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访江苏红色地名

我为群众办实事

□ 本报记者 程长春
通讯员 张开虎

苏鲁交通线是穿越陇海铁路线的
一条秘密交通线，沟通山东、华中两大
抗日根据地。7月14日，记者探访了
苏鲁交通线旧址。

7月1日，东海县在安峰山革命烈
士陵园新建的苏鲁交通线纪念馆开
馆。东海县委党史工办副主任张守忠
说：“纪念馆所在的安峰山也是当年秘
密交通线的一部分。安峰山最高峰海
拔只有70多米，但连绵十几里的山丘，
在苏北平原上是难得的藏身之地，这里
离陇海线大约30里，山北面是铁路南
的中心交通站赵庄村，穿越铁路后再走
20里就到北面第一个交通站彭宅村。
当年地下交通全靠两条腿，五六十里距
离正好够一夜跑的。”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从徐州
附近经过的华中通往华北的秘密交通
线被敌人破坏，此后一段时间，华中根
据地与华北乃至延安的联系只能通过
海上船只来往。1940年后，山东分局
鲁南区党委与华中局淮海区党委，共同
研究决定在江苏、山东之间原有联系的
基础上扩建一条苏鲁交通线，以保障华
中、山东两大抗日根据地之间以及华中
根据地与党中央的联系。山东分局派
战时邮局巡视员李彬和海陵县邮局刘
书鉴专程去路南东海县委和宿沭海县

委研究建立交通线的问题，1942年后，
逐步形成一条穿越陇海铁路，南北纵贯
当时东海、海陵两县的秘密交通线。

记者从安峰山出发，沿着当年的红
色路线，过赵庄一路打听，经过前张谷
村，再穿过后张谷村，陇海铁路线就紧挨
着后张谷村，一条地下涵洞穿越铁路线。

张守忠介绍：“铁路线是当年日寇
防守的重点，也切割了我们的抗日根据
地，当时我们东海的中共政权因为铁路
线的分割，分为路南东海县，路北海陵
县，分别属于华中和山东抗日根据地。
就在我们所在的铁路这儿，交通线向北
到彭宅村，再向北经鲁庄，过刘湾，出海
陵县，到临沭县夏庄，再继续向西北延
伸；路南以赵庄为主点站，过安峰山下的
周沈庄，经大稠出东海县，然后分东西两
条线，东线经沭阳，西线经宿迁，分别进入
盐阜、淮海一带。当年刘少奇就是从阜宁
出发，经过这条线路抵达八路军115师师
部驻地朱樊村；罗荣桓从这条交通线到洪
泽湖根据地治疗肾病，因山东战事紧张又
躺在担架上从这条交通线返回山东；大批
新四军干部先后通过苏鲁交通线前往延
安，我党我军大量情报、刊物、文件也通
过苏鲁交通线成功递送。”

围绕保护这条秘密交通线，当地军
民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很多。良好
的群众基础和武装交通队的不断斗争，
保证了交通线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保持
畅通。

苏鲁交通线旧址：

沟通两大抗日根据地的
秘密交通线

□ 本报记者 刘春 刘玉琴

以史为镜，《新华日报》首发
“醒世恒言”

“《甲申三百年祭》堪称二十世纪
留给后人的‘醒世恒言’。”中国人民解
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王
建国说，“报刊上首发的史学论文，历
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不断有学者研
究，并引起执政党的强烈共鸣，这是
《新华日报》的骄傲。”

1944年是明朝灭亡后的第五个
“甲申”年，3月19日至22日，著名历
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
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4日。文章
叙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明
王朝、进入北京以后，一些首领因为
胜利而骄傲起来，贪图享受、生活腐
化，建立的大顺政权仅仅存在短短的
43天便灰飞烟灭，总结了历史教训，
重申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
的道理。

文章见报后，迅速引起轰动。国
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亲国民党的
《商务日报》急于对号入座，迅速发表
《纠正一种思想》《论赫尔的名言》《论
责任心》等社论，迫不及待地向郭沫若
开炮，指责文章“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
思想”，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称郭
沫若为“郭沫诺夫”，理由是所谓的郭
沫若是苏俄人，有一颗附属苏俄的心。

“他们加于《甲申三百年祭》的罪
名并不成立。”王建国认为，郭沫若写
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出发点还是希望
国共两党团结起来，为了人民的利益，
坚持抗战。

“《甲申三百年祭》是文以载道的
典范，它深刻剖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
原因就是明政权自身的极端专制和腐
败。”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江苏
省现代文学学会理事张娟告诉记者。

除了《甲申三百年祭》，《新华日
报》同时刊载了《三百年前》《甲申事
变——明末亡国的历史》，重申《甲申
三百年祭》阐释的道理，劝诫国民党以
史为镜，警惕重蹈明朝政权倒台的覆
辙，敦促国民党改革，否则只能葬身于
革命风暴。

张娟说，面对《新华日报》这组文
章的劝诫，国民党如鲠在喉，说明文章
确实戳到了国民党政权的痛处。

“《甲申三百年祭》的主旨是多维
的，除了对国民党提出忠告，也提醒共
产党不忘初心。”王建国告诉记者，郭
沫若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推翻明朝
政权的李自成有同情，有抱怨，也有谴
责。进入北京后，李自成建立的农民
政权迅速向封建政权转化，李自成迅
速由农民起义领袖向封建皇帝转化，
并由此导致最终的失败。郭沫若对此
痛心不已。“假使李自成不忘初心该有
多好”，郭沫若真诚期待李自成那样的
革命者牢记宗旨，不忘初心。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祭明
朝，亦祭明末农民起义，但盛赞明末李
自成起义军的重要将领谋士李岩，认
为李岩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
与人民打成了一片。郭沫若特地强
调：“他一定是一位怀抱着人民思想
的人，须知他是主张‘均田’的。”王建
国介绍，郭沫若歌颂李岩，根本原因
就是他要倡导“人民本位”，歌颂“人
民思想”。

同样是劝诫，国民党和中国共
产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张娟
介绍，国民党报刊对《甲申三百年
祭》高调批判，身处延安的毛泽东却
如获至宝。

常读常新，《甲申三百年祭》
成为“党的文献”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
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任
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
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
整顿文风。

《甲申三百年祭》紧密贴合延安整

风运动的任务，毛泽东立刻批示延安
《解放日报》转载，并要求各解放区印
发单行本。1944年4月18日，《解放
日报》全文转载，并加“编者按”，指出：
反对派对作者的抨击，就是“蚍蜉撼大
树”。同年11月，毛泽东还特意致信
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
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经过毛泽东的鼎力推荐，《甲申
三百年祭》从历史学家的学术论文，转
变为几乎可以和《改造我们的学习》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
媲美的‘党的文献’。”王建国说。

毛泽东为何如此重视《甲申三百年
祭》？回归毛泽东著作文本本身，王建
国发现，《甲申三百年祭》警醒毛泽东深
刻反思党史上骄傲所导致的挫折。

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毛泽
东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
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1944
年5月20日，毛泽东即明确指出：翻印
《甲申三百年祭》，“是叫同志们引为鉴
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汲取戒骄戒躁的历史教训，也是
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现实需求。毛
泽东敏锐地发现，抗日战争胜利在即，
但很多人过早地忘乎所以。1944年6
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
合下发关于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通
知，提醒全党学习明末农民革命失败
的教训，警示全党：越是临近胜利，越
要小心谨慎，越要掌握好政策，越要密
切和群众的关系。

“通过《甲申三百年祭》的学习，全
党上下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王建国
说，与此同时《甲申三百年祭》击碎了
国民党强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污名
化标签。

国民党高度赞扬崇祯皇帝，污蔑
李自成农民起义以及中国共产党为

“流寇”。“《甲申三百年祭》对‘流寇’的
重新解读深得毛泽东喜爱。”中共江苏
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张加华说。

“所谓‘流寇’，是以旱灾为近因而
发生的……‘流寇’都是铤而走险的饥
民……”“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
都是政治所促成的。”《甲申三百年
祭》强有力地证明农民革命的合理
性，是苛政倒逼农民发动正义的、自
保的起义。

毛泽东早就在为农民起义正
名。1940 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分
馆印发的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
论》，严正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
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
民的抗日。”

值得一提的是，《甲申三百年祭》
作为“党的文献”，在普通民众中亦有
强大传播力，把整风思想传播到人民
心中。各根据地结合地方特色，又将
《甲申三百年祭》改编成地方剧目，其
中代表性的有话剧《李闯王》、京剧《闯
王进京》《甲申记》。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944年5月
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
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
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
确的结论。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
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
效。”张加华介绍，通过整风运动，实
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
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实现了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的
新的团结和统一，为胜利奠定了思
想政治基础。

《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响并未结
束。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
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中国
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前的最后一次中
央全会。毛泽东在全会上提出了著名
的“两个务必”：“中国的革命是伟大
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
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
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

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会议结束10天后，中共中央进京

“赶考”。

化身为矛，《新华日报》以党
报姿态融入整风运动

1942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
发表题为《岁暮感言》的社论，总结国
内外反法西斯战争时局：“黎明之前总
是有一段黑暗的时光”，要求“发扬我
们在更困难的条件下，愈益发奋自强
的意志”。

1943年至1944年间，正处于中国
共产党整风的高潮期。黎明的前夜，
党面临的政治、国际环境也暗流涌动。

“1944年《新华日报》连载《甲申三
百年祭》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到了决
战阶段，国内蒋介石正在蓄谋第三次

‘反共高潮’。”张加华说，冲破黑暗，就
是黎明，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和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此时《甲申三
百年祭》传达出的主旨对于推动整风
运动尤为重要。

在刊登被毛泽东列为延安整风运
动文件的《甲申三百年祭》前后，《新华
日报》始终配合整风运动在国统区发
声，将自己转化成利刺之刃，誓要击破
黎明前的黑暗。

“1942年春，全党刚刚开展整风
运动，《新华日报》就紧锣密鼓地进行
宣传。”张加华介绍，《新华日报》用报
道在国统区表达了对整风运动的拥
护态度。

4月19日第二版刊登毛泽东《改
造我们的学习》；

4月26日第二版刊登《怎样办党
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
知》；

5月17日第二版、第三版刊登毛
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作为延
安整风运动的基本学习文献之一的
《整顿党的作风》；

7月12日在第二版、第三版刊登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
局召开的宣传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演
《反对党八股》，全文约9900字。

党的报纸在传递党的意志、报道
整风运动成果的同时，其本身也是整
风运动的一部分。重庆大学新闻学
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龙伟介绍，废
除党八股，建立新文风，是《解放日
报》《新华日报》在整风运动中改进工
作的重点。

1942年，毛泽东领导延安《解放
日报》改版，使其成为一张“完全的党
报”。3月14日，毛泽东打电报给在重
庆的周恩来，特别指出：“关于改进《解
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
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
毛泽东为《新华日报》的整风改版指明
了方向。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
报》进行整风改版。1942 年 5月 23
日，《新华日报》发表整风改版征求批
判的社论《敬告本报读者——请予本
报以全面的批评》，认为整风“最重要
的办法，就是倾听各党友人，各界先进
和广大读者的批判。”次日又在显著版
面刊登《本报特别启事》，列举八个方
面征求读者批判意见。

同年9月18日，《新华日报》正式
改版，开始创办副刊，同时在头版声明
增设《团结》副刊。9月19日，《团结》
第一期出版，周恩来撰写副刊发刊词
《团结的旨趣》，系统阐明整风和报纸
改版的重要意义。

“经过整风和改版，《新华日报》言
论的党性、思想性和战斗性增强了，冗
长空乏的文章减少了，更系统更有针
对性地报道解放区的新闻。新闻内容
和文风也更加口语化、群众化。”龙伟
说，《新华日报》改版成为整风运动的
一部分，也为《甲申三百年祭》这样的
名篇警钟发表创造舆论环境。

“历经半个多世纪，延安整风运动
积累的经验至今对党的建设以及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和警醒作
用。”张加华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
赶考之路。”

时间穿越到另外一个伟大节点：1949 年3月23
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毛泽东说，今

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与中国共产党“不当李自成”的政治自觉紧密相关、卓有渊源的郭沫若史学名篇《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首发于《新华日报》。从延安整风到迎接胜利之前“两个务必”的提出，《甲申三百年祭》如警钟一
般被毛泽东誉为“整风文件”，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迄今不息。



首发于《新华日报》，成为“党的文献”——

《甲申三百年祭》，
赶考路上的名篇警钟

本报讯（记者 房雅雯） 7月 16
日，无锡市梁溪区古运苑社区公共就
业服务站内，不少居民正在咨询就业
政策。“服务站至少提供 3次企业面
试机会，刚刚工作人员还给我传授了
面试技巧，让我很有信心。”“新手妈
妈”周婵录入求职信息后，十分欣喜，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轻松解决就业
难题。

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无锡市把“千人上
岗计划”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
容，推出一系列促进就业的创新举措。
今年5月，在市、区两级人社部门联手
打造下，全省首个社区“一体化+全流
程+全链条”就业服务平台——公共就
业服务站在古运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正式揭牌，探索“互联网+”服务，延伸
就业服务触角，构建“3分钟智能就业

服务圈”。“服务站开设综合服务窗口，
老百姓就业方面的业务事项，在这里可
以‘一窗式受理’。”社区党总支书记朱
元怡告诉记者，服务站投用以来，通过
精准匹配和高效对接，帮助了20多位
居民实现稳定就业。

无锡人社部门根据国家推出的56
个新职业，组织从业者参加新业态岗位
培训。在央诚5G+数字产业直播基
地，4期互联网营销师培训课程已培育
出150多名新主播。年底前，无锡还将
开展20个项目制的培训，支持企业、院
校、行业协会、培训机构开发培训标准
和岗位技能评价标准，并按规定给予培
训补贴。

今年以来，无锡人社部门还加大了
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提供就业援助精
准服务，帮助有就业意愿并处于失业状
态的就业困难人员早就业、好就业。目
前，无锡已开发蓝藻打捞、社区管理、老
旧小区保绿保洁等各类岗位868个，用
于优先安置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
业家庭成员。

无锡“千人上岗计划”
力促困难人员就业

1938 年 郭 沫 若 在
武汉参加群众集会。图
片来源：《郭沫若年谱
1892-1978》，作者：龚
继民、方仁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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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开办14个房产超市提供
“一站式”购房服务，搭建就业直通车给
予“一条龙”培训指导，扩大就业创业空
间，落实好子女上学、社保衔接、医疗保
险等公共服务政策，让农民既进得了
城、更扎得下根。合德镇其林村居民徐
蕾说，自家的老旧房子被纳入拆迁范
围，考虑到要改善父母居住条件，就主
动选择进城入镇。“在房产超市里看房
选房，大热天不用四处跑，半天就看遍
县城里的17家楼盘。”

如何让群众“富得了”口袋？射阳
以镇为单位培育富民产业，因地制宜打
造稻米+、渔业+、药材+、蚕桑+、文旅+
等产业，积极拓展农村电商、休闲农业、
创意农业等新业态，形成“一镇一产业、
一点一特色”的产业配套格局。此外，
还推进家门口就业工程，开展“万企联
万村、共走振兴路”，实施联建项目205

个，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3500多个，
做到村村有项目、户户有事干。通过集
中整治农房改善腾退土地，推动土地连
片流转，建设高标准农田，累计复垦宅
基地6179亩。同时，抓住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机遇，推动10个村
交易集体用地900多亩，为村级集体增
收1.5亿元。

持续做好农房改善“后半篇文章”，
射阳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在全国首创“人
社通”平台业务下放到镇村，每个村居
建成智能服务终端，将养老、就业等129
项人社业务全部上网，实现便民服务“不
出村”；发挥党建引领，打造绿色发展、红
色传承、便民服务等特色党支部，联创联
评“文明社区、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
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同步
建设“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努力打
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