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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曾在毛主席床上睡午觉
1960年9月，中国和古巴建交。古巴外长劳尔·罗亚·

加西亚访华时，毛主席恰好去外地视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兼外交部长的陈毅特意在中南海设宴招待。宾主刚刚入

座，陈毅就站起来举杯宣称：“此处是毛主席办公、看书和休

息的地方，今天我在这里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是由衷地表

示对古巴人民和你们的尊敬及欢迎。”劳尔·罗亚·加西亚一

行人深感荣幸，都很开心。

宴毕，陈毅送别客人回来后提出：现在我不想走，我要

在毛主席的床上睡个午觉。陈毅进去后，倒在毛主席的床

上，呼呼地睡着了。

睡醒后，陈毅对多年负责中南海毛主席日常生活工作

的张宝昌说：主席睡的木板床这么硬旧，你们怎么也不给他

换一换啊？张宝昌答道：主席睡惯了，不让换。张宝昌还回

忆说，毛主席回来后，听说陈毅又是大宴宾客，又是睡他的

床，忍不住哈哈大笑说：陈毅就是那样的人。

陶行知：作打油诗讽刺胡适
陶行知与胡适是留美同学，两人曾因共同推动中国的

文化教育事业而结下友谊，后却因对诸多公共事务的认识

不同而日渐疏远。一次，胡适写了一篇《我们走哪条路》的

文章，文中说到中国有“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

和扰乱，未提当时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这一“大鬼”。

陶行知当即写了一首打油诗进行纠正：“明于考古，昧

于知今，捉住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谢国桢：不忘先生遗训
1929年，梁启超久病不愈，谢国桢推荐名医萧龙友为

其看病。萧说：“令师要病好，必须停止工作，否则即使扁鹊

再生，也无能为力。”谢将医生的意思转告给老师。梁启超

听后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

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好友萧璋（萧龙友之子）前

去探望，劝他说，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回答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梁先生的这两句遗训，我

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孔子：为什么叫孔夫子
夫子，在古代多是对男子的尊称，也多用来称呼学者、

老师。孔子一生致力于教育，《论语》即是孔子的弟子及再

传弟子所编纂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孔子的学生弟子多

称呼孔子为夫子。例如，《论语·学而》中子禽与子贡的对

话：“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夫

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

求之与？”这个“夫子”便是指孔子。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弟子盖三千

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即后世所说的孔子有弟子

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在《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孔子曰：

‘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这里孔子的

弟子增加到了七十七人。

不过，无论是哪个说法，孔子弟子众多、贤达者亦不

少是毋庸置疑的。而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更是流传盛

广，各个朝代都有儒家学者。这样一个门徒甚多、影响极

大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后世尊称一

声“夫子”也理所当然了。

因此，孔子被称为孔夫子，即是从孔子的学者、老师的

身份来说的，而正是因为其在文化历史上的特殊性、代表

性，此后孔夫子一词俨然已成为孔子的代名词了。

李斯特：推荐肖邦方式巧妙
年轻的肖邦初到巴黎，由于自己经济十分困难，无法结

识很多作曲家，只能通过演奏钢琴曲去交朋友。当时巴黎

还不知道肖邦，而誉满全城的是匈牙利钢琴家李斯特。一

个晚上，李斯特举行公演。大厅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听

众，按照当时音乐会的习惯，演奏过程中灯火全熄，让听

众在黑暗中全神贯注地欣赏音乐家的演奏。此时，肖邦

便有了这个展示的机会，他的钢琴演奏是那样深沉淳郁，

不一样的演奏音乐风格使听众如醉如痴，认为李斯特的

演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演奏结束，灯火重明，在听众的狂呼喝彩声中，站在钢

琴旁答谢的，却是一位陌生的青年——原来李斯特在灯火

熄灭之际，悄悄地把肖邦换了上来。李斯特用这样的方式，

把优秀的肖邦介绍给了巴黎听众，使肖邦一鸣惊人，被誉为

“钢琴家中的第一人。”

● 进步青年到达延安
的基本概况

进步青年赶赴延安主要开始于1937
年，1938年达到一个高峰。由于全面抗战
以来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陕甘宁边
区政府合法化，全国进步青年奔赴延安，
国民党当局没加阻拦，故出现了抗战前两
年进步青年奔赴延安的盛况。在国共合
作顺利时进步青年赴延安处于高潮期，低
潮则是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1939
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为保存实
力，遂采取消极抗战之策，积极反共溶共，
并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对西安等通往延安
的道路进行封锁阻拦，以致赴延安的进步
青年规模数量逐步减少。

本文要论述的进步青年赴延安，就时
间段来说主要是1937年到1939年国民党
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年龄段上主要
指十五六岁左右，文化程度上主要是中学
及以上文化程度，包括因抗战等因素而中
断中学学业的学生。

这些进步青年有的出身于华侨家庭，
有的出身于地主家庭，有的出身于传统知
识分子家庭，有的出身于农民家庭，有的
出身于小业主小职员家庭，也有极个别出
身于国民党相当级别的官员家庭或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家庭。他们当中不少来自
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
学、四川大学、中国大学、上海大学等中国
当时的一流大学，还有的进步青年具有留
学海外经历，这说明当时赴延安的进步青
年中有不少是青年中的精英，其言行举止
在青年人中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值得
关注的是，这些进步青年如果不去延安完
全可以过上较优裕的生活，而他们却选择
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陕甘宁边区，并投身
于民族救亡之中，这说明他们主要是为理
想信念而奔赴延安。

就职业界别而言，有的是来自于左翼
或深受左翼影响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曾积
极宣传抗战，与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
争，有的还曾被捕入狱。有的来自于职业
革命者，有的来自于小职业者或小知识分
子，还有的来自于爱国华侨、归侨，受南洋
华侨总会陈嘉庚的宣传和影响，一些华侨
进步青年通过各种渠道赴延安。除此以
外，也还有来自工人、农民、商人、旧军人
等阶层的进步青年，他们为救亡而奔赴革
命圣地延安。

● 政治上的高度认同
是进步青年奔赴延安的动因

自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的爆发，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民族危
机的加剧，进步青年逐渐形成了对国共两
党的认识和判断，从而在国共双方之间做
出了政治选择。

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东北不到三个
月陷于敌手。当时西方列强受经济大萧

条的冲击，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只是谴责却无
付诸制裁之实。苏联对日仍以绥靖为主，这
更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接着，
日本又发起了一·二八事变，侵犯中国淞沪
以转移其占领中国东北的视线，在淞沪停战
协议签订不久，又策动华北事变，面对日本
侵略者的不断挑衅与侵犯，蒋介石不仅一味
退让和不抵抗，而且将主要兵力用于围剿苏
区红军，这使国民党政府大失民心。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决定了进步青年
对国民党采取“失”的态度。九·一八事变
后，南京、北平、上海等地爱国学生赴南京进
行“停止内战、迅速抗日”的请愿，却被国民
政府拖延拒绝，而且还明令禁止各地学生集
队到南京请愿，使进步青年对国民政府强烈
不满。1935年后，日本对华北步步紧逼，欲
占据东北后，推行华北自治使之作为进一步
侵华的缓冲地带和跳板，蒋介石不仅不进行
抵抗，还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何梅协定》，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青年学生
充满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1935年
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
全体同胞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
的主张，在广大爱国学生当中引起了强烈反
响，“这一宣言对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
很大的宣传和推动作用。许多同学争先恐
后地传阅和翻印这份激动人心的宣言”。随
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了爱国学生抗日
救亡的一二·九运动，使中国共产党与广大
爱国进步青年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加深。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进入了
共同御侮的合作时期，这使广大的爱国进步
青年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以民族大义
为重的，是非常顾全大局的，正是如此，在
1937年年底到1938年出现了大批进步青年
赴延安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对广大进
步青年产生了巨大的感召作用。中国共产
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示了中
国共产党顾全大局、真诚团结社会各阶层
抗日、对国家民族高度负责的坦荡胸怀，因
而赢得了广大爱国进步青年的广泛支持和
拥护。

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作战的成就，对进
步青年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他们在

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全国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制定了在敌后放
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奔赴在各抗日
战场，不断打击敌人。很多进步青年正是通
过国民党战场上的不断溃败、共产党战场不
断胜利的对比，看到了共产党才是民族的希
望，共产党才代表民族的光明前景。如抗战
初期由八路军取得的平型关大捷对很多青年
走上延安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像来自上海
的进步青年刘人寿说：“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
退声中，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大捷的
消息，我们也就更加倾向坚决抗日的中国共
产党。”这表明，在当时国民党军队连失淞沪、
南京，全国对抗战前途充满悲观之际，八路
军在平型关取得的重大胜利无疑是对全国
人民特别是进步青年的极大鼓舞，爱国进步
青年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制敌有方，因而他
们将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继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120师、129师
先后取得雁门关大捷、夜袭阳明堡机场战斗
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
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从而也赢
得了广大爱国进步青年的由衷敬佩和信任，
为他们日后毅然选择共产党、跟共产党走奠
定了政治基础。

● 中共对进步青年的重视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进步青年在抗日
游击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号召，为
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要“有力出力，有钱出
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毛泽东在中
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怎样才能停
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
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去宣
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把文的方面在
制止内战、团结抗日中的作用提高到和武的
方面相互配合的重要地位，激发了广大文艺
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投入抗战救亡的热情。

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重视从青年学生、
知识分子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1938年 3
月，《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明

确指出在发展党员时不搞关门主义，要大胆
吸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党的队伍中来。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
作《反投降提纲》报告，从革命斗争需要的角
度，高度肯定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
用，强调“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
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极大地鼓舞了进
步青年的革命热情。

为了尽快让爱国知识分子增强对中共的
政治认同，吸纳他们到革命队伍中来，中共采
取了积极而有效的宣传措施：善于利用报纸、
书籍及亲历者的传播效应。中央红军到达陕
北后，就利用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对
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的生产生活进行了广泛
的报道，如《延安市民主抗日运动在继续开展
著》《禁烟工作在延安严重提出》等有关报道，
一个充满革命气氛、生机勃发的延安展现在
人们的眼前。与此同时，国统区的媒体也有
关于边区延安的报道，如《大公报》先后刊载
了《我们受责备了！》《新年的延安——除夕的
一天》文章，向读者介绍了由国统区到达延安
人员的生活场景及春节前后延安民众的生
活，使人们感受到一股清新的空气。

特别是西方记者的延安之行，他们或著
书或口耳相传，对红色延安作了一个很好的
宣传。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1936年到达延
安，他多次采访毛泽东并彻夜长谈，其《红星
照耀中国》一书风靡世界，红色延安声名远
播。1937年6月，美国学者托马斯·亚瑟·毕
森一行访问了延安，称延安“正是这样一种精
神和气氛，吸引了追求自由、追随革命的学生
从中国各地奔向延安”。其他传媒人如美国
记者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都对红色延安作
过精彩的报道。这些精彩的报道，加深了人
们特别是爱国进步青年对红色延安的了解，
心神向往之。

抗战爆发后，党的各项事业急需有知识
有文化的干部，因而培养和造就进步青年干
部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共在陕北创办了抗
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
等二十余所高等学校对到延安的大批进步青
年和各类人才进行集中培训，并要求各地方
各级党组织积极吸收知识分子。

制定并实施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在有
限的条件下，边区政府为到达陕北的知识分
子提供尽可能的优待，除了基本生活实行供
给制给予最起码保障外，每月还发1到3元不
等的津贴，略高于士兵和普通工作人员标准，
那时的伙食标准一般是“每人每天一斤半小
米、一钱油、二钱盐”，对于来延安的高级人
才，边区政府则给予最大限度的优待。中央
给何干之每月20元的津贴，并派一名警卫员
照顾他。当时20元是最高标准，即使时任陕
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也只有5元津贴。红军
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
多的不过四五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
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
任白戈等，津贴费每月10元。边区政府对知
识分子之优抚可见一斑。

延安学校在国统区的招生成为直接而有
力的动员和宣传手段。中共中央长江局运用
《新华日报》这个重要平台，通过刊登《关于
“陕公”和“抗大”招生》《关于投考“抗大”和
“陕公”》等招生事宜，并在八路军驻各地办事
处设立招生委员会负责招生工作，一时“报名
的人络绎不绝”“每天约有十几人到三十几人
不等”。同时，各地党组织还进行沿途安排照
应，为爱国进步青年赴延安创造了条件。如
南方局办事处事先把这些青年组织起来，将
延安的现实情况向有去延安意向的人员进行
说明，廖似光负责拟定名单，送交周恩来审
批，钱之光则负责路费发放并交代注意事项，
童小朋负责发报，将赴延安的人数及行程通
知西安“八办”和延安党中央。

国共关系紧张之际，中共则特意安排具
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员为其领队，或者将一些
进步青年伪装成八路军相关人员，以便于乘
坐八路军的汽车。正是在中共的悉心组织、
安排下，数万名热血青年的朝圣之旅得以成
行，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到达延安的进步青年经过培养、培训后，
充实到边区的干部队伍中去，分配到各机关和
军队中，从事抗战工作，他们为抗战事业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为救亡复兴书写了精彩的华章。

延安
爱国进步青年向往的红色之都

张弘弛

拾遗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
民的抗战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在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下，延安以其“廉洁、社会治安好、朴
素成风、民主风气好”而获得世人的称赞，特别是中共坚持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得到了
全国各阶层特别是爱国进步青年的高度认可，延安成为他们心驰神往的革命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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