并撰写了发刊
词，确定了该报“团结全国人民战胜
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报宗旨。他不仅
经常为报纸写稿，先后向 《解放日
报》提供（包括命名修改）的文章有
40余篇，还为报纸荐稿征稿，他曾
为报纸第四版撰写了征稿办法，这在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报纸文章的质量。

此外，毛泽东还深入报社内部，
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他曾和博古社长
一同主持了 《解放日报》 改版座谈
会，提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
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
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
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

可见，《解放日报》的创办得到
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
视和支持。

扩充版面与增强党性

《解放日报》的版面安排前后历
经两次较大的调整，分别是1941年
9 月 16 日与 1942 年 4 月 1 日，第一
次调整重在扩充版面，第二次调整重
在增强报纸的党性。

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
对版面作了第一次调整，由两版扩充

为四版。一版为以国际新闻为主的要
闻版；第二版为国际版，刊登远东和
太平洋战争的相关消息，以及其他国
际问题的专论；第三版为国内版，以
发表国统区的消息为主，也常发表有
关边区政治、经济等理论文章，第四
版分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为边
区栏，发表有关边区的消息，下半栏
是专刊，至第二次调整之前，先后创
办了“文艺”“青年之页”“中国工
人”“敌情”“中国妇女”“科学园地”

“军事”“卫生”八大专刊，满足了
青、妇、工等多样化的阅读需求。

1942 年 4 月 1 日，《解放日报》
的改版则对版面做了较大调整，大幅
增加了关于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军民生
产生活的报道在整张报纸中的比例，
并将其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与此同
时，压缩了国际新闻的篇幅并放在第
三版。此前的《解放日报》被中共中
央批评为国外通讯社的义务通讯员，
对党的政策主张、根据地民众的生产
生活，以及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战斗情
况反映过少，未能真正成为战斗的机
关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解放日
报社着手改版工作，将报道重点由国
外转向国内，转向党领导下的各根据
地，相应地，其版面发生了较大
调整。

第一版依旧是要闻版，但是内容
由原先的以国际新闻为主转为以党领
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为主，辅
以国内外的重大新闻；第二版由原先
的国际版变为了国内版，重点发表陕

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消息，辅
以国统区和敌占区的新闻；第三版由原
先的国内版变为国际版，有时也发表国
内的重要消息，也就是说，将原先第二
版和第三版的顺序互换，把国内版置于
国际版之前；第四版由原先边区消息与
八大专刊混合排版的局面，变为以文艺
专刊为主的综合性副刊，并正式以“副
刊”命名，除了此前的八大专刊陆续不
定期出现在“副刊”上外，解放日报社
还根据形势和政策宣传的需要，开辟了

“学习”“新闻通讯”等专刊，体现了报
社较大的灵活度和务实性。

在相应版面上，《解放日报》除刊
载社论、专论、重要的国内外通讯以
外，还根据形势发展和实际需要开辟了

“批评与建议”“小言论”“三言两语”
“信箱”“一得书”“党的生活”“群众呼
声”“来函照登”等栏目，丰富了报纸
的内容，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阅读
需求。

聚焦党的政策和根据地的生活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改变了此前
以国际新闻为主的报道取向，转而重点
反映党的各项政策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
军民的生产生活，努力成为一张“完全
的党报”。该报对整风运动、党的七大
以及大生产运动的报道，格外引人
关注。

在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刊发大
量社论、理论文章、新闻通讯、杂文，
并辟“党的生活”专栏，“学习”副刊，

“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等，用多种形
式，从多个维度论述了主观主义、宗派
主义和党八股这三股歪风的表现和危
害，阐述了整风运动的重要意义，介绍
了党员干部参加整风学习的经验方法，
报道了各机关单位学校和根据地整风运
动的进展，从而为整风运动的开展做了
思想和舆论准备。

在对党的七大的宣传中，从大会开始
至闭幕，《解放日报》持续不断发表消
息，及时向读者传递了会议的最新消息。
同时，配发重要社论和党的领导人在会上
的重要报告，如毛泽东所作《论联合政
府》政治报告和朱德所作《论解放区战
场》军事报告，为党员干部学习会议精神
提供了文本基础。会后，又报道了各地学
习七大文件的盛况，为学习会议精神营造
了舆论氛围。

在大生产运动中，《解放日报》报
道了吴满有、赵占魁、南泥湾等一批先
进的生产典型，以典型带动一般，掀起
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

总之，经过改版，《解放日报》增强
了党性，在内容上加大了对党的政策和
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的宣传力度，实现
了由“不完全的党报”向“完全的党
报”的蜕变。

作为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第一
张大型日报，《解放日报》向民众传递了
党的声音，在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党的各
项政策的落实中都贡献了重要的媒介
力量。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研究生）

《解放日报》改版
冯慧

“穆桂英的武艺高，半天云里走
一遭……”当岷州花儿在 D752次列
车上唱响时，我们想到了时任全国政
协委员邓成城连续11年的呼吁，在
欢庆建党100周年之时，笔者来到甘
肃省政协第七、八届副主席邓成城家
中，听这位84岁高龄的老人讲述为
修建兰渝铁路不懈建言的往事。

“十余载，我从未想过放弃”

早在20世纪初期，孙中山先生在
《建国方略》中用“中国铁路系统中最
重要者”和“经过物产极多矿产极富
之地区”来描述兰渝铁路。“1995年3
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
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期间，由我牵头，
联名甘肃和四川两省的代表、委员，
联合向全国两会提交了议案和提案，
包括当时的省委书记和省长都签上了
自己的名字。那时我住在北京友谊宾
馆，几十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都是我一个一个去找，请他们从
历史的角度考虑，从西南、西北人民
群众的强烈愿望出发，把修建兰渝铁
路纳入国家计划。自此，一直到2008

年兰渝铁路开工建设之前，我每年都
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于建设兰渝铁
路的提案。”回忆起当年事，邓老难掩
激动，过往细节如电影般历历在目。

创造“奇闻”的兰渝铁路秘书处

兰渝铁路这一战略大通道从无到
有，凝聚了太多人的汗水和辛劳。一位
叫赵均国的人反复出现在邓老的回
忆中。

1994年5月，甘、川两省部分县
（市、区） 的党政领导、专家学者，
在四川省苍溪县原副县长赵均国热心
协助下，自发成立了推进兰渝铁路立
项上马的非官方组织——兰渝铁路秘
书处。从成立之初起，赵均国同志一
直担任兰渝铁路协作会秘书长。

秘书处把沿线不同地区、不同省
份的县 （市） 级政府联合了起来。
1994年10月，一份盖有68枚地县两
级党委、政府印章的《关于申请新建
兰渝铁路立项的报告》，上报给了甘
肃、四川两省政府以及当时的国家计
委和铁道部。此举一时被称为中国的

“奇闻”。

有了沿线地方政府的支持，还需要
权威部门的科学论断。赵均国带着秘书
处的同志们遍请铁道部第一（兰州）和
第二（成都）勘察设计院的专家进行考
察论证。并于 1995年 2月完成了 《新
建铁路兰州至重庆线预可行性报告》。

1996年5月，秘书处陪同铁道部经
济规划院对兰渝线进行考察，经济规划
院在考察后的报告上指出，从运量上分
析，兰渝铁路是沿线经济发展的重要突
破口，在中国铁路路网布局结构上是合
理的，其沿线地质条件是可行的。

从老红军的联名信到兰渝铁路的
正式上马

1999年至2005年，是兰渝铁路能
够正式纳入国家计划的关键7年，邓老
向记者详述了这7年中的点点滴滴。

1999年，105位曾在甘川革命根据
地、腊子口战役中流血流汗的老红军联
名书写了《关于修建兰渝铁路致中央领
导的一封信》，再次由邓成城转呈到了
党中央。

1999年和2000年间，时任全国政
协副主席杨汝岱同志率领考察团先后两
次深入甘川渝三省（市）实地考察。在

历时十余日的考察中，一些地方条件之
艰苦、交通之不便，给考察团成员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考察团成员们依
然不辞劳苦，克服困难，忠实地履行了
职责。

两次实地考察结束后，考察团以翔
实的第一手资料起草了题为《关于修建
兰渝铁路的专题报告》并上报国家有关
部委。参加了考察活动的邓成城，一次
次看到、听到、感受到了甘、川两省，
尤其是当时甘肃贫困地区人民群众渴望
通过铁路脱贫致富的迫切心情。邓老
说：“我更加坚定了兰渝铁路上马后，
能为西南、西北人民造福的信心。”

2000年3月，正逢初春时节，全国
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国
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在参加人大甘肃代
表团的讨论时说：“关于修建兰渝铁
路，有几十位老同志给我写过信，我已
批给他们研究……兰渝铁路应该修
……”

2005年 9月，“十一五”规划正在
酝酿制定中，邓老以紧急提案的形式，
向全国政协和国家发改委、铁道部等有
关部委提出了新的建议。功夫不负有心
人，2005年12月27日，邓老收到了铁
道部对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4489
号提案的答复：“我部已将铁路纳入

‘十一五’规划。”
修建兰渝铁路、发展西部经济的愿

望终于变成现实。邓老说，12 月下
旬，正是西北的隆冬季节，但这份提案
答复却如一股暖流，在他的面前呈现出
一副壮观的画卷：一条钢铁巨龙横跨在
陇原大地之上，一列列火车在铁轨上奔
驰……

今天，这些画面已经成为现实。

兰渝铁路开通那一刻，他的眼眶湿润了
——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邓成城讲述兰渝铁路立项背后的故事

崔莹 邱瑾玉 师向东

陈独秀曾经作过这样一副对联：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
虹”，他在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人。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
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是他第五次
被捕。此前，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
年、陈乔年已经分别于 1927 年、
1928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0月19
日夜11时，陈独秀在上海警方的严
密戒备下，被押上了开往首都南京的
火车。

要知道，此行极有可能是走向生
命的终点，因为在国民党内部，要置
陈独秀于死地的人很多。任卓宣在
《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中
说：“陈先生在上海被捕后，押解到
南京审判。当时是要军法审判的，可
能处死。舆论之中亦有主张处以极刑
的。”不料陈独秀一上车，毫无惧
色，倒头便睡，并且鼾声大作。一宿

无事，车到下关时看守人员才把沉睡中
的他叫醒。这样子，俨然是一次出门旅
游，甚至比旅游者还放松坦荡，不担心
行李被偷被抢，因为有看守保护着呢。
想必当年那些看守见到陈独秀恬然入梦
的样子也会惊诧莫名：死到临头了，这
人怎么还睡得着？

陈独秀去世后，高语罕在一篇纪念
文章中特意提到这件事，说陈独秀“后
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
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若平居无
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
之，往往如此”。

当时陈独秀无钱请律师，也不想请
律师，章士钊愿意义务为他辩护，法庭
上章士钊总是力图为陈独秀开脱“罪
责”，不料陈独秀却并不全部认可，并
当场反驳章士钊，大有一副好汉做事好
汉当的决然风格。

陈独秀后被判了8年。

曾敏之秉持“书生报国、秃笔一
枝”的信条，毕生奋斗在新闻采写与
文学创作两大领域，曾获香港特区政
府荣誉勋章。

曾敏之于 1942 年入职 《大公
报》。1946 年 4 月 28 日，他通过宋
平、章文晋的帮助，来到重庆曾家岩
50号，对周恩来进行专访。周恩来

“英姿焕发，穿一套新的蓝色的中山
装”，与曾敏之畅谈了两个晚上。
周恩来谈到了他的出身、经历，怎么
走上革命道路，怎么从“西安事变”
开始就与国民党谈判，以及时下谈判
的艰难和形势的严峻。

在采访的过程中，周恩来说：
“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
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生命的
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但不敢
气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
艰苦的一段路！”采访结束，周恩来
还特意为曾敏之题字：“人是应该有

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
不久，曾敏之写出长篇报道《十年

谈判老了周恩来》（后改题为《周恩来访
问记》），先发表在重庆的《新生代》杂
志，后被上海的进步刊物《文萃》全文
转载，轰动文坛和政界。在此之前，美
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简单写
到过周恩来。但这回是周恩来首次接受
中国记者专访，也是首次全面系统地将
他寻求救国之路的非凡经历公之于世。

尤值一提的是，这篇报道并非典型
的一问一答式的访问记，而是一篇别开
生面的报告文学。它真实、生动地描绘
了一个中共领袖的革命生涯和哲人风
范，现壁录于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1977年，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曾敏之
重读这篇旧稿，不禁唏嘘，提笔写下
《重读周恩来访问记旧作有感》：

昔文重见鬓毛斑，风雨嘉陵叹逝
川。飒飒英姿成永忆，煌煌勋业耀
尘寰。

启功不仅是位书画大师，而且
还是位“幽默大师”。他的一些逸闻
趣事，一直在人们心中广为流传。

有一次，启功在讲课时，有人递
上一张纸条，请教执笔法与书法优
劣之关系。启功马上说道：“以执笔
法论断书法孰优孰劣，最难服人。譬
如上街买包子，你只看包子质量，管
那厨子是站着还是坐着捏，是五指
捏还是四指捏的呢？那厨子出来说

‘有时站着，有时坐着，我是用左手
三个指头捏的褶’，你还买不买？左
手三个指头捏褶的包子立马就不香
了？咱们得先搞清楚是吃包子，还是
吃手艺？四指还是五指捏，都各自有
些道理，但最终看的是作品水平。”
启功的话音刚落，课堂上立即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

启功的书法独具一格，风靡全
国。他的书法特点可以用清、正、

刚、秀、和、天、润、雅这 8 个字来
形容，全国各地都能看到他的题字。
有些很小的单位也找启功题名，以壮
声威。这样一来，假冒的题字也随之
而来了。而启功总是微笑着说：“我
最爱题的还是饭店、饭馆，总可以借
机吃它一两顿。”他又自叹道：“就差
公厕没找我题字了。”

一次，有一位画商前来拜访启
功，他想得到启功的一件墨宝。但此
人品行不佳，启功早有耳闻，便走近
廊前，打开灯后，隔着门问画商：

“你来做什么？”商人回答说：“我来
看您的。”启功贴近门窗，将身体不
同方向一一展示给对方看，然后说：

“看完了，请回吧！”画商一脸尴尬，
嗫嚅着说：“我给您带来一些礼物。”
启功幽默风趣地对画商说：“你到公
园看熊猫还用带礼品吗？”画商听
后，悄然无声地走了。

1928年二三月间，20岁的周立
波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加害，离
开家乡湖南益阳来到了上海。1929
年秋，周立波考取了江湾劳动大学
经济系学习。

劳动大学是免费的，但大家要
做工友的工作以减轻学校的负担，
周立波和同学就经常轮流去买菜。
买菜的次数多了，就遇到许多有趣
的事情，周立波把这些趣事告诉了
朋友，仍感意犹未尽，于是就写了
一篇千字文 《买菜》。文中谈到被
迫早起去菜市，睡眼惺忪、哈欠连
天的无奈，菜市吆喝声声的生动景
象和市井人生百态的烟火气息，以
及买菜后可以大饱口福的欣喜——
两个早起买菜的同学可以吃平时 8
个人的早餐。文章写好后，他还开
玩笑地署了个“小妮”的女性笔
名，寄给了当时上海刚兴起的 《申
报》副刊。

文章寄出后，周立波天天追着
报纸看发表了没有。果然，没多久
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他非常高兴，

也没有想到可以拿稿费。当报社通知
他去领稿费时，他并没有重视，也懒
得去领，指使刘姓表弟去领。未曾
想，稿费竟有 4 块大洋之多，当时一
般劳工一个月工钱也就三四块大洋。
这着实让周立波惊喜不已。

一篇小文不仅使周立波发现了自
己的写作天赋，而且能带来不错的收
入，这又使他不经意间找到了一条谋
生的路。他身形高大，年轻力壮，失
眠、抽烟、喝酒也和他绝缘，加之他
才思敏捷、文采斐然，正是搞写作的
料。于是，他豪情满怀、潜心创作，
很快在文坛崭露头角。

《买菜》 那篇戏文，竟成了周立
波轰轰烈烈文学生涯的开山之作，
这得感谢当年 《申报》 副刊编辑的
慧眼识珠。这篇小文发表的时间是
1929 年 11 月 29 日，开启了周立波长
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之旅，他创
作出了 《暴风骤雨》《山乡巨变》 等
长篇巨著，和赵树理并称“南周北
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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