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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关爱特邀代表
1949年9月，袁雪芬作为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去北

京开会。全国戏曲界特邀代表还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

秋3人，27岁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是其中最年轻

的。到京第二天一早，饭店服务员给袁雪芬送来一杯牛

奶、两颗鸡蛋，并告诉她：“这是周恩来副主席特意关照给

您的，他听说您在旧社会生过肺病，让给予照顾。”袁雪芬

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她想，我还从未见过周副主席，他

是日理万机的共产党领导，怎么得知我这个演戏者曾得

过肺病呢？

数日后，周恩来会见与会的特邀代表，见到袁雪芬时像

老熟人一样说：“我早就认识你了。”接着提及1946年在上海

看她演《凄凉辽宫月》的情景。袁雪芬这时才明白，当年报纸

上登的看越剧的中共代表原来就是周恩来。

马连良：爱惜人才扶植年轻人
一年，扶风社在上海演出马连良主演的《清官册·审潘

洪》时，前台经理为了刺激上座率，提出让叶盛兰来出演八

贤王。由于当时叶盛兰正红，又年轻气盛，不愿意接这个活

儿，于是，他故意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与马连良共挂头牌；

第二、由旅馆到剧场后台，需汽车全程接送。当时，许多人

都觉得叶盛兰的要求提得太过分，但是马连良毫不犹豫

地答应了叶盛兰的要求。

演出那天，当叶盛兰扮演的八贤王唱出“内侍带马不

中用，本御带过了马能行”两句二黄散板时，声音高亢激

昂，获得了满堂的喝彩声。好角儿就喜欢在台上相互刺

激，马连良一下子也来了精神，紧接着一句“自盘古哪有

这君与臣带马”，更是一波三折韵味十足，叫好声、鼓掌声

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观众也过足了戏瘾。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那天的演出实在太过精彩，最后还卖了站票。老板

挣了钱，自然十分满意，连忙跑到后台恭维马连良说：“还

是您的表演精彩！”马连良却纠正老板说：“功劳要归叶先

生，他才是这场戏的主角。”

事后，有人不解地问马连良：“叶盛兰当时提了那么多

要求，是不是太过目中无人？一个年轻人如此张扬，应该压

压他的气势才对。更何况社团里有那么多演员，实在没有必

要非得用他。”马连良却表情严肃地回答道：“我倒是觉得叶

盛兰的要求并不高，因为他确实有拿得出手的本领，看人要

多看他闪光的一面。再说，我们要爱惜人才，同时扶植年轻

人是我们的己任，还有什么事情比他们的成长更重要呢？”

当马连良的这番话传到叶盛兰耳朵里时，他先是脸红羞

愧，随即对马连良的豁达和宽容感激不已。

林森：“有姨太太的不许坐”
庐山山高坡陡，20世纪30年代，身为国民政府主席

的林森深知登山人的艰辛，在路边吩咐人刻了“努力前

进”“不忘五九国耻”等字样；在路陡坡高之处，就刻了“暂

息仔肩”“任重致远”。最有意思的是，林森在庐山牯岭一

带登山道的两侧，捐建了一批供游人休息的石椅子，上刻

有“同胞请坐”。不久，人们又发现，石椅子又被刻上“有

姨太太的不许坐”。

这是因为当时社会风气不好，尤其是在官场，不少官员

娶了好几房姨太太，不仅不以为耻，还到处招摇过市。对

此，林森深恶痛绝，但法律并没有规定不准娶姨太太，林森

虽身为主席，也不便横加干涉，只能以此种方式表示不齿和

不屑。有的人曾当面问过林森，你刻了这几个字，那有姨太

太的人就真的不坐了吗？后来，胡适道出了“天机”：“这就

是林主席过人的高明之处。即使游人有了休息之处，也鞭

挞了社会丑恶现象。你有姨太太，尽管去坐好了，绝没有警

察来干涉你。不过你坐下来后，总觉得不舒服吧。”

李鸿章：从欧洲采购牛肉汁
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刘声木记载，李鸿章晚年颐

养之品，只日服牛肉汁、葡萄酒二项，皆经西医考验，为泰

西某某名厂所制，终身服之，从不更易。牛肉汁须以温水

冲服，热则无效，葡萄酒于每饭后服一小杯，以助消化。

“牛肉汁”或“牛肉精”在李鸿章书信中常有出现，比如在

给儿子李经方的信中说：“伯王前索牛肉精（寄去四盒，其

太福晋老病，当合用），恭邸要野白术（寄去二觔），或亲往

送呈，或专弁交，汝酌办。”

李鸿章喜欢喝的牛肉汁，并不是一般的牛肉炖汁，据

学者姜鸣考证，这是苏格兰人约翰·庄士敦在19世纪70年

代创立的著名品牌“保卫尔”牛肉汁，以真正牛肉提炼。在

李鸿章访问欧洲时，《伦敦新闻画报》上有一幅漫画，画着

李鸿章专门采购一批货物运回中国，其中除了维多利亚肥

皂、雷明顿打字机外，还有就是“保卫尔”牛肉汁。

拾遗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长征途中，正

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左”倾教条主义者李德、博古进

行了坚决的斗争，才争取了对中国革命前途具有决定历史意义的遵义会

议的召开，在组织上军事上终结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

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长征途中，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

大勇，奇谋迭出，才使中央红军跳出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包围，从而使红

军长征更具传奇的英雄史诗色彩；长征途中，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与张

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有原则又有策略的斗争，才避免了党的分裂与红军内

部的火并，从而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
有理有节

从 1932年 10月的宁都会议到长征初
期，受“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压，
毛泽东失去了红军的指挥权，而生搬硬套苏
俄经验的教条主义者李德、博古在长征途
中，不顾形势与军情之变，固执地坚持要与
湘西北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早已了
解中央红军西进意图，在桂北湘江两岸集结
30万重兵，布下一个大口袋阵，等着红军来
“上套”。针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毛泽东、
彭德怀提出，不要让敌人牵着自己的鼻子
走，而是绕开敌之口袋阵，杀一个回马枪，回
师湘南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再寻找机会发展
壮大红军。但李德、博古根本听不进毛泽东、彭
德怀的正确意见，仍然固执地坚持错误的行
军路线。

李德、博古作为决策者另一个致命错误，
就是将红军的行军来个甬道式大搬家——部
队和机关不轻装也不精简，如蜗牛般爬行，
一大批运载骡马驮着无数的辎重，数千副担
子，加之人数众多的非战斗人员，各种坛坛
罐罐都携带着，连笨重的制造机械也让人抬
着。针对这种搬家式行军，毛泽东多次进
言，部队要轻装前行，兵贵神速。但李德、博
古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置之不理。

从红军长征出发到湘江战役前，毛泽东
为纠正党内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艰苦细致
的思想政治工作。张闻天、王稼祥原本与博
古同为留苏同学，也是在中央苏区时期执行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骨干成员，但在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时与李德、博古发生意见分歧，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加深了张闻天、王
稼祥与李德、博古的矛盾，他们也受到李德、
博古的排挤，处于“闲置”状态。长征之初，
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编在军委第一
纵队所属的中央队，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一机
会，与张闻天、王稼祥坦诚交心，反复进行思
想沟通，“王稼祥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
错误军事指挥，张闻天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
间的争论，毛泽东则娴熟地运用马列主义的
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
析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
害，说明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
实际相结合的道理，阐述自己的主张”。经过
耐心的思想工作，张闻天、王稼祥对李德、博
古盲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有
了深刻的认识，他们转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折损过半，元气
大伤，军心士气也低落到了极点，党和红军
的命运面临着重大考验。毛泽东为摆脱危
机，广泛深入部队，不断与朱德、刘伯承、彭
德怀等高级干部交流，与中级干部谈话，同
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李德、博古对
自身的错误不仅不醒悟，仍然坚持带领红军
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针对李德、
博古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与他们进行了
有理有节的斗争。他利用自己政治局委员
的身份，而且已争取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
祥支持的有利条件，以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形
式与李德、博古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从通
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毛泽东
的正确意见日益得到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的
支持。这一系列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
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组织基础。

1935年1月，迎来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始
终起着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会议的重要内
容是批判“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在军事指挥
上的错误及危害。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
的发言成为遵义会议最重要发言，也为遵义
会议奠定了主基调。张闻天所作的“反报告”

也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且以
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与会的20人除了
博古、李德、凯丰三人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
主张外，其他人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这是党
的军事路线的一个重大转变，标志着“左”倾
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组织上的终结。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
红军的领导地位，为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从
挫折失败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革命
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是
中国革命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
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与敌人的军事斗争
大智大勇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获得了红军指
挥权，他一改以前红军处处被动挨打、被敌
人牵着鼻子走的窘境，变战略被动为主动，
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地
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敌人疲于奔命，
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妙的军事指挥艺术。

四渡赤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与敌军事
斗争的大智大勇。就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
蒋介石便集结40万大军，欲图将仅有3.5万
的中央红军聚歼于乌江西北地区。毛泽东不
与敌纠缠，指挥红军渡赤水河西进，1935年1
月29日，中央红军3万多人安全一渡赤水河；
正当中央红军试图从川南古蔺、叙永向长宁
集中，从宜宾附近北渡长江时，却发现敌川军
已扼住长江北岸，毛泽东与军委领导人果断
决策，带领红军改变行军路线，摆脱川军，转
移到川滇边的扎西地区，中央红军乘追敌川
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不能及时到达、黔
北守敌空虚之机，迅即掉头从二郎滩、太平渡
再渡赤水河，攻克天险娄山关，再占遵义城，
取得了遵义会议以来首次重大军事胜利，大
大激发了红军斗志；蒋介石连遭毛泽东算计，
急忙从汉口飞抵重庆督剿，亲自部署大军合
围，企图在遵义、鸭溪这一狭小地区将中央红
军逼入绝境，面对危局，毛泽东指挥若定，红
军示形于西而实向东，大胆地穿插于国民党
重兵之间，当敌西移之际，中央红军神出鬼没
地从茅台镇附近三个渡口渡过赤水河，再占
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

正当中央红军进驻古蔺之际，蒋介石急
调中央军、川滇黔各路大军向古蔺集结合
围。就在蒋介石自信地认为红军如瓮中之
鳖之时，毛泽东却指挥中央红军神不知、鬼
不觉地掉头疾进，悄然四渡赤水河，秘密返
回贵州，旋即南渡乌江，将国民党大军甩在
赤水河之西，成功地跳出了蒋介石精心部署
的50万大军组成的包围圈。

以假象惑敌、虚虚实实、声东击西，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兵法的运用达到了炉
火纯青的境界。当得知蒋介石正在贵阳
坐镇指挥时，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造势攻
贵阳之假象，成功地调动国民党各路大军
心急火燎地赶往贵阳救驾，中央红军却从

贵阳、龙里之间，迅速穿过湘黔公路南下，
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红军
入滇后，为迷惑滇军，毛泽东再出奇谋，造
进攻昆明之声势，当滇军余部回防昆明之
际，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务便露出
破绽，中央红军便从容渡过金沙江，安然
入川，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善于抓住全局关键问题，找到突破点，这
是毛泽东在与敌斗争中善用辩证法智慧的集
中体现。1935年5月下旬，蒋介石已发现中
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欲会师的意图，于是在
川西及大渡河沿岸再设重兵防守，同时派部
队尾击中央红军，试图凭大渡河天险，让“朱
毛成为石达开第二”。虽然红军17名勇士于
5月25日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此处水急滩
险，难以架设浮桥，而且部队只找着4条渡
船，要使数万红军在几天之内安全渡河是极
冒风险的。26日，赶至安顺场的毛泽东，在听
取部队情况汇报后，经过分析，决定在大渡
河上游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渡河。于
是，中央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夹河而上，经过
快速行军，中央红军于29日抢占了泸定桥并
攻克了泸定县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顺利
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让朱毛红军做“石达
开第二”的美梦成为泡影。

果断出手，打蛇就要打七寸，显示出
毛泽东在与敌斗争中的英雄血性。1935年
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时，11月
3日，原陕北的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
全军1万余人。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调集
东北军5个师3万余人，试图将长途跋涉、来
不及休整的红一方面军一举消灭。在此形势
下，能否将敌人打狠打痛，灭敌人的威风，为
红军万里长征画上圆满的句号，使红军牢牢
地立足陕北，成为全局的关键。为此，毛泽东
亲自部署指挥直罗镇战役，准备歼灭敌人一
至两个师。这次战役在毛泽东精心指挥下，
红军共歼灭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其他敌军
闻风而逃。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捣毁
陕甘宁边区的图谋，为中共中央将全国革命
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有原则有让步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
会师于四川懋功。当红四方面军首领张国
焘看到中央红军衣衫不整，装备粗劣，且人
数只有一万余人时，而自己拥兵八万之众。
他便欲图凭借自身的条件优势，迫使中央作
出让步，以谋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权。他
置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大好革命形势
于不顾，拒绝接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
针，执意向西或向南发展，公然与党中央的
战略决策相抗。张国焘以“中央政治路线出
了问题，要求中央领导承担放弃中央革命根
据地的所有责任”为借口，以此为要挟改组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而达到夺取中国共产
党最高权力的目的。

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图谋，进行了既有原则
又有策略的斗争。始终坚持红军北上这个重大
原则问题不让步，但又讲究斗争的策略性，为争
取他支持中央的北上方针，便适度满足张国焘
对权力的欲望。在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在批
评张国焘南下川康的退却逃跑路线的同时，重
申了北上川陕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为
团结张国焘让其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之职。
但张国焘对此仍不满足，7月，张国焘指使陈昌
浩致电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司令部，
并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的要求。毛泽东与党中
央为了维护中央威信，坚决抵制了张国焘的无
理要求。但是为了顾全大局、维护红军团结，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张国焘作了策略性的让
步，决定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
张国焘。然而张国焘却得寸进尺，以“统一指
挥”为名，提出红军指挥权集中于总司令部，利
用其总政委的身份，试图架空中央军委、控制军
权，还打着“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提出再增加
四方面军干部9人进入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人对于张国焘的斗争，
采取了斗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办
法。他坚持总司令部直属军委领导，党指挥枪
的原则，粉碎了张国焘篡夺军权的图谋。但在
增加中央政治局成员的问题上，毛泽东考虑到
四方面军人多势强，对张国焘作了一些必要的
让步，同意从四方面军中提升2人为政治局委
员，3人为中央委员，3人为候补委员，以表明中
央顾全大局的诚意。

但即便如此，张国焘仍拒不执行党中央北
上的战略方针，他借口河水上涨无法北上，甚
至在1935年9月毛泽东率右路军北上途中，秘
密电令其亲信陈昌浩用武力胁迫中央南下。
为避免红军内讧，党中央毅然将一、三军团和
军委纵队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借故上山
打柴、筹粮，乘着夜色从巴西地区悄然出发，化
解了内部火并风险，粉碎了张国焘以武力要挟
中央、通过党内斗争夺权的阴谋。

在张国焘南下走上分裂道路以后，党中央
仍没有放弃对张国焘的争取。9月12日，党中
央的俄界会议，多数代表要求中央给张国焘作
组织结论，开除其党籍。但毛泽东考虑到张国
焘的问题牵涉到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从团结
的大局出发，还必须尽可能地化解矛盾，仍然
尽力争取他。然而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一再
挽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0月，竟然
在四川理番县的卓木碉非法成立伪中央，公然
与党中央分庭抗礼。但是，党中央在思想上进
行严肃斗争的同时，仍没有宣布撤销他党内一
切职务，也没有给他开除党籍的处分。党中央
这种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策略，得到了党内军
内的普遍拥护。

1936年1月24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
代表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明确表示“共产国际
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他建议张国
焘取消伪中央，将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原则争
论提交共产国际解决，这无异于给张国焘当头
棒喝；又由于执行张国焘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
敌人的重兵围剿下，遭受到严重挫折，8万红军
锐减至4万，广大红军将士对张国焘分裂主义
的危害有了深切体会，连他的一些亲信也开始
质疑，张国焘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红四方面
军将士最终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宣告了张国
焘分裂主义的破产。

结语

伟大的事业，必须进行伟大的斗争。这是
党在长征时期留下的珍贵的精神财富。要取得
伟大事业的胜利，党必须要具备自我净化、自我
革命的能力，那就是要与党内错误的思想进行
伟大的斗争；要取得伟大事业的胜利，党必须要
战胜敌人，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唯
其如此，党的事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张弘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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