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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霞 白雪

“少年中国心”，
献出珍藏40年的号外

接受波茨坦宣言 日本无条件投降
美国新闻处八月十日旧金山电：
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

投降！
中央社据美新闻处讯：旧金山十

日电：据合众社本晚消息，日本已接受
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

——《新华日报》号外
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下午十时出版

“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日
本投降了！”

1945年8月10日晚10点多，在重
庆的街头，报童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

《新华日报》号外，随着一声声清亮的
吆喝声，人们冲上来把钱塞到报童手
里，拿着报纸一边看一边大声欢呼，大
街小巷沸腾了。

当时，距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
降还有5天，美国新闻处最先向中国方
面通报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
息。《新华日报》和重庆其他几家报纸，
用最快的速度编排印发，以号外的形
式将这一天大的喜讯率先传遍全国。
这是日本投降的首发新闻，其新闻价
值、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无 论 辗 转 何 处 ，乔 春 生 始 终 珍
藏着那一夜抢购的号外。1985 年 9
月初，在南京永胜内燃机厂任助理
工程师的乔春生投书新华日报：“这
张《新华日报》号外，我已珍藏 40 年
了⋯⋯值此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40 周年之际，我特将这份具
有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号外，捐献
给党和国家。”

97岁的新华日报老报人武乾身体
康健，思维清晰。今年 8 月 4 日，他告
诉记者，当时他是新华日报资料组副
组长，接信后马上就去南京永胜内燃
机厂拜访乔春生，接受捐赠。武乾看
到号外时，“眼前一亮，他保存得十分
完好，未有破损，难能可贵。”

作为专业资料工作者，武乾进行
了考证。他查阅北京图书馆、南京梅
园新村纪念馆的相关资料，都没有 8
月 10 日的《新华日报》号外。“这就说
明，乔春生同志珍藏的这份‘号外’，
至今尚未为《新华日报》影印出版者
和报史研究者所知，很可能已是海内
孤刊，弥足珍贵。”1985 年 9 月 9 日，武
乾这样写道。

记者在新华日报报史馆看到，这
份保存了 76 个年头的号外，竹纸印
刷，已然泛黄，油墨字迹略有黯淡，但
是超大字号的亮眼标题、言简意赅的
正文，尤其是精确到点钟的出版时间，
如今读来仍然令人振奋，瞬间把人拉
回那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在那个“滚烫的 8 月”，太行《新华
日报》以最快的速度、密集的频率，用
系列号外的形式及时向根据地读者传
递日军投降的进展。记者见到了这个
系列中的7份原件：

《苏联对日宣战 今日起进入战争
状态》，1945 年 8 月 9 日，太行《新华日
报》号外；《毛主席发表声明 抗战进入
反攻阶段》，1945 年 8 月 10 日，太行

《新华日报》号外（第一号）；《10日晚东
京广播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
年8月10日，太行《新华日报》号外（第
二号）；《日本无条件投降 朱总司令发
布命令》，1945 年 8 月 11 日，太行《新
华日报》号外（第三号）；《对日宣战第
一日 苏军越过伪“满”边境》，1945 年
8 月 11 日，太行《新华日报》号外（第五
号）；《蒙古人民共和国十日晨对日宣
战》，1945 年 8 月 11 日，太行《新华日
报》号外（第六号）；《日本接受投降条
件 天 皇 保 证 执 行 波 茨 坦 宣 言 各 条
款》，1945 年 8 月 15 日，太行《新华日
报》号外（第十四号）。

这 7 份珍贵的藏品，属中国报业
协会集报分会常务理事、高邮红色报
刊收藏家朱军华所有，目前正在新华
日报报史馆借展，这也是该系列号外
在国内首次展出。

“在电子媒介没有出现或尚未普及
的年代，报社在两期报纸出版之间发生
了重大新闻，为了迅速及时地告知读
者，号外由此而生。”南京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教授、新闻史专家陈玉申说。

号外通常无编号，而太行《新华日
报》1945 年 8 月 9 日至 15 日的号外有
编号，从现在见到的原件看，围绕“日
本投降”事件，接连出了 15 期号外，十
分罕见。仅 8 月 11 日，就连出 4 期号
外。刊头标注为“1945 年 8 月 10 日
夜”的两份不同号外，显示了当时新华
日报报人对新闻时效性的极致追求。

“《新华日报》太行版以这样的密
度连续发布号外，在中国新闻史上也
许是绝无仅有的。”陈玉申说。

一份号外，
拉开重庆谈判序幕

应蒋主席邀请商谈团结建国大计
毛泽东同志抵渝
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偕来

（本报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同志，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
石先生之邀请，于今日（八月二十八日）
上午十一时偕美大使赫尔利将军、张治
中将军及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等同机飞
渝，于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到达，抵机场
欢迎者有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
长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沈钧儒、左
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
冷御秋、郭沫若先生及中外记者数十
人，毛主席下机后，并应中外记者之请，
与赫尔利大使、张治中将军、周恩来同
志等摄影及拍制电影，后即乘车至张部
长公馆小憩。晚八时，蒋主席将设宴为
毛泽东同志接风。

详情请看明日本报
——《新华日报》号外
中华民国卅四年八月廿八日下午

七时

这是一份珍藏在国家图书馆的
《新华日报》号外，8 开大小，发布时间
为 1945 年 8 月 28 日 19 时，正是毛泽
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应蒋介石之邀到
达重庆的3小时15分之后。这一份仅
300 字左右的号外，第一时间记录了

“重庆谈判”的开端。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重庆

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教
授周勇说，1945 年初，抗战胜利前夕，
中国召开了两个谋划中国前途命运的
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六大”，它坚持
一党专政，这是一党之私。另一个是共
产党的“七大”。在中国共产党“七大”
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
告，提出“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
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
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
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
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
家。”这一主张得到全国人民拥护。

抗战胜利的到来，将中国推到了
战争与和平的十字路口，也为两党的
谈判创造了契机。

1945 年 8 月 14 日，蒋介石邀请毛
泽东到重庆谈判，并把邀请电刊登在《中
央日报》上，随后又连发两电。周勇说，
国民党的盘算是，如果毛泽东拒绝来重
庆谈判，就要承担内战的责任；如果毛泽
东来重庆谈判，国民党便可利用谈判争
取时间，部署内战。8月28日，毛泽东所
乘飞机到达九龙坡机场时，震动了国内
国际。驻重庆的各国记者几乎全部出
动，采访报道这一举世瞩目的事件。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
区的唯一报纸，自然抢得先机，最先报道
这一事件。在8月28日早晨发行的《新
华日报》上，便刊登了毛泽东即将赴渝的
预告消息。当天下午,中国共产党代表

团抵达重庆时，又抢在其他媒体之前，专
门发出了《毛泽东同志抵渝》号外。

陈玉申告诉记者，从新闻史角度
看，报道毛泽东抵渝谈判的号外具有
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个事件在
当时是特大新闻，但不是重庆所有报
纸都出了号外。《新华日报》的号外最
引人瞩目，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机
关报，它发布的消息更具权威性，也
更为读者看重。周勇认为，这份号外
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在第一时间权
威报道了毛泽东主席前往重庆参加
国共谈判的消息，彰显了毛泽东和中
国共产党为国家民族利益参加国共
谈判的勇气；另一方面，则开启了围
绕国共重庆谈判的新闻大战序幕。

在整个谈判期间，国民党报纸对
谈判低调处理。而《新华日报》对谈判
进程和毛泽东的活动进行了大量报
道。周勇说，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
报》以最快的速度报道国共谈判的新
闻，回应了国内外舆论的关切；以鲜明
的态度报道了谈判内容，展现出重庆
谈判的艰难历程；以全面的姿态报道
了毛泽东在重庆的活动，特别是毛主
席和中间党派领袖、国民党各方面人
士、社会各界代表，包括美国空军飞行
员等见面的消息，使得中国共产党领
袖的形象在国统区，进而在世界上得
以立体呈现，从而引领新闻界正面报
道重庆谈判，为媒体树立了标杆。

在这场新闻大战中，舆论迅速向
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发展，国内外
进步舆论盛赞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
惊人胆略,盛赞中国共产党谋取和平
的诚意。这为此后夺取解放战争的
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极致时效，
新闻与历史的瑰宝

“我们看到的号外，新闻价值以及
事件本身价值都是极其重大的。”西南
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蔡斐说，相比一般报纸，《新华日
报》号外主要有重大性、突发性、灵活
性、时效性 4 个特征。从形式上来看，
号外往往灵活采用单页纸，以醒目标
题简要介绍新闻事件，可以看成是现
在新闻发布“字少事大”的鼻祖。

蔡斐表示，几乎每一期《新华日
报》号外都是中国革命史与中国新闻
史上独一无二的重要历史符号，阅读
它们能感知历史的剧烈脉动。

但《新华日报》留存下来的号外极
为稀少。“号外是在前后两期报纸之
间临时出版，大多以街头叫卖的方式
散发，报纸的订户不一定收到，报社
一般也不会将号外保存和装订在合
订本中，所以现在能看到的号外非常
少。”陈玉申说。

号外大都遗落在民间，经报刊收
藏者挖掘搜寻，才得以部分浮出水
面。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报纸藏品
鉴定委员会9名成员之一的朱军华说，
号外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收藏价值，
许多号外都是文物级精品。像四川建
川博物馆馆藏的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
本投降号外，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经过专家们证实，1950年之前《新
华日报》发行过的号外，除上文提到的，
其他还有：《三国会议发表公报中美苏英
签安全宣言》，1943年11月2日，《新华
日报》号外；抗战胜利号外（正反两版），
1945年8月19日，《新华日报》；《我军攻
克张家口 消灭傅匪七个师》，1948 年
12月25日，太岳《新华日报》号外；《七七
大游行午后出发》，1949年7月7日，《新
华日报》号外；《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10月1日，《新华日报》号外。

朱军华告诉记者，日前，他又收获
到一份品相完好的太岳《新华日报》
号外。这份号外是 1947 年 9 月 30 日
出版，标题为《推翻蒋介石万恶统治
全国反攻胜利展开》，文章正文第一
句写道：“人民解放军全国性反攻今
已开始⋯⋯”

独一无二的历史符号，时效极致的新闻瑰宝——

一声“号外”，
让中国深夜沸腾



1945年8月10日夜，少年乔春生赶到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门前，争购到一份
号外。号外上的简讯《接受波茨坦宣言 日本无条件投降》，让乔春生和整个重庆沉浸在无
比喜悦之中。

这份珍贵的号外，如今展示于新华日报报史馆。
今年7月15日正式对公众开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份《新华日报》号外展品

在网上刷屏：《日本接受投降条款》，1945年8月14日下午4时印发；《停止内战命令颁
布》，1946年1月10日下午1时印发。

“号外！号外！”透过《新华日报》那些珍贵的号外，昔日的重大新闻、突发大事，带着历
史的温度与厚度，扑面而来。

《新华日报》1945 年 8 月 10
日号外（新华日报报史馆馆藏）

《新华日报》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同志抵渝》号外

1945 年 8 月，《新华日报》太
行版日本投降系列号外

□ 本报记者 唐颖
通讯员 于玮璟

8 月，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东
南村，村道两侧稻田一片青绿，长势
喜人。

这条贯穿全村的东南大道，是进
出该村必经之路，也是东南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兰红娟修进村民心
坎里的“幸福路”。

“建强支部班子、找准致富路子、
扛起发展担子”，23 年来，兰红娟带
领村民，将一个没资源、没产业、没特
色的偏远贫困村建设成远近闻名的
美丽乡村示范村。她个人先后获得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省“吴仁宝式优
秀村书记”、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突
出贡献奖以及省“百名示范”村书记、
省三八红旗手标兵、江苏省优秀党务
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过去，东南村是常州城北一个不
知名的贫困村，这里的老百姓苦恼于

“出行没道路、挣钱没门路、发展没思
路”。为改变这种情况，2013年东南
村成立农机合作社和有机稻米合作
社，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通过流
转 650 户村民的 2000 亩土地，实行

“保底收益+二次分红”，提供“家门
口”就业岗位 150 多个，平均每户每
年增收3400元。

找准了方向，东南村的发展就像
稻子拔节抽穗，天天在变样。生产的
生态系列软米在全省创出“夏墅”品
牌，通过“有机产品”“绿色食品”认
证，荣获江苏省“名优产品”等称号。
放大品牌效应，开发紫云英蜂蜜、特
色果蔬采摘等“夏墅”原生态系列农
产品，打造融智慧民宿、有机食品、生
态采摘于一体的绿色经济。如今，村
里天蓝水清、稻香扑鼻，东南小院、稻
田民宿成了央视推广的“网红打卡
点”，今年“五一”期间吸引游客达1.5
万人次。在东南村举办的“中国农民

丰收节”活动现场，有位游客羡慕地
说：“做你们这里的农民真幸福呀！”

东南村的村民们都知道，走进村
委会，兰书记办公室的门总是敞开的，
如果去了没见着，那她一准儿是去“转
村头”了。兰书记每天都要在村里转
几圈，到村民家里聊几句，多年来写的

“民情日记”放了两大抽屉。从走上
村书记岗位那天起，兰红娟就把“党
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群众盼什么
我就干什么，发展缺什么我就抓什
么”写在工作笔记上。村看村、户看
户，农村发展看支部，她与党员干部

“约法三章”：难事干部带头、大事党
员示范、好事群众优先，决不让党的
好政策在贯彻落实中“缺斤少两”。
扩建 2400 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
新建健身广场3处、完成河塘清淤3.5
万方、新增照明设施166个⋯⋯一件
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把东南村村
民的心聚到了一起，党群服务中心成
为全村最耀眼的“红色地标”。

稻花香里说丰年，田间地头“守初
心”。兰红娟牵头在村里开办乡村振兴
学习社，邀请老书记、年轻企业家、退休
教师、专家学者等组建东南“讲师团”，
让乡村振兴学习社成为讲解农村理论
政策的课堂、培育乡村振兴带头人的摇
篮、展示乡村振兴实践成果的平台和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阵地。自导自演“合
作社里党旗红”小品，让村级党建品牌
内涵再深化、影响效应最大化。

今年7月，兰红娟给村里一名86
岁的老党员送“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时，老人激动地拉着她的手说：“我
这辈子最大的光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
党，最大的幸福就是住在东南村。”站
在建党百年新起点，兰红娟有一个坚
定的信念，就是要继续守好责任田、深
耕金土地，“让农业成为最有奔头的产
业，让乡村振兴成为最光荣的事业，让
党旗在希望的田野上高高飘扬，在新
的‘赶考’路上交出新答卷。”

兰红娟：
让党旗高扬在希望的田野

□ 本报记者 张文婧

盐城市阜宁县陈集镇停翅港村，
一片普通民房中间坐落着一个四合院，
这里便是停翅港新四军军部旧址。

1941 年 7 月，日伪军对盐阜区
发动第一次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和
中共中央华中局主动从盐城泰山庙
撤离，转移到阜宁停翅港，直到1942
年 12 月底，为粉碎日伪军对盐阜区
发动的第二次大“扫荡”，军部才从停
翅港向淮南黄花塘转移。

停翅港村的老支书朱浩开回忆，
这座四合院原是当地有名的士绅朱太
俊的居所，由16间茅草屋构成，东南角
还有一座炮楼。新四军移驻停翅港后，
朱太俊把2间正房腾出来，给陈毅和刘
少奇居住，军部和华中局其余指战员们
则分散借住在周围老百姓家里。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抗战
最为困难的时期。日军为了巩固其对
华中地区的统治，使这里成为以战养战
的后方基地，对盐城开展大‘扫荡’，意
图摧毁刚刚在盐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
消灭苏北新四军主力。”阜宁县新四军
研究会副会长孟凡民介绍，“在敌我实
力悬殊的情况下，新四军军部及时调整
部署，向盐城周边转移。而阜宁是当时
黄克诚所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所在地，
整体作战能力较强，且停翅港地区地形

复杂、水网密集，周围皆芦苇密集，便于
隐蔽，又倚傍阜淮公路，交通便捷，是个
能攻能守的好地方。”

军部在停翅港落脚后，迅速组织
新四军各部投入反“扫荡”战斗，指挥
部队与敌人展开游击战。相继收复
阜宁、东沟、建阳等镇，粉碎了日伪军
巩固其占领区、消灭抗日游击武装的
企图，胜利保卫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陈毅、刘少奇等
在此领导军民继续开展抗日斗争，指
挥新四军浴血奋战。

在华中抗战的光辉历史上，停翅
港不仅是新四军军部的10个旧址之
一，也是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
地、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政最高指挥中
枢，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中心、
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在华中局和
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在
党政军建设以及财经、文化、教育等
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停翅港新四军军
部曾经遭到日伪军毁坏。2003年停
翅港新四军军部旧址在原址重建。
2009年，陈集镇在新四军军部旧址建
设了占地 8300 多平方米的纪念馆。
如今，纪念馆已成为盐城市党史教育
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内展出了
众多新四军在阜宁时期的珍贵文物和
历史图片，供后人缅怀瞻仰。

停翅港新四军军部旧址：

茅草屋里运筹千里华中

走近“两优一先”先进典型

寻访江苏红色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