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 年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

号”，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组织民主人

士北上解放区，成为中共中央与部署战略

决战并进的一项政治任务。作为香港民主

阵营中的旗帜性人物，李济深于1948年年

底秘密离开香港。同船北上的，还有朱蕴

山、彭泽民、章乃器、邓初民、茅盾等20

多位民主人士及随行乘客。“为了一件大

事”——这是1949年元旦，李济深乘船途

中，在茅盾的记事本上写下的一段话中的

一句，反映了北上民主人士共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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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件大事”
——李济深从香港北上解放区纪实

李红梅 刘仰东

“李济深能来最好”

李济深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
席，也是国共双方都在争取的政治
人物。他的何去何从，必然对时局
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那么，李济
深是否愿意北上？何时北上？如何
北上？都是中共中央极为关注和一
再提到的事情。

“五一口号”发布当天，毛泽东就
致函李济深、沈钧儒，与他们商量召
开新政协的一些具体事宜。这封信是
潘 汉 年 登 门 送 到 李 济 深 公 馆 的 。
毛泽东在信中向李济深和沈钧儒提
议，由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和中共中
央就召开新政协发表一个三党联合
声明，“以为号召”。足见中共中央从

“五一口号”发布时起，就对李济深及
其担任主席的民革在筹备和召开新
政协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寄
予厚望。

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就邀请各民
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
问题向上海局和香港分局作出指示，
其中提到：“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
二先生意见电告。”这个指示中提出了
一份包括29位民主人士的邀请名单，
也可称为中共中央的第一份邀请名
单，李济深的名字列在第一位。

1948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一一
列名复电5月5日从香港联名通电给
他和中共中央响应“五一口号”的
12位民主人士，排在第一位的是李
济深。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香港
分局和上海局，提出一个77人的邀
请名单，涉及各民主党派和各个界
别具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李济深
同样列第一位。这份指示电报特别
提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如李济深
能来最好。”

前两批民主人士起程北上后，
中共中央在 1948 年 10 月 30 日电示
香港分局：“请尽快邀请民革（李济
深能来最好）。”11月5日，中共中
央再电香港分局，部署和指示邀请
民主人士北上事宜，在列出的15条
事项中，第一条即是关于李济深的
北上：“民革如李济深在看到我们关
于新政协诸问题的提案后，有北上
意，望即电告，以便再由毛主席去
电相邀。”也就是说，对李济深的北
上意向，中共中央不仅高度关注，
而且作了细致周全的考虑。

同一电报还提到：“港分局与钱
之光，必须在11、12两个月，将上述
各单位代表送来解放区，其中最重要
者为李济深、郭沫若、马叙伦、彭泽
民、李章达、马寅初、孙起孟、茅盾、张
絅伯、陈嘉庚等十人。”李济深在这十
位“最重要者”中，依然列第一位。

从中共中央发出的一系列电文
指示和措辞可见，李济深在中共中央
邀请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中，是重中
之重的人物，也是难以替代的人物。

国民党当局也没少在李济深身
上打算盘。国民党虽然开除了李济深
的党籍，但肯定不愿意看到李济深去
解放区，并且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

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也插
进来一手，想利用李济深的地位和
影响与中共抗衡周旋，而且先于国
共两党付诸行动。全面内战爆发
后，美国政府并不看好蒋介石政
权，甚至料到了蒋政权的垮台。早
在民革成立前的 1947 年夏秋之间，
国内一些既反共又反蒋的右翼人
士，就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鼓动
李济深组织一个国共两党之外的

“第三政府”，取代蒋介石的统治。
一年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
国务卿报告说：李济深作为代替蒋
介石的新领导人出现，将会在国民
党中受到广泛欢迎，“因为李济深被
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
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

曾任国民党政府招商局局长的

蔡增基还作为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说
客，到香港劝李组织新政府，替代蒋政
权与中共谈判，以达到“划江而治”的目
的。这个提议遭到李济深的拒绝。蔡增
基去拜访李济深，是由马万祺引荐的。
马万祺后来回忆：“任公听过蔡先生的
传达之后，向他分析了当前局势。他认
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
裂，内战永无宁日。”李济深还对蔡增基
说：“作为朋友，欢迎以后有往来，但如
谈此类事，则不必来了。”

宋子文1947年10月出任广东省主
席后，也开始打李济深的主意。宋子文
派办实业起家的立法委员刘航琛到香
港游说，请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所谓

“和平统一大同盟”的组织。后来又亲往
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寓所拜访。李
济深的女儿李筱桐说：“宋子文是国民
党内最大的亲美派，他一见我父亲就
说，我当广东省主席，不是老蒋的意思，
而是‘老美’的意思。”宋子文希望通过
李济深，疏通李的老部下张发奎、薛岳、
蒋光鼐等人，并联络桂系的李宗仁、白
崇禧、黄绍竑，在广州建立新政府，与中
共进行和谈。李济深为了试探宋子文，
提出先在广东释放政治犯，以示和谈的
诚意。宋子文口头答应可以考虑，回到
广东后却没了下文。

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也想到了
李济深。白曾派黄绍竑携亲笔信到香
港，“敦请任公到武汉主持大计”。当黄
绍竑在1949年年初带着白崇禧的亲笔
信及大笔钱款飞抵香港时，李济深已于
数日前动身北上，黄绍竑没有联系上李
济深。但桂系并不死心，后来又托桂系
派往香港工作的立法委员黄启汉给李
济深带信：“尤望大驾及革委会诸公早
日莅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李济深
即便当时还在香港，也不会应允桂系的
邀请。何况李济深已经北上，此事就更
无从谈起了。

面对接二连三的游说，李济深始终
未为所动，一一拒绝，坚守了一个民主
人士应该坚守的立场。同时也表明，李
济深虽已去职，但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
的军政人物，他的何去何从，意义是非
同寻常的。

李济深的女儿回忆：“1948年底，李
济深决定结束他在香港的活动，接受中共
中央和毛主席的多次邀请，离港北上。”

“同舟共济 一心一意”

1948年12月27日一早，阿尔丹号
货轮离开香港。李济深记下了出行时的
情景：“晨七时领港人上船，又紧张了一
度。船出口自西南经玛丽医院西南行，
并认出廖恩德之家焉。一直俟出尽口，
不见有山，始得外出舷行。”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在人数上
超过了前两批。茅盾随身带了一个记事
的手册，请同船人士题名留作纪念。在
这个本子上签名的除李济深外，还有朱
蕴山、茅盾、梅龚彬、邓初民、龚饮冰、吴
茂荪、彭泽民、章乃器、洪深、施复亮、孙
起孟、李民欣、卢绪章、王一知、魏振东、
徐明、董晨、李海、徐德明。其中，后来参
与接管上海的卢绪章和龚饮冰作为中
共随行人员，陪同李济深一行北上。茅
盾夫人孔德沚以及受华润公司派遣、参
与护送李济深一行北上的李嘉人没有
在上面签名。

阿尔丹号货船驶过舟山群岛时，迎
来了1948年除夕（12月 31日）。当夜，
船上聚餐守岁。李济深记：“31日晚10
时后聚餐。将各人所有食物取出，请船
主及船员一律同席。菜有鱼子、腊鸭、牛
肉、沙律、饺子、水果等，甚盛也。”彭泽

民赋诗一首《戊子除夕在舟行中》：

航行三日逢除夕，客思悠悠薄送年。
海面狂涛姑且渡，春风将近到吾船。

第二天，即1949年元旦，李济深应
茅盾请求，在他的那本手册上写下这样
一段新年献词：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
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
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
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
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无论是李济深的元旦题词，还是彭
泽民、朱蕴山的诗句，都能让人真切感
到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憧憬和
向往。这也是民主人士的共同心声。茅
盾说：“李任公这段话道出了我们共同
的心愿。”

李济深在离开香港前，还另外写过
一个新年献词，取名《团结建国》，交给
《华商报》于1949年1月1日发表。开篇
一段是这样写的：

人民革命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中
华民国的第三十八年，全国同胞必然走
尽了黑暗的历程，而踏进了光明的大
道。因而我们是以空前的兴奋与愉快来
迎接这一元旦的。一切民主阵线的朋
友，爱国的人士，到今天，应该各个准备
以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
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李济深在这篇新年献词中还提到：
“最近的将来，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
民团体和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的新政
协一定召开，从而订一个照顾各阶层
利益，促进各阶层合作的共同纲领，
全国同胞就在这一共同纲领下埋头苦
干，努力建国。”这也是李济深这次克
服种种困难、排除重重阻碍毅然北上
的动力所在。

在海上长途航行，难免遇到风浪以
及其他麻烦。李济深一行的生活大体是
安稳的。此状况对于这个以中老年人为
主的团队来说，已属相当不易。李济深在
1月3日的日记里罗列了一天的起居，可
以作为他们此行的日常生活的缩影：

一、晨起，风浪极大，前夜船主已将
桌上各物收置停妥，而朝来在架上之装
药小瓶、日记簿等均落地上，昨夜风浪
之大可知。

二、因浪大，整日未起下餐室食饭，
不想食故。徐君将饼干一纸盒、水果六
枚送来，各人小食饼干水果而已。

三、下午七时许，催食饭，朱先行，
我亦勉起床下餐室，勉食烤面包二三
片，猪排一块，大头菜几片。

四、食后玩勃里奇纸牌二小时，十
时睡。

五、据船伙伴老李云，因风浪大，船
每小时行二海浬而已。因船老遇顶头风，
船身倾侧，舵入水不深，推进无力故也。

六、晚上，渴甚，因饭后得水果一
枚，想食之，香如甘露也。

“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

经过 12 天航行，阿尔丹号货轮于
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港。东北局负
责人李富春、张闻天，民革代表朱学范，
大连市委负责人欧阳钦、韩光、李一氓
等齐集码头迎接李济深一行。李富春、
张闻天和朱学范是专程从沈阳赶来的。
张闻天是茅盾的弟弟沈泽民的同学，和

茅盾自年轻时便相识。1940年，茅盾与
张闻天曾在延安相会。这是时隔近10年
后的重逢。茅盾晚年记录了这个场面：

1949年元月7日，轮船驶进了大连
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着这
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
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

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中，我看见了张
闻天颀长的身影，他正挥舞着双手在向
我们致意！

李济深当天在日记中对大连方面的
接待活动作了一个流水账式的记录：

一、早八时，船舶大连港，而中共已
有代表多人在码头迎接。朱学范同志亦
由沈阳来接船。

二、登陆后，即入大连最大的苏联人
所开之大酒店。进点心后即请午宴，地点
在关东酒楼，席为宴席，极其丰盛也。

三、日间去大连市市场买了皮鞋一
对（一万二千五百元关东券），约合港币
四十余元。

四、晚请在火车头俱乐部观苏联海
军歌舞团跳舞、唱歌。唱舞，大致不错也。

五、十余日不洗澡，旅店房内有浴
缸，洗了一次澡，甚清爽。

李济深所谓“大连最大苏联人所开
之大酒店”，指大连大和旅馆，即今天
的大连宾馆。它原是一家日本人开的连
锁高档酒店，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东
北地区的大城市都有大和旅馆；“进点
心后即请午餐”，指李富春以中共中央
的名义在关东酒楼（今大连饭店）举行
隆重的欢迎宴会，为民主人士一行接风
洗尘，这也是周恩来事先亲自去电交代
和安排的；“晚请在火车头俱乐部 （今
大连铁路文化宫）观看苏联海军歌舞团
跳舞、唱歌”，是指驻大连苏军负责人
当天下午请李济深一行到其司令部做
客，适逢苏联海军歌舞团在大连劳军，
便请民主人士一同观看。

李济深一行在大连停留三天，期间
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后乘专列前
往沈阳。中共方面的随行人员龚饮冰和
卢绪章没有随民主人士去沈阳，而是在
大连住了一段时间，经天津前往华北解
放区。

李济深一行于1949年1月10日抵
达沈阳，在沈阳铁路宾馆与沈钧儒、
郭沫若等前两批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
士重逢。李济深到沈阳后，拜会了中
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看望了冯
玉祥夫人李德全，并与谭平山、蔡廷
锴、朱学范等民革领导人进行了深入
交谈。1949年1月12日，李济深从沈
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贵党领导中
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
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伟大革命
之彻底而努力。”毛泽东、周恩来当晚
即复电李济深：“先生来电诵悉，极感
盛意。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远，诸容
面叙。”

至此，从香港北上的前三批民主人
士共聚沈阳铁路宾馆，开始了一段并肩
为新政协和新中国呐喊、努力、奔走的
难忘时光。

李济深将北上解放区视作“为了一
件大事”。事实上，李济深的离港北
上，本身也是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大
事。有学者指出：“李济深的北上，其
意义不只是他本人积极参加新政协筹
备，而且代表了在国民党内的民主派，
从此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从
这个意义上说，李济深北上，是中国共
产党团结一切民主力量的重大胜利。”

（作者单位：中国政协文史馆。摘
编自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向北方》。）

1949 年 1
月，沈钧儒、
李济深、蔡廷
锴 、 郭 沫 若

（左起） 等在
沈阳观看秧歌
表演

瞿秋白是革命家，这一点已经为
世人所熟知。同时，瞿秋白在文学艺
术上又很有造诣，曾是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的开路先锋。茅盾当年就在赠丁
景唐的诗中说：“左翼文台两领导，
瞿霜鲁迅各千秋。”瞿霜就是瞿秋
白。瞿秋白在文学上的重要贡献，也
为文化界所公认。

其实瞿秋白在艺术上的造诣是多
方面的。比如篆刻，在这门艺术上，
他也颇有研究，并且为业内所称道。

瞿秋白爱上篆刻是有渊源的。一
方面，他的家族世代为官，注重对子
弟进行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培养。就
以他父亲瞿世玮为例，他在书画方面
很有研究，这也影响到少年瞿秋白对
文学等艺术的喜爱。具体在篆刻方
面，瞿秋白的六伯父瞿世琨善于篆
刻，曾手把手地教过瞿秋白学习金石
篆刻。可以说自幼年起，瞿秋白就与
篆刻结下了缘分。

另一方面，瞿秋白上中学时，学
校就开设有篆刻这门课。当时的常州
府中学堂设有游艺课，内容包括书
法、篆刻、军乐、雅歌等。瞿秋白的

同学李子宽后来回忆说，瞿秋白习篆
刻治印，于各种印谱早有研究。“秋
白于治印之皖浙两派，于浙派较为爱
好，所治印章在校时为多……”自己
有兴趣、有基础，刚好学校又有这门
课，所以瞿秋白在治印上又增添了信
心，做学生时多治印章也就是理所当
然的事了。

后来的瞿秋白忙于革命工作，暂
时将治印这事放下了。但有一件事可
以看出，他的这门手艺在文化人圈
子里还是很有名的，那就是文学家
郑振铎结婚的时候，特意向瞿秋白
索印。瞿秋白不负所托，在郑振铎
结婚当天将印章送了过去。另外，
瞿秋白被捕以后，在他生命即将走
到尽头的时候，他又有了一点时间
重拾儿时的兴趣，刻了很多印章给
看守他的国民党士兵，留下了他人
生的最后一点印记。

梁衡说瞿秋白：“如果他一开始
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
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
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
家或者名医……”诚哉斯言！

瞿秋白结缘篆刻
周二中

抗战时期，为激励中国人的反侵
略、反分裂、反独裁、反投降的斗
争精神，郭沫若在重庆创作了“六
大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
《虎符》《高渐离》《南冠离》《孔雀
胆》，其中《屈原》被公认为这时期
郭沫若历史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
大的一部代表作。

1942年 4月 3日，《屈原》在重
庆国泰大戏院公演，首演就取得了巨
大成功。据统计，17天里共卖出了
32000张票，很多人甚至从成都、贵
阳和桂林赶来看戏。当时的《新华日
报》称：“上座之佳，空前未有。”

尽管《屈原》的首演出取得了成
功，郭沫若对剧中的“你是没有骨气
的文人”这句台词并不满意，总感觉

“不够味”，苦思冥想了一天一夜，还
是没有找到替换的词句。第二天晚上
演出前，郭沫若找到饰演婵娟的女演
员张瑞芳，说他对这句话不满意，想

改动，张瑞芳说：“我也感觉这句话
力度不够，不足表达婵娟对宋玉的痛
恨。”郭沫若说：“我想了一夜，还是
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要不，在‘没
有骨气’后面加上‘无耻的’三个
字？”张瑞芳当场进行表演，但仍然感
觉不满意。郭沫若左右为难，想改动又
不知道怎么修改，眼看演出就要开始
了，又不忍心放弃。正在这个时候，旁
边一个叫张逸生的演员突然说：“把

‘你是’改成‘你这’不就行了吗？”郭沫
若认真琢磨后，觉得可行，就欣然接受
了这个演员的“一字”修改意见，演出
效果更完美了。

《屈原》 的历史作用和艺术价
值，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郭沫若在创作修改这部经典
话剧时，忘我投入的创作激情，几乎
用了 10 天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完成，
以及欣喜接受他人“一字”修改的敬
业精神，都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

郭沫若喜受“一字”
包广杰

如何养成读书习惯？著名的美
学老人朱光潜对此专门讨论过。他
首先说：“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
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
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
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
趣。”注意，养成读书习惯，是从学
问中寻找一种“兴趣”。这样就不觉
其为难，而使之成为人生进步的阶
梯和关节点。并且，“这种兴趣你现
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
随着年龄增长，人们跟着积习走的
情形愈来愈严重。早年未形成的良
好习惯，更加难以培育。到了一定
年纪，想进入读书境界，当然愈加
困难。

一些人会说，我没有读书的习
惯，一读就头疼或犯困。针对此，
朱光潜发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
钟或半点钟的功夫吗？如果你每天
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
三四页，每月可以读一百页，到了
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你也

许会说你很忙，朱光潜说：世间有
许多人比你忙得多。中国的孙中
山，为革命奔走席不暇暖，可他

“没有一天不偷暇读几页书”“不读
书讲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
只是窜头乱撞，终难成功”。

当然，读书也不是随便操起一
本就有收获的。我们读书时间少，
更该有所选择。按朱光潜的说法：

“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
心理，实在毫无价值。”“我不敢劝
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
注意这一点……别的事可以学时
髦，惟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
那么，该读何种书呢？朱光潜认
为，一个图书馆，“其中真正能够称
为‘书’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你
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具
体而言：“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
集，不如读一部 《国风》 或 《古诗
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
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
《理想国》。”

朱光潜说读书
杨建民

32 岁那年，杨步伟和赵元任结
为伉俪。婚后不久，赵元任得到一
个以北大教授的身份赴美进修的机
会，除此之外，北大每个月还会给
他赞助 200 美元的生活费。不过，
此时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摆在了妻
子杨步伟面前：要不要和丈夫一起
前往美国？

两年前，杨步伟在北京绒线胡
同和同学李贯中刚刚合办了“森仁
医院”，此时的医院正是需要她领导
一切的时候，如果现在去了美国，
那她辛辛苦苦打下的这份基业就会
失去；同时，虽然杨步伟之前留过
学，但她的英语水平有限，如果去
了美国后无法行医，那她就失去了
立命之本；更关键的是，她的身份
也会由之前受人尊敬的杨医生，变
成相夫教子的赵夫人，人生落差可
想而知。

不过，此时的杨步伟表现出不同
于一般女性的果断和坚韧，她一句话
让丈夫赵元任吃了“定心丸”：“不用
担心我的任何事情，为了你的事业，

我打算陪你前往美国！”望着妻子坚
定的眼神，赵元任感动得半天不知说
什么好。

初到美国，夫妻两人的生活过得
非常寒酸，租住的房子连桌子和床都
没有，他们甚至打了十几天的地铺。
为了改变这种窘境，杨步伟开动脑
筋，她先是跑到商店橱窗研究了半天
手提包，然后当掉了3件狐皮服装，
换到了启动资金45美元。接着，以
她月付的形式买了一台缝纫机，仿照
商店橱窗里的手提包样式，做了许多
漂亮的手提包。一个多月后，这些手
提包给他们带来了500美元的收益。

看到妻子没日没夜地忙碌，赵元
任心疼不已，他随即放下架子，跑到
妇女俱乐部演讲，每次能够拿到200
美元报酬。经过夫妻两人的一番努
力，他们的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

后来的许多场合，谈起自己当初
的抉择时，杨步伟都会平静地表示：

“没什么可后悔，这实在是一件平常
的事情。因为这也是家庭生活的一部
分，我们都要学会放弃一些事情。”

杨步伟的抉择
姚秦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