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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
镜鉴

《左传》 记载了这样一段有
趣的对话———

提问者是晋悼公，回答者是
师旷，以“师旷之聪”闻名于世。

也许是因为盲人的缘故，师旷不
仅精通音律，而且在发表政论方
面的表现相当惊人。

晋悼公问：“卫人出其君，不
亦甚乎！” 此问所针对的是这一
年卫国国君被大臣赶出国之事。

卫国的这次内乱有一系列
动因：

先是，乐师教卫献公的侍妾
弹琴， 侍妾不认真学遭到笞打，

卫献公恼怒之下笞打了乐师。

其后， 卫献公令大夫孙文
子、宁惠子不食上朝，自己却在
园林里打猎， 迟迟不召见二人。

二人到园林后，卫献公穿着猎装
跟他们说话。 穿猎服与公卿言
语，是很大的不尊重。

之后，孙文子的儿子孙蒯侍
候卫献公饮酒，卫献公让乐师演
奏《诗经·巧言》的最后一章。此
章的大意讲：究竟是何人，没有武力与勇气，只为祸
乱造机缘，腿上生疮脚浮肿，诡计总有那么多……

卫献公想借此诗表达对孙氏等人的不满。

对乐师被鞭打之辱，火上浇油，不仅用乐器演
奏，还特意将诗句一字一句地诵读出来，以此来激
怒孙氏。孙文子听说此事后，预感会有危险，决意先
发制人，将卫献公赶出了国。

卫君被赶出国是当时的“国际大事”。这一消息
传到晋国后，引发晋悼公的疑问。如果大臣可随意
将国君赶走甚至杀掉，那么晋悼公的地位也可能随
时受到威胁。不过，师旷没有顺着晋悼公的话，而说
“或者其君实甚”。师旷认为，做事过分者在卫献公，

而不是孙文子等大臣。

他紧接着说： 如果国君养护民众如爱护其子，

百姓自然会拥戴君主，不可能将其赶走。如果君主
骄奢淫逸，使百姓绝望，“弗去何为？”这一声反问，

可谓震撼人心。

师旷又进一步指出，君主治理民众的权力来源
于天。天之所以将权力交给君主，是希望他能养牧
民众，使百姓保持天性。如果国君在民众头上肆意
妄为、淫虐无度，上天必然会抛弃这类君主。

君主的权力来源于天的思想，在周代已经颇为
流行。师旷之言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天和君之下
又加了民，天、君、民构成一个新的体系。

师旷之言并不是凭空而来。此前，鲁国旁边的
邾国，其君主邾文公想将迁都。史官占卜曰：“利于
民而不利于君。” 邾文公回答：“苟利于民， 孤之利
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
焉。”邾文公之言与师旷如出一辙，皆将民众放在君
主之上。

可见，至少春秋时期，民本思想已经产生并流
行开来。到了战国时期，孟子进一步予以精要归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师旷、邾文公相比，

孟子强调民比君贵。这是民本思想的深化。

那么，如何才能体现以民为贵？孟子说：“五亩
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
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
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段名言简洁凝练，生动描绘出孟子眼中的理
想社会。衣帛、肉和粮食是日常生活的保障，教化则
使民众知礼义孝悌。君主如此“养民”便可以称王，

即儒家所称颂的圣王。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壮大和成
熟的关键时期。当时国内外不同人物从不同
角度所作的观察和判断，是对中国共产党人
优秀政治品格的最好注解。

坚定信仰

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信仰历来是真诚
的、坚定的。这一点，在华的外国人通过长时
间考察后取得了一致认同。

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和红军相处四个
月。他把中国共产党人描写成“最自由、最幸
福的”， 因为他们强烈地相信自己所献身的
事业是“完全正义的”。从他们身上，斯诺感
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
战胜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信仰坚定，而且还勇
于为真理而奋斗、为信仰而战斗。记者、作家
和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高度赞扬中国共产
党人的牺牲精神，认为“没有人比他们更勇
于为信仰而献出生命”。记者、国际主义战士
汉斯·希伯认为，新四军“具有无比英勇的牺
牲精神”。

如果说这些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偏于同
情的话，那么美国官员也许能够以较为中立
的立场来看待问题。1945年 2月， 时任美国
驻华使馆二秘的雷蒙德·卢登， 在晋绥抗日
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展开了四个月的旅行。

之后，写下三份实地考察报告发给美国军事
情报助理参谋长。他在报告中说“每个八路
军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是坚韧不拔的、久经
考验的志士”，是“最现实、最脚踏实地、最坚
强勇敢的群体”。

1943年，徐复观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军令处联络参谋的身份驻延安半年。他向蒋
介石汇报说： 尽管国民党中有很多好人，但
很难发现真正为实现三民主义而肯作无私
努力的人。从这则史料可以反证，中国共产
党人是为信仰、为理想而“无私努力”。

抗战时期，中共英勇抗战的名声在国统
区也广为流传。重庆的一名高官私下对史沫
特莱感叹：“阵亡在前线的共产党党员人数
之多真令人惊讶。”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献
身精神，在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看来也是令
人肃然敬仰的。

在敌伪军中，也不乏对中国共产党人崇
敬有加之人。 日军在华北扫荡时曾表示，共
产党的干部、士兵“均抱有对主义的信仰和
正确的政治态度，民族意识相当高昂”，中共
的“战斗意志相当强，特别是在村庄的防御
战斗尤其坚强，战斗到最后一人仍然顽抗到
底的例子屡见不鲜”。

苏北伪军署长赵简子在给汉奸陈公博的
信中，对共产党同样充满佩服。他总结共产党
在政治、民运、经济、教育和宣传等方面的特
长，并强调共产党“上下没有隔阂，政策贯彻
到位，党员刻苦耐劳”，认为值得好好学习。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呢？斯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
和现实主义者，是为民族解放和进步、为劳
苦大众谋利益的真诚革命者。换言之，为了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富
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如何实现这一理想？中国共产党人找到
了方法，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
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 记者冈瑟·斯

坦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指出：“马克
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坦白地称作中国共
产党员理所当然要遵循的 ‘正确的思想方
法’；而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的要素，以唯物的
观点来看待一切社会现象，看来已经深深地
渗透到党员的思想之中，即使受教育很少的
党员，也是如此。但是，我并不觉得中国共产
党党员是迷信教条的。”

坚决抗日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的坚
定信仰者、中国共产党又是理论与实践相统
一的先锋队组织，就决定了其抗日必然也最
坚决。

1945年 3月 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
周刊》评论：“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
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日本人有
这样的结论，是长期观察的结果，也是久陷
中国战争泥潭而不得胜利的最后哀叹。

抗日战争未全面爆发之前，有人就认为
中国共产党必定是坚决抗日的。日本有观察
者认为，中共从“满洲事变”开始，尤其是
1935年的“八一宣言”以来，实行“执拗的对
日战争宣言和策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战争初期国共两
党对日态度也是迥然不同的。这一点，从国
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日记里可以看
出。他说：七七事变后，与国民党嫡系中央层
对抗战非常悲观不同，中国共产党是要坚决
抗战的。

中共为什么会抗战坚决？除了信仰坚定
外，还有军事战略的底气。对此，外国记者也
好，国民党人和日伪军也罢，都对中共的游
击战交口称誉。

抗战期间， 国民党也曾考虑过游击战。

1938年 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

会上，他提出“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
必须利用游击战”。 同时， 向中共中央打电

报，请求派人前来教学。于是，中共中央决定
派出一个 30多人的代表团， 由叶剑英任团
长，前来教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军事名篇，有“小
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对其甚为赞赏，认为是
“克敌制胜的最高方略”。 在蒋介石的允许
下，《论持久战》得以在全国印刷发行。可见，

游击战当时是得到国民党认同的。

外国人对游击战也抱有极大的兴趣。

《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不少八路军、新四军
在前线抗击日军的新闻和评论， 认为中共
“游击战非常活跃”、中共军队“是中国最有
战斗力的军队之一”。 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
卡尔逊在 《关于中国西北部军事活动的报
告》中说：“八路军的领导人发展了非常有效
的游击战模式；日军在应对传统军事战役时
效率较高，但面对没有固定章法可循的游击
战术却无所适从。”

日军是吃过中共游击战术大亏的。日本
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哀叹，华北敌后
战场是谜一样的战场， 这里有谜一样的组
织、谜一样的军队、谜一样的战役,是一个永
远猜不透的谜。 日本少尉二村在书信中写
道：“八路军、新四军好像飞舞在饭上的苍蝇
一般，你进他就走了，你退他又来追，真是为
难得很。简直防不胜防。”

游击战让日军作战望风扑影、 劳而无
功，日军情报部门亦坦言“对擅长游击战及
退避战术的共军， 以武装讨伐……收效极
微”。这样的持久作战，进一步影响到了日军
的士气。1941年， 在冀中一带作战的日军骑
兵大队长加岛武非常气馁：“旷费时日，真想
举手服输。”

坚持民主

除了军事战略和战术层面，中国共产党
还始终扶持民生、扶助民主、扶植民力，从人
民的拥护中汲取奋斗力量。

尽管战争使得民生受到极大影响，但中
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方法来减轻人民负担、照
顾各阶层利益。美国《时代》周刊驻远东记者
白修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那些为穷
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
一起，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

日本驻华北方面军 1941年制定的 《剿
共指南》 认为：“中共为了争取农村民众，以
便用于抗日战争，积极策划减轻农民历来深
以为苦的各种负担，并以此博得农民的信任
和欢心。”效果如何呢？一个伪军智囊坦承，

中共势力范围内，民众可以安居乐业，不会
绑架勒索，不会草菅人命。而在伪军统治区，

捐税非常严重，绑架勒索频频，老百姓叫苦
连天。

中国共产党还在抗日根据地积极进行
民主改革，尤其是在妇女解放上付诸了极大
努力。1964年，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

一天，在接见上海市部分领导干部时，他握
住了孙兰的手，并对其他领导干部介绍：“这
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的父
母官。”

这位被周总理称为 “父母官” 的人，在
1945年 7月至 1947年 1月间， 曾担任淮安
正、副县长。那个时候，史沫特莱曾采访过孙
兰，称其是“共产党的女才子”和“红色中国
的女县长”。

为了带领人民坚持抗战、形成抗日的铜
墙铁壁，八路军“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所有的一切都主要为战争服务”。

日军在清乡失败后曾感叹新四军组织力量
强大，认为“新四军之长处，统一民意，导以
一定方向，结成有组织之力量”。华中地区的
伪军首领亦承认，80%的农民 “风起云涌般
地环绕在共产党的周围，形成了共产党的坚
强组织、普遍而又强而有力的外围组织”。

1938年 3月，德国驻华大使馆办公室负
责人向柏林发出的报告指出，日军不能控制
所占铁道线左右的广大领土，因为有一支独
立的中国军队得到了人民的充分支持。

1939年，日本调查机构“兴亚院”在华中
地区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新四军维护群众
的利益，农民支持新四军。3年后，日本另一
家调查机构“满铁上海事务所”对苏北的新
四军进行调查后指出，中共努力改善民主的
热情，使民众受到感动，因而能取得民众的
支持。

日本士兵梅田照文在百团大战中被俘，

一度自暴自弃。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接受改
造过程中， 他耳闻目睹党政军民关系融洽，

内心受到极大冲击。后来，他在回忆文章《第
二故乡的怀念》中这样写道：“我在这里亲眼
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得到人民由衷
的拥护和支持的情景， 并为之深深地感动。

同时，也体验到了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扎根
于群众之中的必要性。”

得民心者得天下。1940年， 陈嘉庚先后
到访重庆和延安，对比后断定“国民党蒋政
府必败， 延安共产党必胜”。1941年 6月 26

日的蒋介石日记记载这样一段话：“阎锡山
对其左右明言，以后国民党、共产党与汪伪
三方面之成败，共党则为六分之三，汪伪则
为六分之二，至国民党则仅有六分之一之希
望。”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 1944 年 7 月 28

日的报告中断定，“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
有确定的和重要的地位……在短短的几年
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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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 连续剧: 海棠经雨胭脂
透(4-9)

23:58 连续剧 : 中国刑警 803

之英雄本色(19、20)

五星体育
12:45 弈棋耍大牌-上海三打

一
14:05 2019 世界一级方程式

锦标赛匈牙利站大奖
赛

14:55 五星精彩
15:15 2019-2020 西甲联赛第

19轮 (阿拉维斯-皇家

贝蒂斯)

16:05 2019 我们见证 -奔跑

2019

17:05 五星精彩

17:40 2018 威斯敏斯特敏捷
大师赛

18:00 弈棋耍大牌
19:00 体育新闻
19:25 直播:2019-2020CBA 联

赛第 26轮(上海-北京)

21:30 体育夜线
22:00 弈棋耍大牌-上海三打

一
23:00 IMBA五星电竞杂志
23:30 2019我们见证-只有一

个武磊

央视一套
13:13 电视剧:你好乔安(7-10)

16:47 第一动画乐园
20:06 电视剧：绝境铸剑（7、8）

22:38 等着我
央视三套

10:08 2019一堂好课
11:30 开门大吉
13:00 喜上加喜
15:00 非常 6+1

16:00 综艺喜乐汇
17:30 天天把歌唱

18:00 综艺喜乐汇

19:00 向幸福出发

20:30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21:30 艺览天下
22:32 向幸福出发

央视五套
10:25 健身动起来

12:35 2019 世界田径锦标赛
中国队精选

13:30 直播：2020 东京奥运会

男排亚洲区资格赛（澳

大利亚-韩国）

15:33 健身起来

16:00 直播：2020 东京奥运会

男排亚洲区资格赛（中

国台北-伊朗）

18:00 体育新闻

18:35 2019-2020 花样滑冰大

奖赛男单自由滑精选
19:30 直播 :2020 东京奥运会

男排亚洲区资格赛（中

国-哈萨克斯坦）

22:00 体育世界

22:30 2019-2020 中国排球超
级联赛女排决赛第 1

场
0:00 围棋

1:00 2019 国际乒联世界巡

回赛总决赛精选

央视六套
10:26 故事片:窈窕绅士

12:12 故事片:购物女王

13:42 译制片:银魂（日本）

16:06 故事片:偷心者

18:23 故事片:我是你舅舅
20:15 故事片: 南洋儿女英雄

传之怒海屠妖

22:07 故事片:天蚕变（中国香

港）

央视十一套
12:21 影视剧场:奔腾岁月(24-

26)

14:59 梨园闯关我挂帅

16:03 豫剧:唐知县斩诰命（片
断）

16:20 湖南花鼓戏：桃花烟雨
18:41 梨园周刊
19:30 青春戏苑:京韵芬芳(1)

20:34 角儿来了:六小龄童
21:47 影视剧场: 情满四合院

(35-37)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