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施云江

70年前的 5月，很多上海市民第一次见
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他们自然而然地把
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比较，思想认识上经历
了一个重要转折，初步形成了对共产党的政
治认同，为解放后上海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
了良好基础。

“完整保全上海”

1949年 4月，毛泽东同志作出了“完整
保全上海”的战略决策，要求防止蒋介石的
焦土政策破坏，确保上海这个大工业城市能
够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为此，在解放上海
市区的过程中， 明令解放军不准使用重武
器，以尽力保全人民生命、工厂和建筑。5月
下旬， 感受上海解放第一抹曙光的上海市
民，看到的是一座保存完整的城市。

苏州河以南的上海中心城区，留下了较
少的战斗痕迹。在外滩，大的建筑都完整无
恙。从徐家汇警察分局沿福开森路（今武康
路）往前走，墙壁上有一些弹痕，沙包堆集的
防御工事上也有弹痕，但看不出有激烈战斗
的迹象。在四川路桥上，因国民党军曾负隅
顽抗，留下的战斗痕迹较多，路面平整遭到
破坏。北四川路海宁路凯福饭店因为有国民
党军在楼上开枪顽抗，因此该楼西面的枪痕
较为清楚，但整幢楼依然完好。

上海工业总体上得到了完好保存，多数
工厂没有受到战争破坏。25日清晨， 上海各
主要工厂照常开工：最大的申新纺织厂正常
生产；面粉厂停顿多日，主要原因并非战争
破坏，而是因为小麦存量不足。银行也照常
营业， 汇丰银行的三个大门于 28日全部敞
开， 华北银行等几个外资银行也相继开门，

但被称为“四大家族账房”的几家银行则紧
闭大门。

上海市民的生活维持了正常秩序，水、

电、交通状况都很正常。国际饭店附近，很
多市民围在一起看枪弹打坏的玻璃和电线
杆，还有人研究地下的血迹和国民党军留下
的破军衣，战争的恐惧对不少市民来讲已经
散去。

交通方面， 电车的电线受到一定的损
坏，但电车公司员工逐段整顿修理，很快就
恢复了正常。26日，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南
京路一带，各商店住户一律悬挂红旗，大中
小学及各团体组织的宣传队在霞飞路一带

及大光明戏院前表演秧歌， 一时间锣鼓喧
天，煞是热闹，并有小学生沿街义卖纸质红
星徽以及劝告未营业的商店开门营业。

事实上，26日、27日两天， 战斗仍在继
续， 苏州河以北的国民党军依然在负隅顽
抗，已解放的地区也要继续搜索解决小股残
敌。在解决小股残敌的过程中，解放军不随
便开枪。民国路上，有四个国民党军军人
藏在一幢大楼里， 老百姓请来解放军捉
捕；几个战士跟着老百姓上去，等几个国
民党军走出房门时把他们捉住。 还有一
处，几十个国民党军人打算投降，解放军让
他们出来谈判。解放军军官对传话的老百姓
说，保证谈判人的生命安全，实在谈不好也
放他回去再打。

与解放军保护城市、人民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国民党军根本不把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放在心上。26日， 北浙江路附近老闸桥
间，国民党军隔河开枪射击老百姓。上午 10

时左右，还在宝丰堆栈放火破坏，救火车也
遭受国民党军射击。

黄浦江对岸的浦东，一些仓库、民房、工
厂被国民党军纵火焚烧， 只剩下一片灰烬。

盘踞北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见到有上街
的虹口区市民，竟然乱开枪射击，导致很多
市民受伤。 仅横浜桥市立第四医院一处，就
接收了送诊市民 10人。

谁在保护上海，谁在破坏上海，一目了
然。

纪律严明的军队

我们党极为重视解放军的入城纪律。在
筹划上海战役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强调要
“秋毫无犯”，陈毅同志要求“军政全胜”，都
是强调解放军的入城纪律。 丹阳集训期间，

解放军和全体接管干部学习了城市政策、入
城纪律相关文件。 陈毅同志强调 “不入民
房”，作为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在上海的近代史上，上海市民见过各种
各样的军队。他们得出的一个经验是凡是都

是灾星。但是，解放军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定
律。 他们见到了一支前所未闻的人民军队，

深刻的印象有以下三点：

一是不入民房， 纪律严明。 解放军进
入上海市区后，没有一个战士闯进市民房
屋，也没有大声叫喊，惊动市民安宁。他们
都是静静地躺在马路旁休息， 非常有纪
律、有秩序。25 日清晨，静安寺路从戈登路
（今江宁路）至黄家沙一段，有解放军万余
人驻扎，都没有进入民房。26 日，上海市政
府门口两旁墙边躺卧着休息的解放军官兵，

有的酣然入睡， 有的在用针线缝补衣裳；市
府大门口沙袋旁有几个解放军席地而坐，拆
开机枪擦抹干净， 四周围满好奇的市民。

解放前， 国民党不断抹黑共产党和解放
军，制造了各种各样的谣言，一幅解放军
睡马路的场景是对所有谣言最好的回击。

二是生活简朴，不取群众一针一线。睡
在马路上的解放军所穿服式有三种， 一为
黄色，一为蓝色，一为仅有武装及武装带之
便服。同时，各部均将战马、车辆留在市外，

喝开水、吃饭都从三四十里外送进来。有些
部队只能用子弹箱盛饭、钢盔盛菜、炮弹壳
当碗，即所谓吃“战斗饭”。有商人夜间送
烧饼慰劳家门口的哨兵，遭到谢绝；等哨
兵换班后，又送给新来的哨兵，同样被谢
绝；连送三四次，都没有一个人接受。商人
感慨：“解放军的纪律个个都一样， 真是好
队伍！”在上海市民的回忆中，这样的事例
并不鲜见。

三是讲话和气，尊重、帮助人民。在战
斗的过程中， 解放军经常和气地劝告市民
不要跑出来，谨防国民党军的流弹。在乍浦
路桥畔与敌军战斗时，为了解敌军情形，便
同女青年会宿舍负责人及寄居者商量，拟
派人从宿舍楼上窗口勘察地形。 但女青年
会宿舍众人不明情形，解放军只好作罢、另
寻办法。

上海市民不一定清楚解放军的纪律内
容， 但从解放军入城后的表现中感受到这
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新安旅行团演出
《解放巷鼓》这样赞颂：解放军，名不虚传，

秋毫无犯好榜样。尊敬人民如父母，晚上睡
在马路旁。

“真是我们自己的党”

25日清晨，新新公司的凯旋电台播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马路上贴着解放
军的安民布告， 后面看不清楚的人大声
叫喊：站在前面的念出来大家听听。通过
布告，上海市民初步认知了共产党的城市
政策。

上海是一座工业城市，上海人口以工人
为主体，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就是对上海人
民利益的最大维护。私营天成铁工厂解放前
被国民党强制制造武器，至北平解放前已造
出 200 多支步枪。在人民政府的指导、帮助
下，工厂迅速开工，还接到了制造 200 辆水
车的新订单。工人们高兴地说：“共产党真是
我们自己的党，不要枪了，还帮我们转了业，

永远有活干。”

解放前，上海市民常称国民党为“刮民
党”。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军车横冲直撞。在
南市， 连指挥交通的岗警都不幸被碾死，老
百姓被撞伤撞死更是常见。 反观解放军，军
用卡车非必要不许开入市区。这种对人民安
全的充分保障，是前所未有的。

接管干部庄琴堂到上海后生活腐化，设
立小金库自行保管、挪用赃物，犯了贪污罪。

报纸上报道这一消息后，一饭摊上的两名工
人边吃边谈：“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党员犯
了错误，也一样的受处罚，不像国民党上下
相庇，狼狈为奸。”

通过国共对比，不少人思想上发生了积
极转变。 后来成为上海市劳模的张德庆回
忆，“过去国民党那一套，贪污腐败、特务横
行， 一个稍有良心的人就无法忍受下去，也
就希望共产党早点来，但那时我的思想还不
过是这样的世道该变了！ 在上海解放的那
天，我亲眼看见解放军那样辛苦，还是坐在
马路旁边休息，不取人民一针一线，军管会
的接管也没有一点官架子。这给我第一个印
象是新鲜而深刻的。”

许多市民通过共产党的表现开始认同
新中国，继而自觉投入解放上海、建设上海
的征程中来。有的组织人民保安队，有的报
告敌情，有的跟解放军一起搜索残敌，而更
多的劳动者则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为上海的
新生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历史沉淀的“五易”，

折射了一部理性思想的成长
史：最早的盘古《连山易》教人
在连绵山峦中合作围山狩猎，之后伏羲《洛书
易》教人在洛水边开展畜牧业生产，女娲《河图
易》教人利用黄河水开展农耕作业，女匽《归藏
易》教人利用货币开展金融贸易，最后文王《周
王易》教人在王道中为人处世、求长进。

沿渭水、 黄河中下游形成的中国北方族
群很早就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 并在团体围
猎中创新了一种合作方法， 后人将其总结为
《连山易》。

6000多年前，北方伏羲与女娲两大部落完
成了一次跨部落、跨血缘的融合。两大部落融
合不但实现了畜牧业和农耕生产力创新互补，

而且促成了女娲巫文化的《河图易》与伏羲《洛
书易》的融合，最后形成了以双鱼太极图为标
识的伏羲理性。

女娲又称女巫。巫字的意思是，上面一横
为天，下面一横为地，两边两个人，在讨论关于
天与地之间一竖的道（最早巫字还有讨论人与
人之道的一横）。 在女娲部落从狩猎向农耕转
型过程中，伴生了天文、历算和医术，形成了中
国最早成系统的八卦文化。

可是，千里之外由畜牧业创新崛起的父系
部落突然向东进兵，打败了有农耕创新但社会
还没有转型的母系部落。 落后社会的天塌了，

女娲于是去向新兴力量讲和，最后是兄妹两个
部落融合了。这又反映了先民文明创新的勇气
和智慧。

太极图犹如北斗星光一般，成为引导中国
人文演化的源头。但是，这一图案理性导入文
字中来扩展应用和传播是有难度的。单单沿用
仓颉发起的象形造字也是不够的，还要有“象
形+会意”的创新才行。这个机会落到了帝尧之
次女、货币发明人典龙之妻女匽身上。

据说，帝尧听到虞舜与典龙在历山种稻捕
鱼惠乡邻的故事， 便带上两个女儿前去考察。

次女女匽看到舜、龙分别在两块水稻田里耕作

情景，就地划了一幅图：两块
地+耕地上走个圈+两人各牵
一头牛，成了一个“典”字。尧
以此为典范，号召民众来黄淮
平原种稻。

同时，女匽对渔民用围堰捕捉的一种鱼进
行深入研究，并将“鱼与甾”字合并，造了一个
鲻字，为运鱼车造了一个辎字。女匽造“贝”字，

更是造了贵、贤、贮、赊、贪、责、败、贞等字。由
此，文字才能成系统，周文王也才得以作成《周
王易》。

总之，《易经》中的道及其变化逻辑，针对
的是人类生存优化和效率。中国理性精神的价
值，就在于持续引导人类扩大包容、实现创新，

顺应天道、地道、人道的时势变化，继而达成天
人合一无咎的境界。

（作者为上海典龙研究院首席专家、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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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看到怎样的“上海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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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精读

长期以来，受小说《三国演义》

的影响， 诸葛亮的形象被神化了：

呼风唤雨、出奇制胜、力挽狂澜、舌
战群儒……似乎是无所不能。然
而，如果翻开史书会发现，有关诸
葛亮的传说绝大多数都是虚构的，

特别是在军事上。 正因为如此，后
人曾就诸葛亮是不是军事家的问
题展开过争论。

不可否认，诸葛亮是有过人之
处的。刘备能够在鼎足三分中占有
一席之地，诸葛亮功不可没。然而，

刘备定鼎蜀中后，诸葛亮似乎从历
史舞台上消失了。在建安十六年到
章武三年，《三国志·诸葛亮传》对
这 12 年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

只有一句“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
都，足食足兵”而已。直到白帝城托
孤之后，才真正在政治和军事舞台
上大显身手。

从治国理政来看，诸葛亮作为
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是为当时所公
认的。谋士刘晔说“诸葛亮明于治
国而为相”，谋士贾诩说“诸葛亮善
治国”。

刘备攻占西川后，在法正等人的辅佐下一举夺
取汉中，就同诸葛亮为其营造了一个稳定的后方有
很大关系。刘备临死前，托孤于诸葛亮，而诸葛亮
也不负所托，“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
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
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
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保证了蜀汉
政权的稳定。

从军事谋略来看，说诸葛亮是一名杰出的战略
家也不为过。诸葛亮的《隆中对》为刘备未来的发展
战略作了详尽规划， 并且在后来实践了这一规划。

在军事战略上，面对强大的曹操集团，诸葛亮提出
“联吴抗曹”，不仅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而且为
刘备集团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虽然由于刘备、关羽的战略失误，导致荆州丢
失并招致夷陵之战的失败，但诸葛亮还是及时修
复同东吴的联盟关系， 使得联吴抗曹的战略格
局得以维系下去。执掌蜀国政权之后，蜀国虽“处
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但诸葛亮采取以进为
退、以攻为守的策略，以对曹魏的主动进攻抑制
了曹魏对蜀国的威胁。从战略上说，这一策略是
成功的。

然而，这些长处也正是短处所在。例如，诸葛亮
劳师动众，六出祁山（实际上是五出祁山），却未得
寸土。特别是第一次北伐，“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
叛应亮，关中响震”，但诸葛亮出于谨慎，拒绝了魏
延从子午谷出奇兵、分兵合击长安的建议，采取绕
道祁山、安从坦道、平取陇右的战术。这一战术的破
绽， 连魏明帝曹睿都看得清清楚楚：“亮阻山为固，

今者自来，正合兵书致人之术，破亮必也。”

不仅如此，他还弃魏延、吴懿等久经战阵的宿将
不用，将大军交给从未经阵战、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
去指挥。结果，街亭一战被魏军打得大败。

二出祁山之时，以数万之众围攻陈仓，面对仅
千余人的曹魏守军，攻打了 20多天依然一无所获，

自身却死伤惨重。不久，曹魏援军赶到，蜀军则因粮
草不济被迫退兵。

对于诸葛亮的这一弱点，司马懿评价为“志大
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按照易中天
的说法，这简直就是说其人“志大才疏”。陈寿也指
出，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盖应变将略，

非其所长”。

在治国理政方面，诸葛亮虽然厉行法治、整肃
吏治，却忽视了人才的培养。王夫之在《读通鉴论》

给出的评价是，诸葛亮“于长养人才，涵育熏陶之
道，未之讲也”，以至于蜀国后继乏人。

在上海的近代史上，上海市民见过各种各样的军队。他们得出的一
个经验是凡是兵都是灾星。但是，解放军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定律。他们
见到了一支前所未闻的人民军队

“五易”折射中国理性思想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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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卫视

12:39 连续剧: 带着爸爸去留
学(1-4)

16:02 中国新相亲
17:19 文娱新天地
17:49 诗书画
19:33 连续剧: 带着爸爸去留

学(5、6)
21:30 忘不了餐厅(4)
22:30 今晚 60分

新闻综合频道
11:30 案件聚焦:危险邻居
13:03 连续剧: 哥哥姐姐的花

样年华(37-41)
19:15 连续剧:浦江谍影(13、14)
21:00 案件聚焦:不能说的人
22:35 连续剧:麻雀(41、42)

纪实频道
11:29 传奇:隐秘荒野(上)
12:02 近代上海城市文化(1)

12:58 上海故事
13:32 纪录片编辑室 :36.7 度

的信
14:00 档案:上海零售百年(1)
14:35 寰宇地理: 空中浩劫特

别报告:坠机争议
15:29 探索: 家在阿拉斯加:掠

食者出击
16:30 超级工程(4)
17:30 传奇:曼谷野兽(上)
18:00 寰宇地理: 空中浩劫特

别报告:致命分神
19:00 上海故事
19:30 纪录片编辑室: 伟大的

足迹(2)
20:00 档案:光明与阴霾-德日

二战反思录(2)
20:30 近代上海城市文化(2)
21:30 探索: 岛屿野生大地:加

勒比群岛
22:30 传奇:隐秘荒野(下)

电视剧频道
13:07 连续剧:打土匪(3-9)
18:57 32集连续剧: 莫斯科行

动(1、2)

20:17 连续剧:我们的爱(40-43)
23:27 连续剧 : 兄弟们开火

(28、29)
五星体育

11:00 弈棋耍大牌
11:55 2019中超赛事集锦
12:27 弈棋耍大牌-上海三打一
13:30 2019 劳伦斯世界体育

奖获奖人物专题(2)
14:25 2018-2019CBA 联赛总

决赛第 2 场 (广东-新
疆)

15:40 2019ONE 冠军赛印尼
雅加达站

16:20 2018-2019 英超联赛第
38轮(布莱顿-曼城)

17:30 2019中超赛事集锦
18:00 弈棋耍大牌
19:00 体育新闻
19:30 2018-2019 西甲联赛第

38轮
21:00 英超世界
21:30 体育夜线
22:00 弈棋耍大牌-上海三打一
23:00 英超世界

23:30 IMBA电竞杂志
央视一套

13:13 电视剧: 姥姥的饺子馆
(15-18)

16:35 第一动画乐园
20:06 特约剧场
22:38 等着我

央视三套
13:41 非常 6+1
15:06 综艺喜乐汇
18:32 群英汇
19:30 向幸福出发
20:56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央视五套
13:30 田径杂志
14:00 欧冠开场哨
14:30 直播 :2019 体操世界杯

挑战赛男子跳马、女子
平衡木、男子双杠等

17:30 体育新闻
17:55 直播 :2019 亚洲冠军联

赛小组赛第 6轮 (日本
浦和红宝石-中国北京
国安)

20:00 2019 亚洲冠军联赛小

组赛 H 组第 6 轮(中国
上海上港-韩国蔚山)

22:15 2019 苏迪曼杯羽毛球
赛小组赛 D 组 (印度
队-马来西亚队)
央视六套

10:45 故事片:七儿娘
12:35 故事片:硬汉
14:21 译制片:清秀佳人 (加拿

大)
16:05 故事片:撒娇女人最好命
18:19 故事片: 庖丁传奇之金

刀御厨
20:15 故事片:神丐

央视十一套
11:33 影视剧场:娘亲舅大(39-

41)

14:10 梨园闯关我挂帅
15:15 黄梅戏:女驸马(选段):为

救李郎离家园
17:52 过把瘾:锡剧进校园(7)

19:30 青春戏苑:戏韵芬芳(17)

20:34 角儿来了: 黄梅飘香暨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成
立 65周年

21:47 影视剧场:父母爱情(16-

18)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遗 失 声 明
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校

友会遗失财政票据领购证
3100276 号，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