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

发出全民族抗日的号召。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为适应

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加

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中

共中央派出一批干部分赴上海、汉

口、广州、香港等地，恢复和建立党

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

作。宋庆龄在帮助中共党组织恢复、

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以及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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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积极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
樊姝廷

帮助重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

1936年，冯雪峰从延安到达上
海，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开展上层
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重建上海地
方党组织，恢复遭破坏后的上海地
下党同中央的联系。中央特别嘱咐
冯雪峰先找鲁迅、茅盾、宋庆龄、
沈钧儒等人了解情况。冯雪峰于4月
25日到上海后，住在鲁迅家中。经
鲁迅介绍，4月下旬，宋庆龄会见了
冯雪峰，她听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后，非常
高兴，说很久没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了。根据宋庆龄的要求，党派李云
作为中共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

5月，李云来到与宋庆龄的联络
处，开始每周去两三次，几个月后
改为每天都去。与此同时，冯雪峰
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与上海的
中共党员接上了联系，并积极筹建
电台，恢复了中央与上海党组织的
通讯联络。12 月，按照中央指示，
冯雪峰主持成立中共上海临时工作
委员会，领导整顿上海地下党组
织，为重建上海地下党做好准备。
不久，上海党组织恢复了正常活
动，领导上海地区人民开展反黑暗
和抗日斗争。

促成国共两党初期接触

1936 年 1 月初，宋庆龄在寓所
秘密约见中共党员董健吾，委托他
赴陕北革命根据地，将一封重要信
件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此事系国
民党中央通过宋子文委托宋庆龄，
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共
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重要信
息。宋庆龄向正在积极推动抗日统
一战线的中共领导层转达了国民党
愿在抗日的基础上直接谈判的第一
个确实讯息。

3 月 4 日 ， 博 古 将 张 闻 天 、

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的电报交董健
吾，请其转南京。该电文曰：“弟等十
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
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
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如
此，宋庆龄在国共两党分裂十年之后
帮助它们恢复了面对面的接触。

8 月，由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
视，宋庆龄无法赴巴黎参加国际反法
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她与中共地下
党联系后，决定委派钱俊瑞为代表前
往参加，并请他代表自己在会上呼吁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军阀
财阀的法西斯主义和残暴的蒋介石法
西斯主义。

9 月 18 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
表示对其革命救国言行的无限敬意：

“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随中山先生
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
的同志们。”“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
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
民意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
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
格作具体实际活动。”信中还请宋庆龄
介绍潘汉年与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
稚晖、孔祥熙、宋子文、蔡元培等人
会谈。

毛泽东的这封信显示出了中国共
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定性
和这条战线的广泛性，呼吁动员所有
军事力量一致抗日，从而形成最广泛
的团结以挽救国家。宋庆龄在中国共
产党的敦促和感召下，重新参加她早
已脱离许久的国民党事务。

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

赴西安，布置“剿共”事务。12月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

“西安事变”，拘禁蒋介石及国民党军
政大员蒋鼎文、陈诚等10余人，并发
表《对时局宣言》和通电，提出8项救
国主张。是日晚，孔祥熙请宋庆龄公
开谴责西安的叛变并要求释放蒋介
石。宋庆龄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对孔
说：“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
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
更远！”

到了12月中旬，孔祥熙、宋子文
等前往宋庆龄寓所请求她出面与中共
联系，务求保住蒋介石的生命。宋庆
龄将情况通报给了潘汉年，并征询
他的意见。潘汉年亦将中共中央关
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已决
定派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赴西安参加
协商谈判的消息通报给宋庆龄，同
时建议她敦促宋子文、宋美龄等前
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
代表团直接商谈，谋求西安事变的
和平解决。之后，宋庆龄又介绍潘
汉年赴南京，促成了宋子文、宋美
龄的西安之行。宋庆龄努力沟通南
京和西安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的联
系，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宋庆龄始终强调：“中国目前处在
战争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正在入侵
我国的绥远。考虑到现在国家正处在
危急时刻，所有军队的当务之急是：
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的统一战
线，任何企图阻碍此战线形成的做法
都是在犯罪。”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
际，宋庆龄一直保持着清晰的决断和
态度，坚信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
她对国共第二次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

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1937年 2月 12日，宋庆龄同何香
凝一起向蒋介石递交了《恢复中山先生
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案》，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
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
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
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
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
以竞革命之功业。”2月15日，为配合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的主张，宋庆龄一改往日对国民党
中央的抵制态度，以中央委员身份参加
了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再
次重申其一贯立场，“内战必须不再发
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
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
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也标志着
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正式形成。11月，宋庆龄发表《关
于国共合作的声明》，指出：“共产党是
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
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
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
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
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
本，争取最后胜利。”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宋庆龄
高举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旗帜——反对帝
国主义，保持着清晰的决断和态度，坚
信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为促进国共
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建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者单位：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
一名成功的父亲。他的教育方式与众
不同，能带给人们诸多启发。

鲁迅老来得子，他很爱孩子，自己
编歌谣哄孩子睡觉。孩子长大一些，给
他讲故事，海婴每晚必须听故事，为此
鲁迅花去不少时间。鲁迅认为，对儿童
要循循善诱，通过讲故事，教给他们文
化知识，使他们明辨事理，认识真善美
和假丑恶。对孩子提出的问题，鲁迅总
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

鲁迅不仅喜爱孩子，而且理解孩
子，重视教育孩子。他曾在《我们现在
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这样写道：“自己
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亮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
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鲁迅提倡，对
儿童要了解他们的心灵世界，懂得他
们的兴趣和喜好。

鲁迅在很多书信中记录了孩子的
成长，对于“拆家大王”海婴，鲁迅不是
粗暴斥责，而是理解孩子的好奇心，尊
重孩子，让孩子保持一份真心，让孩子
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不横
加干涉，让孩子自然而然地生长。

有一次，萧红到鲁迅家吃饭，许广
平从街上买了一碗鱼丸子。吃饭的时
候，海婴夹了几个丸子放到自己的碗

里，吃了一个后说：“不新鲜，不好吃。”
许广平一听就生气了，严厉地斥责海
婴。见此情形，鲁迅便把海婴碗里的鱼
丸夹起来尝了尝，果然不新鲜。原来这
些鱼丸中，有一部分是新鲜的，还有一
部分是不新鲜的。于是，鲁迅说：“他说
不新鲜，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去查看就
指责是不对的。”鲁迅十分在乎孩子的
观点、想法，不会想当然地斥责孩子，
这样对孩子的尊重是很多家长不能做
到的。

鲁迅虽然是文学大师，但他对自
己的孩子不是硬性要求他继承父业，
而是“顺其自然”。鲁迅在遗嘱中说：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
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
家。”他希望孩子实实在在做人，不做那
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后来海婴
也没有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按照自己
的爱好选择学习无线电专业，最终成了
国内著名的无线电专家。他业余时间喜
欢摄影，拍了不少珍贵的影像。

后来海婴不止一次地向别人动情
地说：“父亲对我如此真心的爱，使我
认识到一个人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父
亲。”现代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柳亚
子曾说：“近世对儿童教育最伟大的人
物，我第一个推崇鲁迅先生。”

鲁迅的教子之道
张雨

小说家汪曾祺也有懊悔事吗？有
的，并且他到了晚年还深深地引以为
遗憾，那就是一辈子都没有学好英语。

汪曾祺读的是当时的名校西南联
大。说实话，他确实不是好学生。他的
子女在《我们的老头汪曾祺》一书中
说，爸爸做学生时，“自由主义”十分严
重，有兴趣的课便上，听不下去的就
逃，因此学习成绩也就好坏参半，不少
课学得相当差劲。

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有一门必修
课是《西洋通史》，这门课汪曾祺根本
就没有学进去。他曾经交过一份作业，
内容是他精心绘制的亚历山大时期马
其顿帝国的版图。汪曾祺在绘画方面
有天赋，地图倒是画得很好看，所以这
幅地图交上去以后，老师看了哭笑不
得，在作业上加了这样一段评语：阁下
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学术价值全
无。也就是说内容完全跑题了，不着
调，徒有其表。

汪曾祺虽然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

学英语，但是一直没用心学，所以也就
没学好。他在大学读书时，上英语课从
来不做笔记，左耳进右耳出，这样学英
语当然够呛了。到了大二期末英语考
试时，汪曾祺急了，他借来同学的英语
笔记没日没夜地抄，临时抱佛脚，想以
此提高成绩，蒙混过关。然而，由于过
度疲劳，到了考试那天，他竟然一睡不
醒，错过了考试时间，结果大二的英语
成绩是零分。当时西南联大英语是必
修课，不合格不发毕业证。所以，汪曾
祺不得不又在学校多读了一年。

汪曾祺出名以后，非常后悔没有
学好英语，不能和外国人交流，不能
读外国原著。他70多岁时，写过一篇
短文《悔不当初》，文章开头就说：“我
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英语学
好。”他在文章中还说不会外文（主要
是英语）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
家，并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要学好
英语。汪曾祺的懊悔对我们确实有警
示意义。

汪曾祺的懊悔
周二中

苏曼殊一生亦僧亦俗，是清末民
初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并以翻译著
称，作品《燕子龛诗》《断鸿零雁记》、译
作拜伦的《哀希腊》等，在文学史上享
有盛誉。

1918年 5月 2日下午 4时，苏曼
殊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病逝，终年
35岁。刘半农先后写下《悼曼殊》等新
体、旧体诗8首，深切地表达了内心的
无限伤感和痛彻怀念。刘半农与苏曼
殊相识于1916年冬，“我与他，只见过
一次面，通过三次信。不必说什么神
交”，但彼此惺惺相惜，引为知己。

苏曼殊圆寂的消息传出后，在社
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友人纷纷
写诗作文，深情缅怀这位英年早逝的
天才。刘半农在这年12月15日出版
的《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悼曼殊》
的挽诗，其中写道：

只觉他死信一到，我神经上大受
打击。

无事静坐时，一想到他，
便不知不觉说可怜。

……
记得两年前，我与他相见，
同在上海一位朋友家里。
那时候，室中点着盏暗暗的石油灯。
我两人靠着窗口，各自坐了张低

低的软椅。
我与他谈论西洋的诗。
谈了多时，他并不开口，只是慢慢

地吸雪茄。
到末了，忽然高声说——
半农，这个时候，你还讲什么诗，

求什么学问！

1924 年，在孙中山先生的资助
下，苏曼殊的灵柩在上海广肇山庄存
放了6年后，经他生前朋友们的努力，
终于安葬在杭州西湖孤山北麓的一块
空地上，与江南名妓苏小小之墓恰好南
北相对。刘半农有感而发，痛切地写诗
悼念：“残阳影里吊诗魂，塔表摩挲有阙
文。谁遣名僧伴名妓，西泠桥畔两苏
坟。”对苏曼殊能够落葬在美丽的西子
湖畔，与苏小小为邻，发出了“才子对名
妓，也算适得其所”的唏嘘和感慨。

刘半农诗悼苏曼殊
周惠斌

民国作家张恨水爱好广泛，情趣
盎然，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与热爱，使
平凡的日子五彩缤纷，活色生香。

一是听戏。
张恨水是个戏迷。1929 年秋，

他只身从家乡安徽潜山来京“北
漂”。当时他还是一介贫寒的书生，
两手空空，只靠卖文为生，每月除了
吃饭、交房租，尽管只剩下一元现大
洋了，恰巧碰上好戏，就花掉了这最
后一块大洋去一饱眼福。他的老家是
京剧的发祥地之一，也难怪他对此情
有独钟。然而，看戏是要花钱的，虽
然没有家室的他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
入，但如果由着性子看戏，怕也难以
尽兴。

当然，值得花的钱他也绝不吝
啬。“人生有一种嗜好，要多花一些
钱，也要多耗一些精神。”为了梅兰
芳与杨小楼合演的《霸王别姬》，他
可以“大破悭囊”，花十块大洋一看
而再看。

张恨水不仅痴迷京剧，还很用心
地学习戏曲知识，不断地探讨和研
究。他写了不少谈论戏曲的文章，发
表在《明珠》《夜光》副刊上，其中
不乏真知灼见。张恨水喜好听戏、看
戏、聊戏、评戏，却因为是“左嗓
子”，唱起来不搭调，轻易不唱戏。

但尽管如此，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跃跃
欲试，过一把戏瘾。据说，他至少有三
次登台“票”戏的经历。

二是读书。
张恨水很欣赏“无事此静坐，有福

方读书”这句话，他认为“此种旨趣，
殊不合现代人生观。然而吾人真有此种
境界，岂非大幸之事”。他曾作《读书
百宜录》，阐述了无论是秋窗日午，还
是夕阳西下，不管是月明如画，还是大
雪漫天，哪怕是偶然失意，抑或冗于琐
务，总是不失时机地捧读诗书。

张恨水读书很杂，内容广泛。最
初，他热衷于读小说，陶醉于章回小
说，也读过金圣叹批的《西厢记》。有
趣的是，他读小说，故事倒不在意，对
其中的诗词却颇为欣赏。比如 《花月
痕》，他认为小说非魏子安所长，诗词
却均好。接着，他又读了些传奇，如
《牡丹亭》《燕子笺》《桃花扇》《长生
殿》 之类。随着对诗词兴趣的日益浓
厚，他又陆续读了《随园诗话》《白香
词谱》《唐诗合解》一类的书。《随园诗
话》中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对他影
响很大，也激发了作诗的热情和欲望。
而作诗，以诗会友，啸聚都市，给他带
来了许多快乐。

张恨水爱读书，也爱购书。北京书
摊书市星罗棋布。张恨水常常在琉璃

厂、隆福寺、东安市场流连忘返，搜求
旧书。他在《北京旧书铺》一文中说：
在“佣书之余，辄好涉足书摊，以搜索
断简残篇为乐。”“予每届春节，必在此
有数度之徘徊。”他淘书喜好考据和历
史类。经过十数年多方搜求，他的藏书
据说已积累到万余册。可惜，抗战暴
发，几经迁徙，这些藏书大部散佚。

三是养花。
张恨水出生于乡村，故乡的青山绿

水，花草树木，寄托着他的情感，象征
着他的人格，陶冶着他的情操。因此，
他醉心于侍弄花草，并乐此不疲。每次
迁新居，他都张罗着在院子里开辟一个
花圃，栽种诸如紫藤、丁香、山桃、石
榴之类。有时还在院里置一大花盆，盆
里栽上荷花。白墙黛瓦，红花绿树，花
团锦簇，春意盎然，别有一番风情。

张恨水最喜欢菊花，他在《黄花梦
旧庐》 中写道：“我虽一年四季都玩
花，而秋季里玩菊花，却是我一年趣味
的中心。”此时，除了他自己培种，还
大批收进现货。他会把书房几间屋子，
高低上下，用各种盆子，陈列百十盆上
品。有的一朵，有的两朵，最多三朵，
他把它们摆放调整得可以入画。在菊花
旁边，用其他的秋花、小金鱼缸、南
瓜、石头、蒲草和一个大芜菁做陪衬。
每到晚上，在灯光照耀下，墙壁上花影

摇曳，如一幅幅水墨，令人心旷神怡。
面对这良辰美景，张恨水常常呼朋唤
友，来菊花丛中，喝茶聊天；有时也闹
个菊花锅子，吃着花瓣，吟诗填词、饮
酒作乐。

除了迷戏、嗜书、养花之外，张恨
水还爱画画。他认为“诗家未尝不爱
画，画家亦未尝不爱诗”。自幼爱画，
除了在学校教师的教授之外，主要是从
《芥子园画谱》中学习。

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与补白大
王郑逸梅过从甚密。一次，郑逸梅求
画于他。他知道郑喜梅花，就画了
《绛梅图》 相赠。郑视若拱璧，常在
“书巢”悬挂。1947年，张友鸾 43岁
寿辰，左笑鸿特意送了个椭圆形的黄
铜墨盒，便请张恨水添墨宝，张恨水
并不推辞，提笔画了一幅菊花墨稿，
还特意写了“应笑鸿嘱为友鸾作”几
个字。左笑鸿亦挥笔补写“笑鸿持赠
友鸾兄”数字，成就了一段文坛知己
互羡互敬的佳话。

不仅如此，1931年春至 1937年，
他的四弟画师牧野，邀集同仁创办了

“北平华北美术专科学校”，他也出资赞
助，成了该校董事，并被推举为校长。
学校邀请陈半丁、王雪涛、李苦禅、汪
慎生、王青芳、许翔阶等任教师，他的
老朋友齐白石、刘天华、郑颖荪等也常
来讲课。张恨水在教书、写作之余常向
画家们请教绘画技法，他的绘画嗜好得
到了极大的满足。

据张恨水之子张伍回忆：有一次张
恨水和几个老友聊天时，有人说张恨水
的散文比小说好，诗又比散文好。张恨
水则说：“都不好，我的画好。”可见，
他对绘画是下了工夫并蛮有自信的。

张恨水的四大情趣
崔鹤同

1949年，叶圣陶来到北平，担
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
任。几年后，叶圣陶又兼任人民教育
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职位。当时，为
了推动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
中央还特地从全国各地抽调了200多
位教科书编写审校人才入职人教社，
以协助叶圣陶的工作。

虽然采编队伍一下子发展壮大，
同时多了许多能干的人才，不过，对于
工作总是一丝不苟的叶圣陶来说，许多
事情还他会亲自动手。曾经收入小学语
文课本的儿歌《小小的船》，就是叶圣
陶在主持工作的间隙潜心推敲出来的。

这首儿歌创作于 1955 年 5 月 9
日。当天，叶圣陶在日记里记载：

“今日，花费一个多时辰，创作出一
首儿歌，自以为得意，录之：弯弯的
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两头尖/我在
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

蓝的天。”在儿歌的后面，叶圣陶还
专门对此作出了解释：“多有叠字，
多用an韵字，意极浅显，而情境不
枯燥，适于儿童之幻想。二十年前在
开明编小学课本，即涉想及此，直至
今日，乃始完成。”

从叶圣陶的日记中不难看出，这
首儿歌的灵感，早在20世纪30年代
就在他的脑海里闪烁孕育，直到
1955 年才终于推敲而成。《小小的
船》 从 1956 年进入小学语文课本
后，便广为流传，由一代代一年级小
学生诵读，而且还入选了多个版本的
音乐教材。

值得一提的是，也是著名编辑的
叶圣陶长子叶至善，曾对父亲的这首
儿歌作了有趣的评赞：“儿歌仅 4
句，37字，在日记上自批自夸，写
了50多字的跋，可以想见，父亲那
天夜里反复吟哦的喜悦。”

叶圣陶与儿歌《小小的船》
姚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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