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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对我的恩情比大海还
深，我对共产党的感情比泰山还
重，在我们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
我想写篇文章表达对党的感恩之
情，题目是《共产党的“好”说不
完》⋯⋯”日前，一位 81 岁老党员
给本报寄来一封信，手写满满3页
纸，用“大白话”表达对党的感恩、
感激之情。这封信是一位老党员
对党的真情告白，至诚至真、至深
至切，读来令人感动不已。

这封沉甸甸的信，载着一颗
滚烫的心，也彰显了我们党在党
员群众心中的分量。这样的信、
这样的人、这样的心，还有很多很
多。他们大多很普通，埋首平凡
工作岗位，专注于做好每一件工
作，完成每一项任务。他们或许
不擅长表达，但当历史的时针指
向建党百年的伟大刻度，他们情
不自禁地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
党的感情。每一句赞颂和认可，
都是民心民意的表达；一声声真
挚的祝福，都源自他们对党发自
内心的感恩。

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带领亿万人民同甘共苦、
不懈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
民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鼓
起来的钱包、精起来的饮食、大起
来的住房、多起来的轿车、快起来
的通讯、热起来的旅游、长起来的
寿命、高起来的文化程度，是民生
幸福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党赢
得亿万群众真心拥护的根本原
因。81岁老党员的朴素心声也说
明：只要真心为民就能赢得百姓，
也只有真心为民才能赢得民心。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无数历
史事实告诉我们：得民心者得天
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自诞生之

日起，我们党就把“人民”镌刻在
自己的旗帜上；对于共产党人而
言，“人民”二字始终重千钧。从
84 天建成长近 45 公里的“宋公
堤”，到“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铿
锵誓言，再到“全面小康路上一个
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我们党始
终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与人
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
人民团结奋斗。历史一次次证
明，只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
会把党放在心上：淮海战役胜利
是靠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
战役胜利是靠百姓用小船划出来
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
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改革开放
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
的⋯⋯党的百年历史，正是党扎
根人民、依靠人民、赢得民心的最
好注解。

这位老党员，是我们党 9100
多万党员中的一员，可以说，他的
心声也是广大党员群众的心声，
他的期待也是广大党员群众的期
待。老党员的感恩，是对我们党
百年奋斗的赞美；老党员的期待，
是对我们党接续奋斗的激励。

百年奋斗，我们党创造了举
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放眼未来，还
有更多的辉煌等着我们去创造。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
程中，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答
好历史、时代和百姓交给我们的
考卷，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书写好“强富
美高”新江苏建设的现代化篇
章。当前，全省各地都在深入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我们要用一项项扎实有力的举措
为民谋利益，给百姓带去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
民心党心贴得更紧，赢得人民更
多的赞美和拥护。

党心民心共此心
—— 由一位老党员来信想到的

□ 陈立民

本报讯 （江萱 汪滢）“家门口的
共产党员家庭户牌，既是荣誉牌，也是
使命牌，更是监督牌。”扬州市江都区
宜陵镇北陵社区老党员张正林很骄
傲，从6月起，他家的大门上挂上了醒
目的“共产党员家庭户”标牌。

今 年 79 岁 的 张 正 林 是 个 热 心
肠，村里大事小情、邻里矛盾纠纷、居
民造屋等，都有他忙碌的身影。五一
村 62 岁的老党员李广清，退休至今
一直担任横庄组的河道管理员，义务
清理河道水面漂浮物，美化村组环
境；焦庄社区老党员王德才、王在明
是村里有名的“和事佬”⋯⋯党史学
习教育中，江都区宜陵镇开展农村党
员“亮身份、树形象、作表率”活动，对

全镇 16 个村（社区）1032 户党员家庭
实行“挂牌亮户”，激发广大党员的荣
誉感使命感责任感，激活“我为群众
办实事”的新动能。

江都区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上一直坚持创新尝试。在党员家门口
网格上推行“党员责任田”，每个网格
就是党员的“责任田”，开展“我是党
员，亮出来”“我是党员，我承诺”“我是
党员，看我的”等系列活动。宜陵镇党
委书记石利峰表示，这次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千余共产党员家庭挂牌亮户，
就是要时刻提醒党员事事带好头、处
处作表率，一个党员挂牌户就能带动
一排农家户，引领农村党员干部真正
成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带头人。

扬州市江都区提醒党员处处作表率

千余共产党员家庭“挂牌亮户”



□ 本报记者 刘玉琴

“从今天起，在这第四版上新创立了这《新华副刊》，以后它将每天出现

在读者的面前了⋯⋯我们希望，这副刊能够名副其实的做到，一方面是在

反法西斯的激烈战斗中文化武器的担当者，一方面又是一切读者在工作与

战斗之余的‘文化公园’。”在 1942 年 9 月 18 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综合

性文化副刊《新华副刊》首次亮相，编者用这段话阐述对它的期冀和定位。

从诞生之日起直到 1947 年 2 月 28 日报纸被封，《新华副刊》坚持出版

近 4 年半，成为《新华日报》一个著名品牌。它以其特有的方式记录时代，

服务民众，团结进步人士，鞭挞反动派。它与报纸的正刊部分紧密配合，在

重庆时期特殊而严峻的环境中发挥出独特作用，被研究者们赞为“副刊不

‘副’，参天大树”。

《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顺利见报

“表扬抗战中的
好人”向读者征文

《新华日报》创刊号上
的副刊《团结》

《《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在中在中国副刊百年史上留下厚重篇章国副刊百年史上留下厚重篇章——

副刊不副刊不““副副””，，
参天大树参天大树

沿革：从初办到成熟

“保障这次民族抗战胜利的基础条件是全民族
的团结一致⋯⋯由于这样的意义，产生于这抗战时
期的我们这日报的副刊，就取名为《团结》。当‘抗
战第一’时候，任何工作都得集中在这最高任务上，
我们这副刊的地位虽低，力量虽弱，而它所做的工
作，无疑的也将汇流入当前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
中。促进团结，拥护抗战是它的主要目的⋯⋯”

这段话出自《新华日报》创刊号第四版《团结》
上的《开场白》。《团结》也是《新华日报》副刊的第一
个名称。

以 1942 年 9 月的改版为界，《新华日报》副刊
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38 年创刊到 1942 年改版，是
《新华日报》副刊的初办和摸索时期。此时副刊名
称尚未固定，相继创办过《团结》《星期文艺》《读者
信箱》《代邮》等副刊性质的专页和专栏。

特别是在1940年2月-5月，《文艺之页》《青年
生活》《工人园地》《经济讲座》《自然科学》《妇女之
路》这 6 种专页陆续创办，极大地丰富了副刊内
容。其中，《自然科学》专页还特邀重庆大学、中央
大学教授主办。1941 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随着
国民党的迫害加剧，《新华日报》从 2 月 1 日起缩至
两个版，6个专页全部停刊。

在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1942年2月
1 日，《新华日报》恢复 4 个版，《文艺之页》《青年生
活》《妇女之路》专页随之复刊。在周恩来的倡议
下，还新增《日本研究》《戏剧研究》《时代音乐》《科
学专页》《木刻阵线》5 个新专页，题材更显广泛，内
容更加生动而深刻。

据统计，在整风改版之前，《新华日报》先后开
辟的副刊专页有13个。

第二阶段，从 1942 年 9 月 18 日报纸改版，到
1947 年报纸被封，是《新华日报》副刊走向成熟和
完善的时期。除了保留在读者中享有威信的《青年
生活》《妇女之路》，并增辟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团
结》专页，其他专页全都合并，开辟出综合性文化副
刊《新华副刊》。胡绳、林默涵、徐光霄、郑之东、李
亚群等先后担任副刊主编。

《新华副刊》把文艺性和政治性相结合，把战斗
性和趣味性相统一，把群众性和教育性相融汇，刊
登反映各阶层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及各种书评、剧
评、短论等，也经常转载敌后边区的文艺报道，介绍
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国外译作等。文章通俗易
懂，文体多样，长短杂出，庄谐俱备，受到国统区广
大读者的热爱。

“一版社论、二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这
些对国统区百姓来讲都是高大上的内容，与他们
的生活关系并不密切。作为《新华日报》整风之后
改版的成果，四版副刊新增很多直接服务群众的
栏目和内容，比如帮读者求医问药的《医药问答》，
免费帮难民寻找失散亲人的《大众广告》，指导大
家看杂志的《杂志摊上》。有了这些真心实意为人
民服务的生动实践，自然而然有了后来关于‘新华
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党性与人民性
相统一’的理论提炼。”《新华日报》报史研究所执
行所长赵剑波说。

为满足读者需要，《新华日报》每月印行《新华
副刊》合订本单独出售，发行数达8000册。

团结：从名流到草根

邓颖超回忆蔡特金的文章《永不能忘的会晤》、
冯玉祥创作的抗战歌谣、老舍为抗战疾呼的《艺术
家也要杀上前去》、郭沫若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

祭》、何其芳答复初学者的《谈写诗》、茅盾在苏联访
问期间发回的《游苏日记》⋯⋯翻阅当年的《新华日
报》副刊，属于那个时代的风云扑面而来。那些掷
地有声的观点、有血有肉的故事、炽热真挚的情感，
跨过七八十载的光阴，依然焕发光彩。

当时的“陪都”重庆，文化名人荟萃。副刊编辑
部在周恩来的带领下，与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作为
团结国统区文化界的核心阵地，《新华日报》副刊的
作者群几乎覆盖进步文化界的全体人士。

“郭沫若先后在《新华副刊》上发表文章 62
篇，何其芳发表 44 篇，茅盾发表 19 篇。夏衍、臧
克家、徐迟、艾青、丁玲、周立波等都曾是《新华副
刊》撰稿人。可以说，《新华副刊》的园地上培养和
成长起来很多现代文学作家。沈钧儒、李公朴、黄
炎培、柳亚子、史良等爱国民主人士也时常在此发
表诗文。张恨水 4 次发表《茅屋诗存》，还发表长
篇小说《八十一梦》的评介文章。”东南大学人文学
院副教授、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理事张娟还特别
注意到，《新华日报》对于鲁迅的纪念可谓不惜篇
幅、不遗余力，每逢鲁迅生辰和忌辰，就会刊发纪
念他的社论、专论或是特辑、特刊。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把《新华日报》作为发声窗
口，1938 年至 1946 年，8 年间共发表文章 42 篇，其
中诗作 21 首，很多都发表在副刊上。在陶行知看
来，报纸最大的责任在说百姓心头想要说的话语，
写百姓眼睛看得懂的文章，而《新华日报》正是这样
理想报纸的典范。他曾作诗赞之，‘笔杆如枪杆，挥
墨亦挥汗。粉碎敌人谋，一字一炸弹。指点光明
路，同往光明去’。”南京晓庄学院教授吴翔介绍说。

与这些名家名篇交相辉映的，是来自读者大众
的最朴实文字。

《新华副刊》时常组织读者写书评、写剧评、写
征文。常设栏目《新华信箱》《代邮》《简复》《读者与
编者》等与读者互动频频。对于读者来信涉及的问
题，编辑们除自己解答，还号召广大读者参与讨
论。比如 1944 年 7 月，围绕“做人是否要完全磨去
棱角”话题，《新华副刊》举办“读者函谈会”，陆续发
表读者来信近40封，讨论相当热烈。

1943 年夏天，《新华日报》以“表扬抗战中的
好人”为题征文。群众响应积极，来稿源源不断。
编辑郑之东在《回忆〈新华副刊〉》一文中说，“在收
到的征文中真正有着工人、农民、职员、士兵以至
下级军官的稿件。”其中，工人的投稿量和用稿量
最多。编辑们将这些习作集中版面发表，促成《工
人习作》专页的诞生。编辑部还专开《写作杂话》

《新路——从人民生活和大众语学习写作的故事》
两个系列，点评工人作品，讲解写作技巧，帮助他
们提高创作水平。

《在锡矿上》《一个失业工人的日记》《痛苦的学
徒生活》《王大哥走了》⋯⋯以工人为主体的底层民
众在《新华副刊》上表达自我，展示困顿的生活，呼
唤正当的权利。他们和各界名流们一起组成《新华
副刊》庞大的作者队伍。

让人民发声，为底层民众提供发言空间，这一
做法使《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地位更加巩固，并在
与《中央日报》等的激烈竞争中后来居上。西南政
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蔡斐说：“工人、妇女和青
年都是《新华日报》联系的重点，特别是团结工人的
工 作 做 得 很 细 ，有 大 量 文 章 反 映 他 们 的 诉 求 。
1943 年 11 月 19 日的《工人习作》专页对此有个概
括，叫‘笔在摸机器的人们手里’。”

斗争：从迂回到痛击

报纸是以新闻为主体的出版物，副刊原是作为
新闻之“副”而设，与正刊部分相比居于附属地位。

但在重庆时期，
新闻、社论在国
民党新闻检查
中被大量检扣、
删节，副刊却能
借助各界力量
和各种文体，巧
妙发挥战斗力，
承担起“党领导
下的又一方面军”的职责。业内专家评价，“纵观中
国副刊百年史，像新华副刊这样斗争环境之险恶，
内容和形式之完备，发挥作用之巨大，受群众爱戴
之深广，并不多见。”

艰难的环境锻炼了“新华军”的斗争智慧，他们
或曲笔迂回，或短兵相接，作为“文化武器”的担当
灵活而有力。

1943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传到报馆。如何才能让此文顺利通过审查见诸
报端呢？《新华副刊》的 3 位编辑把《讲话》化整为
零，变成《文艺上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文艺和政治》这三篇文章，并
分作几次与其他言辞较激烈的稿件一起送检。终
于，3 篇文章都盖上“检讫”安然归来，于 1944 年 1
月 1 日在《新华副刊》上刊发。编辑为它们添加“毛
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总标题，可谓分分合
合。这是《讲话》第一次在国统区与读者见面，进一
步扩大了党在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

1944 年 8 月 18 日的副刊上，《挑水夫》《老李》
这两篇文章都是描写挑水夫。编者加上总标题

“一般劳动，两样滋味”，又在文首处分别加上“他
生活在延安”“他生活在四川”的按语，并以波浪线
加以突出。同样挑水，遭遇却大不同，编辑通过这
样的版面安排形成对照，启发读者思考，起到宣传
效果。这种对比式布局也是《新华副刊》常用的一
种版面语言。

杂文的战斗功能强大，《新华副刊》所登杂文多
以借古讽今、旁敲侧击的手法写成。其中，最脍炙
人口的是司马牛的杂感漫谈，其特点是三言两语，
紧贴现实，一针见血，立论尖锐。比如，1944 年曾
发生一场大蝗灾，司马牛在杂感中写道：“蝗虫可以
炸油，每四斤半蝗虫炸油一斤，可充燃料。这是蝗
虫为灾中，一个值得嘉奖的发明。贪污者多得像蝗
虫，不知亦能每四斤半炸一斤油来当燃料否？”“司
马牛”最初是夏衍的笔名，在他离开重庆后，胡绳、
郑之东等继续用此名发表杂感。从 1942 年 11 月
到 1946 年底，署名“司马牛”的杂感漫谈共发 129
篇，成为《新华副刊》特色之一。

徐光霄晚年时曾专门著文，回忆《新华副刊》在
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他重点介绍了其中影响较大的
四次：抨击国民党帮闲文人鼓吹的文艺“与抗战无关
论”，讨论民族形式问题与向林冰的斗争，与“战国
派”的斗争，与国民党官办文艺刊物有关民族主义文
艺论的斗争。徐光霄在文中说：“《新华日报》曾经利
用各种文艺体裁和形式，在文艺方面与国民党反动
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新华日报》在团结作
家、巩固和扩大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及发挥文艺的战
斗作用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资料显示，1942 年 7 月，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
曾在一封密函中提到，“查《新华日报》副刊每日内
容多载煽动性之言论，描写公教人员学生工人等
生活困苦情形，殊足以影响人心。”国民党中统局
也在分析《新华日报》畅销原因时表示“副刊的文
字通俗，读者易于接受，副刊标题新颖生动，吸引
工人欢迎”。这些言辞恰好从反面证明了《新华日
报》副刊的力量。

东南大学副教授张娟接受记者采访东南大学副教授张娟接受记者采访 张琦张琦 摄摄

□ 本报记者 晏培娟 钱飞
通讯员 孔德琴

6 月 16 日，天气晴好，在句容市
茅山风景区夏林村石墩头西侧片区污
水改造工程现场，工人们正抓紧时间
回填污水管道。按照计划，这一工程
要在本月底前全部完成。

“以前这里没有污水管网，大家
污水乱排，严重影响了我们石墩头茅
山老鹅生产基地的形象。”句容天贵
农副产品公司负责人王天贵说，今年
3 月污水改造工程启动以来，他一有
时间就到施工现场看看，多年的夙愿
即将实现。

“聚焦产业振兴和民生设施这两
大农民最关心的领域，通过领导干部
带头办、基层党员主动办，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群众
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
解决群众心头‘急难愁盼’。”茅山风
景区党工委副书记、茅山湖管理办公
室党组书记贡月明说。

产业兴则乡村兴。茅山老工业
园区的燃气供应均为储罐式，“供气
难”是园区面临的难题，茅山风景区
管委会主任桑学军领办这一难题，
管道燃气的工程方案和预算已在编

制；正在装修调试的逸酒店是“民宿
茅山”重点项目，茅山风景区管委会
经济发展部部长程双双一对一服务
该项目，帮助协调解决民宿开业前
的相关问题；“茅山老鹅”是当地金
字招牌，茅山管委会政协组织部分
委员、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相关村
书记以及经营户代表举行座谈会，
加快推进茅山老鹅合作社（协会）的
成立⋯⋯围绕工业、旅游、农副产品
这三大支柱产业存在的发展梗阻，
茅山风景区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力
求让难题有回音、解题有进度。

提升农村生产生活质量，农民关
注较为迫切的是各种基础设施的改
善和建设。茅山风景区通过实地调
研，听取各村意见建议，列出道路设
施、绿化设施、水利设施、文化设施、
垃圾处理设施等五大类任务清单，各
村党员监督推进，每解决一项，就请
群众打钩确认。

天乐村李家自然村 90 米道路硬
化，夏林村西沟和周公塘自然村安装
太阳能路灯，新桥滚水坝改造，玉晨村
农家小书屋装修，墓东村20余座现有
垃圾池标准化改造⋯⋯如今的茅山风
景区，处处都有热火朝天的民生设施
建设场景，17个项目已完工6个。

茅山风景区聚焦产业振兴和民生改善

变“问题清单”为“履职清单”

我为群众办实事

时评江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