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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最后一位大儒荀子有一
个著名的学生韩非，是法家的代表
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韩非与
老子同传，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

而其归本于黄老”。

翻阅《韩非子》全书，韩非对老
师荀子的称说极少，却并非不取用
荀子之学说，而是将其理念潜化于
书中。

例如，《说难》篇就取用了《荀
子·非相》“凡说之难， 以至卑遇至
高，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的
旨意与用语；《孤愤》 篇就化用了
《荀子·君道》“人主有六患”之说。

又如，韩非与其师一样认为人
性本恶，“好利恶害” 且 “喜利畏
罪”。《荀子·非相》云：“舍后王而道
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
之君也。”韩非在《五蠹》篇里也同
样认为：“然则今有美尧、 舜、 汤、

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
圣笑矣。”

了解到韩非采用师说、承袭荀子之意，对正确
理解《韩非子》文意就会有帮助。

《韩非子·有度》说到荆、齐、燕、魏四国之“亡”。

有学者点评：“韩非死时，六国都不曾亡。齐亡最后，

那时韩非已死十二年了。可见《韩非子》绝非原本，

其中定多后人加入的东西。” 其实， 韩非所说的
“亡”，实本于荀子之说，是指君主权势衰微、不能掌
控国家大权之意。

上述种种， 皆可推论韩非虽然较少提及荀子，

却并非傲慢不逊、弃之不顾，反而是对荀子之说有
所取资。

不过，《韩非子》多提及的是老子，不仅有专门
解释《老子》的篇章，而且在其他篇章中也常称赞和
引用老子的论说。对此，司马迁给出的评价是，“韩
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
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其实，不仅韩非“归本于黄老”，就连他的老师
荀子亦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这和战国时期学术风
气的变化相关。

战国后期，黄老道家和阴阳家思想盛行。荀子所
论之“天”已与孔孟之侧重道德义理、位格化的“天”

有本质的区别，而相对侧重于道家自然之“天”。

同时，荀子进一步提出人性本恶，主张化性起
伪，伪起而生礼义，故主张“法后王”和“人治”，其论
礼已有外化于法的倾向。

韩非从荀子问学起步， 在此基础上集道家、法
家学说之大成而成一家之言。 韩非多称说老子，主
要是学说之重心使然。老子学说是其构筑法术学说
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又有所扬弃。

比如，老子所说的道，是一种先于天地而存在的
假想物，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韩非从这一点加
以引发，认为道既然产生万物，那么也就是判定万物
是非的准则，所以“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
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

韩非认为， 道作为整个宇宙发展的客观规律，

支配着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万事万物。它在政治领
域中的体现，就是顺自然之道而立的，反映社会现
实要求、指导各种社会活动的“法”。

老子主张因顺自然而虚静无为， 放手让民众
“自化”“自正”，让社会自然发展，反对人们对社会
的强行干涉。韩非所说的虚静无为，则是要臣民遵
守顺自然之道而立的“法”，君主在臣民依法办事的
情况下虚静无为，即“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

由此生发，就要求君主“有智而不以虑”“有行
而不以贤”“有勇而不以怒”，应该利用臣下的智慧、

才能和勇力。这样，就是“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最早创建的根据地之一， 被毛泽东称之为
“李文林式”根据地，陈毅将其称之为“东井
冈”。它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和中心，

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起点，其理论和实
践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升华了中国
特色革命道路理论，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
地位。

首创“四个第一”

东固革命根据地从 1927年大革命失败
后开始创建， 一直到 1935年 3月留守苏区
的特委在突围时才被打散。在历经曲折发展
的 8年多时间里，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以 1927年 9月“坳上会议”成立党
支部、建立工农武装和重组农民协会为历史
起点，经过东固暴动，到 1928年 4月形成以
东固为中心的五县（吉安、吉水、永丰、泰和、

兴国）交界处的红色区域割据。这是东固革
命根据地的形成阶段。

二是 1928年 5月在东固成立赣西南行
动委员会到 1929年 1月红四军来东固会师
前，系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阶段。在这半
年多时间里，成立了李文林领导的红军独立
第二团，粉碎了敌人的“五县会剿”，并在政
权、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创造了根据地建
设的“多个第一”。

三是 1929年 2月毛泽东、 朱德率红四
军主力来东固与李文林领导的红二、 四团
会师， 到 11 月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

东固政权由秘密转为公开， 红色区域和武
装力量更加壮大。 这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
发展阶段。

四是 1929年 12月至 1935年 3月东固
革命根据地最终沦陷，其间经历全面融入中
央苏区的全方位发展和三次反“围剿”战斗
等重大事件。 此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延伸
（坚持）阶段。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区域划分，一是以东
固为中心的五县交界割据的核心区域，到与
中央苏区并为一体时期，大体是当时公略县
的区域范围；二是扩大区域，包括延福根据
地、桥头根据地（于都、兴国和宁都边界区
域）和藤田根据地（永丰、乐安边界区域）等；

三是游击区域，包括万安、安福等地的相关
活动区域。

东固革命根据地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
根据地，有许多探索为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
的建设提供了原创经验。

例如，在政权建设方面，建立了 24个以
农民协会为形式的秘密红色政权；在工农业
生产方面，就地开发自然资源，建有小铁矿，

兴办军械修理所等； 在商贸邮路交通方面，

创办东固平民银行、消费合作社、赤色邮政
局等；在文化卫生方面，先是创办平民学校，

随后各乡都办有列宁小学，还组织农民学文
化，被朱德赞誉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学习
运动”。

上述诸多方面的建设，使东固苏区在全
国各苏区中首创了“四个第一”：第一个红色
消费合作社———东固平民消费合作社（1928

年 2月）； 第一所红色平民学校———东固平
民学校 （1928年 9月）； 第一个红色金融机
构———东固平民银行（1928 年 10 月），发行
中国工农政权第一张纸币； 第一个红色邮

局———东固赤色邮局（1929 年 3 月）。在一
个四周为白色政权所包围而秘密存在的小
小红色苏区，这些创造堪称党领导下的一个
奇迹。

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对东固根据地
有着这样的描述：“1929年初春，东固兴国整
个苏区群众和附近山区来的男女群众在东
固坪地集合， 热烈欢送红军去投入新的战
斗，去打垮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正在这
个时候， 东固群众中唱出了一支革命新歌，

这是一支妇女们和姑娘们唱的歌……我送
我的情哥去打仗， 劝声哥哥看清革命的路，

劝声哥哥要扫除国民党，誓把那压迫穷人的
军阀土豪消灭光”。

可见，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面貌已在
国际上得到一定传播，具有超出国界的广泛
影响和历史意义。

提供“两大经验”

毛泽东、 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于 1929年
1月下井冈山后，一直受到敌军围追堵截。2

月初，在寻乌县吉潭圳下遭遇敌军偷袭。红
四军突围后，翻山越岭跑了 60 里路到了罗
福嶂。

根据前委得到的情报，在罗福嶂召开会
议决定，部队辗转到吉安东固地区，与李文
林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会
合，在那里休整后再打回井冈山。

2月中旬，红四军到达东固，与红二、四
团胜利会师。红二、四团和广大东固群众热
烈欢迎仰慕已久的井冈山红军，召开了有数
千人参加的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李文林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对离开井冈山后
一直在极度紧张转战的红四军来说，真像到
了家一样。

红四军在东固得到整整一个星期的休

整和补充，并将 300余名伤病员安置在东固
继续治疗休养。毛泽东对东固短期休整作出
高度评价———他说：“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
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
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事实证明，东固会师
后， 改变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以来的命运，

成为红四军由被动到主动、由疲于奔命到焕
发生命力的转折点。

毛泽东曾先后七次到东固，多次提出要
学习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可以说，其对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
阐述，来源于东固根据地的思想灵感。

一是为红四军提供了“飘忽不定”的游
击战术新经验。

毛泽东充分肯定东固的做法，认为在接
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不至于
失掉群众。 据此，“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
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
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
付他”。

二是为红四军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提供了借鉴。

毛泽东对李文林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的制度极为赞赏。据记载，他们是指导员
支配军官的； 花名册上军官的名字排在指
导员后面，一颗子弹不经过党不能支配。东
固的这个经验对毛泽东明确提出加强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 丰富建军理论以及
确立人民军队的建军纲领起了重要作用，

也为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
践依据。

1930年 1月 5日， 毛泽东在 《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中充分肯定“李文林式”根据
地的创造，并将其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
式”“方志敏式”的根据地斗争形式并列。这
既是对东固革命根据地历史贡献的高度评
价， 也丰富了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理论
内容。

“李文林式”贡献

东固根据地在地域上是赣西南根据地
的源头，并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红四军到东固休整时，陈毅庆祝两军
会师曾赋诗道：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
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此后，人们将东固革
命根据地称为“东井冈”。

井冈山和东固根据地创建的共同点：

指导方针相同，都是根据“八七会议”指示
精神创建的；创建路径相同，都是通过军事
武装斗争形式， 依靠广大农民和开展土地
革命创建起来的；依托条件相同，都是依托
有利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 建立有根据地
的工农武装割据， 并波浪式地向前推进发
展的；群众基础相同，都是在受到大革命深
刻影响、 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地方创建和
发展起来的。

井冈山和东固根据地创建的不同点：

一是创建初衷不同。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是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在向农村退
却过程中创建的；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在农
民暴动基础上， 围绕农村革命斗争而创
建的。

二是领导层面不同。 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红四军前委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并
受所在地省委的工作指导； 东固革命根据
地的党组织则是在江西省委、 赣西和赣西
南特委以及吉安县委的逐级领导下开展工
作的。

三是军队构成不同。 红四军是正规部
队，受到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影响；东
固主力红二、四团主要是东固农民自卫队，

多为当地农民群众。

四是割据方式不同。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进行公开武装割据， 形成赤白对立，优
点是指引斗争的方向明、 政治影响大，缺
点是目标暴露，易遭敌“会剿”；东固采取
公开武装斗争与秘密割据相结合形式，优
点是能在敌我力量悬殊时保存实力，有利
于争取群众，缺点是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不
明显。

五是采取的战术不同。 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主要采取“凭险据守”的山地战术，敌
人来了易守难攻； 东固革命根据地主要采
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游击的范围比
较广。

六是土地政策不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的土地革命是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均分
配，影响了自耕农的积极性；东固革命根据
地则是暂时不改变土地所有关系，先实行减
租、免租，废除苛捐杂税等，不对地方的政治
变革造成大的波动影响。

七是与白区关系不同。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与外界联系不便，封锁厉害，经济比较困
难，物质生活贫乏；东固革命根据地则与白
区照样通邮通商，不影响经济发展，能及时
获得敌情信息。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毛泽东率部
“上井冈山伟大，下井冈山也伟大”。无论“上
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还是“下山”进
一步巩固和发展东固革命根据地，都在中国
革命史册上建立了伟大功绩、树立了历史的
丰碑。“李文林式”的东固革命根据地对中国
革命的贡献不可磨灭，将永载史册。

（作者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党校副校长、江西省吉安市
东固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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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篮球职业联赛第 5
轮 （山西汾酒股份-上
海久事）

22:45 直播：2019ATP 年终总
决赛单打小组赛（5）
央视六套

12:19 故事片:火星没事
14:08 故事片：掌门人（中国香

港）
15:51 故事片:走出尘埃

18:23 故事片: 广东十虎铁桥
三之王者荣威

20:15 故事片: 广东十虎黄澄
可之云起龙骧

21:51 专题:足迹-银幕上的新
中国故事(38)

22:17 译制片：神奇四侠（美国）
央视十一套

11:42 影视剧场: 最美的青春
(32-34)

14:19 梨园闯关我挂帅

15:24 湖北花鼓戏:拦花轿
16:11 越剧：三看御妹（上）
17:51 过把瘾: 中国戏曲文化

周展演(2)
19:30 青春戏苑:京韵芬芳(17)
20:34 角儿来了:淮剧世家
21:47 影视剧场: 最美的青春

(32-34)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高级经济师，原中国农业银行上海

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严其汾同志，因病抢救无效，于 2019

年 11月 9日 7时 22分在瑞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 78岁。

严其汾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 11月 15日(星期五) 9

时 30分在龙华殡仪馆二楼银河厅举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2019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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