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苏区时期积蓄的财富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商贸
活动、攻占富裕的敌占区罚没其财产，特别是组建钨矿公司
等一系列行动，使红军的财经状况大为好转。20世纪初，德
国传教士发现江西大余县具有丰富的钨矿资源，这是一条很
重要的商业信息，因为钨矿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兵工资源。

1932年年初，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银行行长的毛
泽民受苏区领导委派去大余县调研，在公营铁山垅钨矿基础
上成立“中华钨矿公司”，公司由最初的500工人发展到后来
的5000工人。20世纪30年代正是德国军工的井喷时期，中
央苏区与德国驻穗公司进行钨砂生意。据资料载，1932年至
1934年长征前夕，中华钨矿公司创造的贸易总收入达620万
元（银元），为中央苏区红色政权攒下了较厚实的家底。

长征初期，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全体人员编入军委第二纵队
的第十五大队，毛泽民担任该大队政委，大队长袁福清，党支部
书记曹菊如。“十五大队携带黄金、白银和苏区的钞票共160多
担”，全大队共有14名干部、200多位运输员和1个特务连加强护
卫。这些积蓄成为红军在长征中购物的主要经费来源。

通过战斗缴获

在艰苦的长征途中，通过战斗缴获成为解决红军给养的
主要方式。红军攻下一地一城，将缴获的财物，一部分分发
给劳苦大众，余下的充作军资。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克贵州土城，击溃黔军3个团，缴
获了一批茅台酒、粮食与财物；4月，云南军阀龙云部在昆明东
马龙县一带正运送军用物资给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红军以雷
霆之势将其截获，缴获了大批军粮、宣威火腿、普洱名茶及云南
白药；中央红军行至大渡河边，在开罗场与川中刘文辉部发生
激战，敌人被击退后，红军占领了当地粮店，缴获4000多袋粮
食；1935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在西兰公路上对毛炳文部辎重
运输队进行伏击，这10余辆汽车满载被服、鞋袜等军需物资，
红军将其全部缴获；10月，红军在固原县青石嘴伏击国民党西
北军一部，缴获运输马车10余辆和军马100多匹。

红军在长征途中，不仅缴获钱粮等财物补充给养，而且
通过战斗缴获也补充了武器弹药。中央红军在遵义战役中，
缴获各种枪2000余支（挺）；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包
座战役，战斗胜利后，缴获长枪1500余支、机枪50余挺。红
二、红六军团在各种战斗中也缴获很多武器弹药，及时地补
充了武器装备，壮大了红军力量。

没收地主劣绅资财

中央红军的没收征发政策规定得很详细，且能依据形势
变化而适时调整。1934年10月，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没收
捐款暂行细则》，要求红军战士，每进驻白区，积极摸底调查
该地的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的具体情况，为红军的没收工
作提供依据，并建立团供处、没委会，对没收征发上来的钱
物、军用品、粮食、器具等集中在团供处，由没委会制定分配
原则，并协同政治处将没收征发之钱物按规则分配给部队和
群众。11月，总政治部再颁发《关于红军中没收征发委员会
暂行组织条例》，此条例规定团以上单位皆设没收征发委员
会；1935年1月至2月间，总政治部先后颁发《关于各部队取
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
训令》，前者规定了红军取用没收品、征发品的价格及具体办
法，后者则发布了取消各级没收委员会组织，其职能纳入各
级政治部之地方工作部下设的征发科，负责指导与计划没收
征发工作，并规定要严格执行征发没收工作的群众路线和阶
级路线。

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由群众提出列入被没收的土
豪劣绅名单，经过工作队和拥护红军委员会核实审查后，将
其欺压群众的罪行张贴在告示上公之于众，然后没收其财物
并分发给群众和红军部队。这样的办法因为充分调动了群
众的积极性，因而十分高效，红二、六军团在湘、黔、滇地区，
人民群众积极响应红军的打土豪没收政策。红军第六军团
在辗转于湘西期间，通过打土豪就没收了15家地主财产，获
得5000块银元，10多斤黄金，另有被服数百，数十万斤粮食，
还有盐巴等。

据肖锋《长征日记》载，1934年10月至1935年5月，打土
豪没收财物有21例，如1934年11月20日，红军没收15家地
主钱物，筹款3万多元，另获衣被1200件，粮食也收缴颇多。

沿途购买

中央红军出发时，中华苏维埃中央银行将银元和钞票分发
给红军各部，以便红军沿途购买物资和日用品。据《长征》载，
红军主要采购的日用品有胶底鞋子、糯米、红糖、香烟等，以及
布匹、药品、洋油和通讯器材等战备物资。中央红军到达遵义
后，由于这里的物资较充足，总供给部购买了许多战备物资。
总政治部先后发出了《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关于粮食问题的
训令》等文件，规定收购粮食的相关政策和具体做法，不得在购
买粮食时有侵害群众现象，要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坚持群众
自愿原则和公平买卖原则，不允许强行购买。

1935年9月，红军陕甘支队进驻甘肃哈达铺，采购了大批
粮食，还采购了一批盐巴、药品和部队急需的物品。1936年4
月，红二、六军团途经云南宾川牛井街时，红军严格执行部队纪
律，每买一根甘蔗、一个苹果、一碗糖水，甚至一罐酸腌菜，红军
都按价付币，坚持买卖公平，因而深得沿途群众欢迎。特别当
红二、六军团进入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时，贺龙部发布“本军
以扶助番民，解放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军行所
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
按价照付，决不强制”的军令，中甸县城归化寺的僧人，有感于
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协助红军购得大批青稞，还赠送红军
一些红糖。当红二军团占领西康省德荣县时，县城附近的龙绒
寺不仅决定赠送红军1.5万斤青稞，还帮助红军在附近村庄筹
购（用黄金、白银支付）6万多斤粮食。

以借贷形式解决军需

红军长征所经之地，有不少地方是没有群众基础的，群
众或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或因不了解红军是人民的军
队，当红军来到时，他们逃离家园躲起来，使红军遇到一些特
殊的困难。

1935年夏，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区会师后，消耗了
许多粮食，而藏族同胞因误信国民党宣传将粮食藏起来，断粮
的红军不得不收割地里的青稞来充饥，根据总政治部的训令，
各部队只有在其他办法行不通的情况下，才能收割群众地里的
青稞，收割完后，在地里立一块牌子，说明原因并留下联系地
址，叫青稞主人拿着牌子找红军换回银钱。另一种情况是由供
给部印发借贷券，当红军部队遇到断粮困境时，而粮食的主人
又不在，取了粮食后便留下借贷券，并说明持此券不论遇到哪
支红军部队皆可兑换银钱。红军所采取的借贷形式，为解决特
殊情况下红军断粮困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结束语

工农红军长征，是伟大的战略转移，也是对中国革命道
路特别是独具特色的后勤保障之路的一次伟大探索。虽然
一直在战斗，但后勤保障组织较健全；虽然一直在流动作战，
但却充分体现了后勤保障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并能得到群众
的广泛支持；虽然物资供给困难，但官兵能够同甘共苦；虽然
保障水平低，但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探索，是马克
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在红军后勤保障工作中的体现。

历 史 随 笔

认清自己

守好内心
清风慕竹

拾遗

在中国人的日常口语中，“指名道姓”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挑衅行为，甚至还会
被视为一种攻击行为。这个词的含义尽人皆知，但“指名道姓”的行为为什么会
如此严重，相信很多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先说“指名”。古人有名有字，《礼记·檀弓上》篇中规定：“幼名，冠字。”唐代
学者孔颖达注解说：“名以名质，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
‘幼名’也。”“质”指取一个与其人正相当的“名”，以便区别于他人。人出生三个
月，由他的父亲在祖庙中取名。

孔颖达又说：“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
字。”等长到了二十岁，要举行成年礼，这个成年礼称作“冠礼”，绾起头发，戴上帽
子，表示成人了，成人之后就要受到尊敬，不能再直呼其“名”，因此要取一个
“字”，此“字”由参加冠礼的正宾所取。

《礼记·曲礼上》篇中又规定：“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
子许嫁，笄而字。”父亲和国君都是尊长，在他们面前都要称“名”。女性则是十五
岁举行笄礼的成年礼时取“字”。
《左传·桓公六年》中记载了古人取“名”的五条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

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
为类。”
“以名生为信”，以出生时的某些生理特征取名，“信”指天生的神秘符信，比

如晋国的始祖叔虞，出生时掌心有个像“虞”字的纹路，故名“虞”；“以德命为义”，
以出生时的祥瑞、德行取名，“义”指合宜的道德，比如周文王姬昌的父亲见儿子
有昌盛周室的圣瑞，故名“昌”；“以类命为象”，以出生时的相貌特点取名，比如孔
子的头顶有一个凹坑，很像曲阜郊外的尼丘山，故名“丘”；“取于物为假”，以出生
时可资纪念的事物假借取名，比如孔子的儿子孔鲤出生时，鲁昭公以鲤鱼相贺，
故名“鲤”；“取于父为类”，以出生时与父亲相类似的特征取名，比如鲁桓公的太
子与他同一生日，故名“同”。
《仪礼·士冠礼》中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唐代学者贾公彦注解说：“故君

父之前称名，至于他人称字也，是敬定名也。”意思是尊重父母为他取的“名”，因
此只能在尊长之前称“名”，其他人则要称“字”。这就是著名的《颜氏家训》总结
的“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因此“字”又称“表字”，意思是用这个“字”来表其德行，
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

由此可知，平辈之间甚至一般关系的尊长对晚辈都必须以“字”来称呼对方，
以示尊重，自称则必须用“名”。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别人称呼他时，必须称“孔
明”（字），他自称时，必须称“亮”（名），绝对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因此，“指名”即
为不礼貌的行为。

再说“道姓”。《说文解字》：“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
子。”可见“姓”本来是代表有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族号。著名文献学家张
舜徽先生在《说文解字约注》一书中写道：“古之所谓姓，即近世史家所称原始氏
族制也。而母系氏族为最先，每一母系氏族，皆必有名号以相区别，此乃姓之所
由兴，故姓字从女也。”

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姓”一转而为父系的名号，如果直呼其“姓”，即是
不尊重对方父亲的无礼行为，因此向别人询问“姓”时，要用“尊姓”“贵姓”的敬
语，以示对对方父辈的尊重，而绝不能直接
“道姓”。

这就是之所以不能“指名道姓”的由
来。但进入现代社会后，中国人废弃了取
“字”这一美好的传统，因此称呼时也就只能
称“名”了。

陈云：主动做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
20世纪30年代初，红军打下漳州时，傅连暲关

闭了自己开办的私人医院，带着所有的医疗器械和

药品，参加了红军，后来他参加了长征，到了延安。

在延安，傅连暲在中央医院工作，给中央领导人看

病，也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表现一直很好。

傅连暲早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向组织

表达了这一愿望，但当时许多人认为傅连暲态度

古板，很难相处，都不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这

使傅连暲十分苦恼。

陈云得知这件事后，通过组织详细了解了傅

连暲的一贯工作表现，认为傅连暲是革命队伍中

难得的专业人才，经过了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仍然

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这是难能可贵的；傅连暲的

工作态度认真，医术也好，革命觉悟也很高，他已

经具备做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因此，陈云决定

亲自做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陈云把这一想法与

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王鹤寿讲了。王鹤寿表示，

他愿意和陈云一起当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

此后，陈云、王鹤寿多次与傅连暲接触，和他

谈话，帮助他克服缺点。条件成熟后，陈云和王鹤

寿在一次延安中央医院党支部大会上，认真负责

地对傅连暲参加革命后的一贯表现，对党的态度，

主要优缺点，进行了全面的介绍。经过延安中央

医院党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吸收傅连暲加入中国

共产党。

“解放猫儿”运动：
民国时期防治鼠疫的措施之一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鼠疫在中国大暴发，各

级政府制定《传染病预防条例》等法规，采取一系列

措施防治鼠疫，措施之一就是鼓励民众养猫捕鼠。

为了让猫在捕鼠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民

间曾有一场“解放猫儿”运动，呼吁禁止将猫关在

家里，让猫可以自由外出捕鼠。1943年2月14日

《革命日报》刘孟侯的《放猫吟》、1944年1月17日

《革命日报》石行的《解放猫儿》等文章都反映了民

国时期“解放猫儿”运动的情况，以及“养猫即是灭

鼠”的社会共识。1942年3月6日，延安《解放日

报》也报道：延安市拨款3000元用于奖励灭鼠，专

门派出人员设计灭鼠养猫的办法，指导民众实施。

郑板桥：借诗讽知府
郑板桥任潍县知县时，一次，知府路过潍县，

郑板桥却没有出城迎接。原来那知府是捐官出

身，肚里没有真才实学，所以郑板桥瞧不起他。

知府来到县衙，对郑板桥不出城迎接，心中十

分不快。此时，差役正好端上一盘河蟹，于是知府

用筷子一指河蟹说：“此物横行江河，目中无人，久

闻郑大人才气过人，何不以此物为题，吟诗一首，

以助酒兴?”郑板桥已知其意，略一思忖，吟道：“八

爪横行四野惊，双螯舞动威风凌。孰知腹内空无

物，蘸取姜醋伴酒吟。”知府听了十分尴尬。

清代误传：“西瓜致病”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曾暴发霍乱，由于时人对

霍乱并不了解，进而产生了很多谣言。民众甚至

将霍乱与西瓜联系起来。据王世雄描述：“俗传食

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贱甚。”可见，当时民众对传言

深信不疑，以致西瓜大幅降价。

后来，“西瓜致病”在传播中愈加具象化，有人称

西瓜中生出了蚰蜒、蝎子，有人说每个西瓜里都藏着

毒物。此外，清末《大公报》也多次报道“西瓜致病”

传闻：“光绪二十八年，北京霍乱流行，‘近日街谈巷

议，咸以王瓜、西瓜二物为致疫之由’，民众担心食之

患病，‘相戒不食，于是其价大减’……上海之所以退

货，乃是‘因今岁西人以疫疠盛行，严禁上海售卖各

种水果，以防传染，盖内有微生物甚多’。”

植物油：汉代已经出现
先秦时期只有动物油，没有植物油。最开始的

时候，油都是从动物脂肪中提取的。有文字记载以

来，油一开始叫“脂”或“膏”。《释名》曰：“戴角曰脂，

无角曰膏。”就是说，从有角的动物中提取出来的叫

脂，从没有角的动物中提取出来的叫膏，比如牛油羊

油称脂，猪油则称膏。关于“膏”和“脂”，还有另一种

解释：凝固成固体的称脂，融化成液体的叫膏。

到了汉代，已经出现了植物油。最早的榨油

原料是芝麻。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中原地

区带来了西域的很多种子：葡萄、苜蓿、石榴、芝麻

等。芝麻因为是从西域胡地带回的，所以最早叫

“胡麻”。在汉代已被用于榨油，所生产的油叫“胡

麻油”。据史料记载，在西晋以前，芝麻油已经被

广泛地应用在食物烹饪中了。

尼克松保镖：吃烤鸭
尼克松访华带着自己的保镖团队。这批保镖

十分尽职，中美两国首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期间，

他们就待在会谈大厅外的过厅里。一次，看他们等

待时间较长，负责接待的同志就给他们上了烤鸭。

香喷喷的烤鸭引起了保镖们的注意，他们垂

涎欲滴，却一通比画，不知道怎么吃。人民大会堂

的服务员拿起一块荷叶饼，夹上烤鸭、葱丝，抹好

甜面酱，灵巧地一卷，便做好了一个烤鸭卷，递给

靠得最近的一个保镖，自己再去卷第二个。别的

保镖见状纷纷伸过手来。

就在这时，忽然有人发现里面的两国领导人

已经站起身来，看来是要走了。这一下美国保镖

们急了，一个保镖急忙把烤鸭卷往嘴里塞，一口咬

下去，甜面酱喷溅出来，顿时顺着他的手腕流淌下

来。只见这个“外星人”把手臂往上一抬，凑到嘴

边吸了两下，已经舔干净。他戴着墨镜冲服务员

露出一个阳光灿烂的笑容，掉头追着同伴和他们

的总统去了。

“指名道姓”为何是不礼貌的行为
许晖

语词精奥

红军长征的后勤保障
毛文园

卢怀慎是唐玄宗开元前期的宰相，为官清廉，
为人敦厚。

卢怀慎出身范阳望族，出仕后在朝中高居要
职，所得俸禄和皇帝的赏赐并不少，按理说可以过
得相当滋润，但他却家徒四壁，以至妻子儿女有时
还要忍受寒冷饥饿，原因就在于他不治家产，所得
的财物常常毫不吝惜地给予部下、贫民、朋友、亲
戚，随给随无，很快散尽，家无余蓄。

开元四年（716）入冬，宰相宋璟和尚书左丞卢从
愿看望患病在家的卢怀慎，堂堂宰相的居住之所不
见一丝堂皇气象，比一般百姓的房子还要破旧。走
进内室，床上铺的席子单薄而破旧，门上连个帘子
都没有，恰逢外面有风雨刮来，躺在床上的卢怀慎
只好以席子遮挡。天晚了，卢怀慎命家人备饭招
待，端上桌的只有两盆蒸豆和数碗蔬菜而已。

卢怀慎死后，有一次唐玄宗到城南打猎，经过
一处简陋破旧的房舍，看到里边的人们忙里忙外，
似乎正在举行什么仪式，便派人前去询问，回报说
是卢怀慎的家人在为他举行去世两周年的祭礼。
玄宗大为震惊，大唐的一名宰相，死后竟如此寒酸，
遂下旨赏赐卢家细绢帛，并停止打猎。在经过卢怀
慎的墓时，见他的墓地连墓碑都没有，玄宗停马注
视，不禁潸然泪下，随即命官府为卢怀慎立碑，令中
书侍郎苏颋撰写碑文，之后他又亲自加以书写。

卢怀慎的品德堪称完美，但却落得一个不好的
称呼，叫“伴食宰相”，为他清白的名声留下了污点，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开元元年，卢怀慎与姚崇搭档任宰相，他
自认才能不如姚崇，因此凡事避让，政务都由姚崇
处理。开元三年，姚崇因儿子去世，告假十几天，结
果公务堆积如山。卢怀慎不敢裁决，向玄宗请示。
玄宗安慰他说：“我把天下事交给姚崇，你坐享其成
即可。”等姚崇处理完儿子的丧事，三下五除二就把
堆积的政务处理完了。后人因此称卢怀慎为“伴食
宰相”，讥讽他只吃饭不办事，碌碌无为。

卢怀慎处理政务的能力确有欠缺，但他为官真
的一无是处吗？其实不然，卢怀慎最擅长的就是认
识、选拔和管理官员。

唐中宗景龙年间，卢怀慎上疏提出吏治的建
议，就是地方官吏要有一定的任期。当时地方官调

任频繁，在位多者一两年，少者三五月，就调离或升
迁。这就造成了地方官每就任一个地方，都没有长
远打算，争相冒进，只求短平快出政绩，百姓怨声载
道。卢怀慎说：“臣请求都督、刺史、长史司马、畿县
（旧称京都近旁的县）县令任职不满四年，不能迁
官。如果治理得特别优异，或者可以加赐车马裘服
俸禄官秩，派使节慰问，下诏书劝勉，须等到有空
缺，才提拔上来以鼓励治理有才能者。对那些不称
职或贪婪暴虐的人，则免官放归乡里，以表明赏罚
的信义。”同时他还建议：对地方官吏必须定期考
核，考核时要注重实绩，尤其要看人民是否安居乐
业，社会风气是否端正，地方财政是否充足。对考
核成绩优异的官员，可升迁官职增加俸禄；对那些
没有政绩甚至犯罪的人，应免其职务贬为平民，做
到赏罚分明。

卢怀慎提出的官员任期制和实绩考核制度是
对历朝历代吏治的科学总结，富于远见和超前性，
这些在今天已经成为我国干部管理制度的重要内
容，足见其思想的可贵。

而在官员的选拔任用上，卢怀慎同样高瞻远
瞩。开元四年秋，卢怀慎重病在身，他依然上表玄
宗，竭力推荐宋璟、卢从愿、李杰、李朝隐，称这四人
有治国之才，玄宗一一采纳予以重用，事实上开元
盛世的形成，这些人的领导之功不可磨灭。而在弥
留之际，卢怀慎握着前去看望他的姚崇和卢从愿的
手叮嘱说：“玄宗皇帝急于求得天下大治，但是要使
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励精图治。如果对勤勉稍有些
厌倦，就会有险恶之人乘机被任用了，破坏治国良
策，望你们铭记在心！”后来安史之乱的爆发，证明
了卢怀慎的远见卓识。

对于卢怀慎“伴食宰相”的嘲讽，司马光在《资
治通鉴》中给予了堪称公允的评价：“从前，鲍叔牙
之于管仲，公孙罕虎之于公孙产，官位原来都在对
方之上，可是发现对方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后，就把
国家权柄交给他们，孔子都予以赞美；曹参自知不
如萧何，一意遵守萧何所订的法令规章，不作任何
变更，西汉王朝的大业得以完成。姚崇是贤能宰
相，卢怀慎一心配合，共同缔造太平盛世，他有什么
罪呢？”

卢怀慎自幼读书，精通《诗》《书》，20岁即中进
士，智商不用怀疑，但他最聪明的地方在于对自己
有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的优势，也懂得自己的劣
势，从而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因此他才能把聚
光灯的光环全部投射于姚崇身上，而自己则心甘情
愿地躲在了幕后。

古人云：“有才而性缓，定属大才，有智而气和，
斯为大智。”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认清自己、守好
内心，就像卢怀慎那样。

红军长征的后勤保障是在极其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加
之敌人围追堵截，可谓千难万险，造成了物资的极度困难，然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
下的红军指战员，却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作用，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后勤给养工作。

红军在万里长征中，其物资供给主要来源于如下几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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