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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
镜鉴

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
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千千万万个共
产党人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以铮铮铁骨担负
起救亡重任， 以血肉之躯垒筑起钢铁长城，

以家国情怀奏响英雄凯歌。其中，一封封凝
聚抗战力量、传递必胜信心的家书，展现了
共产党人浴血奋战、 保家卫国的时代壮举，

推动了伟大抗战精神的形成与传承。

民族救亡

“为时代而牺牲。” ———吉鸿昌
作为坚定反对内战、坚决抗击侵略的革

命将领，吉鸿昌于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抗战的洪流中，他变卖家产、购置枪弹，于
1933年参与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率
军收复多伦。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
队抗日作战首次收复失地，极大地鼓舞了中
国军民抗日御侮的士气。

1934年，他组织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
大同盟， 举全家之力开展武装抗日反蒋活
动， 因此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嫉恨以致逮捕。

在被判枪决之际，他从容挥笔写下家书：“夫
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吉鸿昌不仅
不畏惧，还深情嘱托妻子“化悲痛为力量”、

教育子女 “成有用之才”， 并在刑场上留下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
何惜此头！”的明志箴言，表达了对国民党反
动派逆时代而行、罔顾民族大义的愤慨。

“不愿作个时代的落伍者。” ———韩雅兰
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 新知识女性、中

共党员韩雅兰于 1936年来到延安， 参加中
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期学习。

1937年 4月，她写了一封言真意切的家
书，向父母讲述自己不告而别、奔赴延安的
缘由：“儿不愿作个时代的落伍者，不愿落人
后……儿已认清自己应走的正大的光明的
道路……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斗，为
后来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人一样为国家民
族求解放，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业……所以儿
决定来此学习一点真实学问， 去应社会，求
中国民族解放的方法。”

“倘不敢冒险前进，寻求民族出路，祖国
是不会有光明的。” ———符克

国难当头，爱国华侨成为全民族抗日统
一战线不可或缺的力量。1937年， 从暨南大
学毕业的越南华侨符克果断拒绝继承家业，

选择“自动参加救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生
命，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尽其能力贡献于
民族解放之事业”。

1938年， 他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其
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中共琼崖特
委支持下， 符克组织成立以救国救乡为目
标的“琼崖华侨回乡服务总团”。他带领回
乡团员携带大量医疗物资及捐献钱款提供
给抗日队伍，还担负起战地救护、宣传抗日
等任务。

符克在家书中，将捐助抗日战费作为第
一保证：“在抗敌时期， 除起捐助战费外，

生活要力求简单。”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
阻挠、限制和威胁，他在家书中表明顽强
抗战的意志：“我在艰险的环境中生活，倘
不敢冒险前进，寻求民族出路，祖国是不会
有光明的……国家亡了我们就做人家的奴
隶了。”

舍家为国

“国之不存家何在？” ———胡孟晋
1939年 11月 29日，新四军战士胡孟晋

在即将返回前线之时，给妻子张惠留下一封
辞别家书：“要知道你爱人的走，不是故意抛
弃你，而是为着革命，为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
中国而努力奋斗的啊！”他勉励妻子将儿女情
长化作报国行动， 将无知识的妇女组织起
来，宣传和教育她们，使她们知道：国之不存
家何在？

在写这封辞别信之前，胡孟晋还为妻子
精心草拟了一份《妇女抗敌协会讲演词》，并
附上一份 《讲演注意事项》。 在丈夫的鼓舞
下，张惠积极投身于家乡“妇女抗敌协会”组
织工作，为全民族抗战胜利作出贡献。

“以爸妈之爱来爱大众。” ———王传馥
卢沟桥事变后，面对“再也不能乐观了”

的日军全面侵华形势，爱国青年王传馥离家
奔赴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学兵队学习。临
行前，他留给父母一封信：“我相信那里能够
造就我，报效国家……爸妈不必伤心，我以
爸妈之爱来爱大众，爸妈是喜欢的。我下最
大的决心达到目的，尽力打破一切困难。”学
兵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工
作，于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 王传馥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先
后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监狱、七峰岩秘密监
狱、李村监狱、茅家岭监狱。在狱中，他组建
秘密党支部并担任主要负责人，带领和组织
狱友积极抗争，还变卖随身毛衣购买黄豆来
给狱友补身子。在茅家岭监狱暴动中，为了
掩护同志们撤退，他再次负伤被俘，最后壮
烈牺牲。

“与全中国抗战的朋友们、与全世界拥
护正义的人士们，手携手地向光明、向真理
的大道前进！” ———王孝慈

抗战时期，共产党人举家并肩作战者不
在少数。中共党员王孝慈（原名向宗仁）与其
子向俊安不仅携手共赴战场，还不约而同地

动员家人参加抗战。

王孝慈在致五弟向宗圣的书中说：“我
们要在战争环境中受到锻炼，我们要在敌人
的炮火下壮大起来。 抗战是我们神圣的职
责。我们的健康、智慧及勇敢要在抗战中诞
生，要在争取抗战胜利中发扬光大。”

他勉励五弟：“希你打破庸俗人的见解，

勇敢的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与俊安、与阿
兄、与全中国抗战的朋友们、与全世界拥护
正义的人士们，手携手地向光明、向真理的
大道前进！”

向俊安也在家书中鼓励五叔：“我希望
你在家乡要努力作救亡工作……希望你在
乡村能组织起游击队更好！”

在兄侄的感召下， 向宗圣于 1938年底
奔赴抗战前线、参加八路军。

抗战必胜

“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

———左权
这是抗战时期阵亡的八路军最高将领

左权将军的信念宣召。1937年， 全面抗日战
争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协助
指挥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他亲临前线， 领导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取得百团大战、

黄崖洞保卫战等许多战役、 战斗的胜利，威
震敌后。1942年 5月， 左权在反击日军 “扫
荡”时壮烈殉国，年仅 37岁。

在生前写给母亲的家书中，左权提道：“我
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
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
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在
给叔父的家书中，左权写道：“我牺牲了我
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奋斗。请你相信
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这一战争
必然要持久下去，也只有持久才能取得抗
战的胜利……在持久的战争中必须能够
吃苦。”

“志向所趋，海浪风波在所难阻！”

———高捷成
“誓不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当不为中华

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 这是红军会计制度
创始人、被称为“红色金融家”的高捷成，在
1937年致叔父信中发出的铿锵誓言。高捷成
于 1932年 4月参加红军， 同年 5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3年 5月， 高捷成牺牲于河北
内丘的反“扫荡”战斗，年仅 34岁。

参加红军之前，高捷成在叔父经营的百
川银庄工作期间，曾暗中资助共产党领导的
闽南游击队。在给叔父的信中，他写道：“在
这六年中东西奔波，南北追逐，历尽一切千
辛万苦，雪山草地，万里长征，在所不辞！无
非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志向所趋，海浪
风波在所难阻！”

高捷成的家书，既反映他誓死不当亡国
奴的强烈民族自尊，也代表了共产党人挺身
而出、勇赴国难的崇高革命精神。

“你也必须尽你一份责任。” ———张文彬
1941年，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

组织部长张文彬在戎马倥偬之际，不忘给侄
儿捎去家书。他勉励侄儿：“现在是（抗击）日
本救国家的时候，是在求不做亡国奴的艰难
斗争中，你也必须尽你一份责任……办自卫
团、征兵、做抗（战）的工作”。

1940年春，中共代县一区中心区委书记
金方昌在转移公粮过程中遭敌人俘虏。在一
只胳膊被砍断、 一只眼睛被挖掉的情况下，

他依然坚贞不屈。就义的前一天晚上，他借
着月光， 用铅笔头在纸烟盒上写下绝笔信。

他希望哥哥们能把弟弟、侄子都培养成无产
阶级的革命战士，尤其是把七弟能培养成坚
强的革命伟大人物。

张文彬、金方昌的家书，既是共产党人教
育和感召本家子弟积极投身革命道路的肺腑
之言， 也将抗战精神的代代传递融入字里行
间，彰显了共产党人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中心）

一日，正担任鲁国司寇的孔子
参加完一场祭典后，踱步到宫门外
的高台之上。 孔子注视着远方，连
连叹气。

学生子游在一旁见了，便问：“夫
子，您为何叹气呢？”

孔子回答：“大道实行的时代，

我没有赶上，但心向往之。那时候，

天下为公，也就是天下是人民共有
的。谁有仁德，谁有才能，大家便推
举他为领导人，即选贤与（举）能。

大家都讲求信用，和睦相处，不只
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把自己
的子女当子女。因而老年人能安享
晚年，成年男子能发挥才能，成年
女子能嫁个好人家，儿童能健康成
长，鳏夫、寡妇、孤儿及残疾人都能
得到照顾。大家都竭尽所能共建美
好社会， 而不计个人利益得失。人
与人之间坦诚相见， 没有钩心斗
角，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和谐
的景象。这就是大同的世界啊。”

孔子接着说：“现在就不同了，天下为家，天下
成了某家族的天下。大家都只顾着自己的亲人，都
为自己牟利，权力靠世袭传承。于是，欺诈与纷争
随之出现， 需要靠礼去约束人伦纲纪和社会秩
序。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等圣王，

无不是依靠礼来治国的。这便是小康社会。”

在孔子心目中，礼是维系等级秩序、人伦纲
常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纽带。孔子主张
以礼治国，夏禹等圣王便是榜样。通过礼达到小
康的境界，是孔子追求的理想状态。孔子之所以
参加完祭典后叹气，便是有感于鲁国的君主没有
遵循礼制。

由于孔子所说的小康是从夏禹开始说的，那么
大同无疑是“家天下”之前的时代。根据战国诸子的
描述，唐尧没有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而是
传给了虞舜；虞舜也没有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商
均，而是传给了大禹。直到大禹开创夏朝，才打破原
来的状态，天下为公成了天下为家。

孔子描述的大同世界，核心是贤能政治，即依
靠领导人的品德、才智来引领和谐社会。除了儒家，

其他诸子也提出各自心目中的“理想国”。

《老子》中，作者描绘了“小国寡民”以及“邻国
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图景。

法家和黄老道家则认为，个人的品德与才智是不可
靠的，因而贤能政治不能成为治国的保障。只有永
恒的法或道，才能维系社会的和谐，才能创造“至安
之世”。

法家和黄老道家强调法、 道的客观性与公共
性，与儒家的大同理想构成两种“理想国”的设计路
线。二者看似截然对立，却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相
互渗透、互济互补。

春秋战国时期， 正处于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
所提出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古希腊诞生了一
位杰出的思想家———柏拉图。 孔子所描绘的大同
世界与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有不少相似之处：

柏拉图强调让“哲人王”掌握政权，孔子强调贤能
政治，两人都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身上；孔子和柏
拉图都强调社会分工、各安其位，从而维持社会秩
序……从个人经历来看， 孔子与柏拉图都曾周游
列国，也都屡屡碰壁，最终以办学授业的方式传播
思想。

今天来看， 孔子眼中的大同世界过于理想化
了， 但它追求的社会理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契合的。大同理想在一定
程度上勾勒出了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
期蓝图。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柳友娟 制图

1月 14日 星期二
东方卫视

12:00 午间 30分
12:32 东方看大剧-精英律师
15:05 连续剧:新世界(1、2)
16:47 文娱新天地
17:08 名医话养生
17:32 诗书画
18:00 东方新闻
19:00 新闻联播
19:34 连续剧:新世界(3、4)
21:31 我们在行动第 4季(6)
22:30 今晚 60分
23:32 诗书画

新闻综合频道
10:45 61集连续剧:麻雀(1)
12:00 午间 30分
12:33 媒体大搜索
13:05 连续剧:窗花(49、50)
14:40 36集连续剧: 向幸福出

发(1-3)
17:00 媒体大搜索
17:29 新闻坊
18:30 新闻报道 新闻透视

观众中来 天气预报
19:12 上海市人大专题片
19:42 连续剧:三八线(17、18)
21:30 新闻夜线
22:35 连续剧:破冰行动(5、6)

纪实人文频道
10:15 中国力量(1)
10:45 今晚
11:15 建筑惊世探秘(1)
12:09 天下徽商(7)
13:09 希望的田野:拉林河畔(3)
14:05 野性 24小时:智利阿塔

卡马沙漠
15:00 艺术课堂
16:00 今晚
16:30 鳗鱼的故事(2)
17:00 恶海捕蟹记:陷入绝境
18:00 改造鱼缸大作战: 博物

馆梦幻水族箱

19:00 艺术课堂
20:00 船政学堂(3)
20:51 短纪录片
21:00 长江之恋(3)
21:54 中国力量(2)
22:22 今晚
22:45 超级装
23:00 建筑惊世探秘(2)

东方影视频道
13:18 连续剧:勇敢者(20-26)
18:58 连续剧: 海棠经雨胭脂

透(42-47)
23:58 连续剧 : 中国刑警 803

之英雄本色(33、34)
五星体育

10:05 2019 中超联赛第 23 轮
(广州富力-上海上港)

11:00 弈棋耍大牌
12:05 棋牌新教室
12:45 弈棋耍大牌-上海三打一
14:05 2019 世界一级方程式

锦标赛日本站大奖赛
15:00 2019 环法上海职业绕

圈赛
16:05 2019-2020CBA 联赛第

26轮(上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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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直播:2019-2020中国女

排超级联赛决赛第 3
场(上海-天津)

21:00 延 时 直 播 :2019 -
2020CBA 联赛第 27 轮
(天津-上海)

22:30 体育夜线
22:55 弈棋耍大牌-上海三打一
23:55 IMBA 五星电竞杂志

央视一套
14:02 39集电视剧: 岁岁年年

柿柿红(1-3)
16:47 第一动画乐园
20:06 专题节目
21:00 电视剧:绝境铸剑(17)

22:38 等着我
央视三套

10:08 2019一堂好课
11:30 开门大吉
13:00 2019直通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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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2020 洛桑冬季青年奥

运会花样滑冰冰舞自
由舞、女单自由滑

12:35 2020CBA全明星周末星
锐赛

14:00 健身动起来
14:30 2019-2020 斯诺克大师

赛第 1轮(艾伦-吉尔伯
特)

16:00 直播 :2020 国际泳联冠
军游泳系列赛深圳站
(1)

18:00 体育新闻
18:35 2020CBA全明星周末技

巧、三分、扣篮精选
19:30 直播:2019-2020中国排

球超级联赛决赛 (3)(上
海女排-天津女排)

21:30 体育世界
22:15 直播:2020亚足联 23岁

以下足球锦标赛小组
赛(澳大利亚-巴林)

23:25 2019-2020 短道速滑世
界杯中国队精选
央视六套

10:21 故事片:热干面的味道
12:15 故事片: 江南剿匪记之

使命召唤
14:01 译制片:相遇非洲(法国)
15:56 故事片: 猛虎嗅蔷薇之

盗亦有道
18:07 故事片: 杨门女将之军

令如山
20:15 故事片:照片里的伴娘
22:09 故事片: 多情剑客无情

剑(中国香港)

央视十一套
11:53 影视剧场: 情满四合院

(5-7)
14:31 梨园闯关我挂帅
15:35 黄梅戏:女驸马(精彩唱

段集锦)
16:11 越剧:穆桂英挂帅
18:41 梨园周刊
19:30 青春戏苑:京韵芬芳(2)
20:34 角儿来了:赵葆秀(上)
21:47 影视剧场: 爱情的边疆

(16-18)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迁址公告
解放日报广告门市部由原威

海路 755号 4202室搬迁至威海路
755号 27楼。

电话：(021)63510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