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子情怀：陈云与上海》专题展近日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揭幕。上海，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走上革命道路的出发地，也是
对他一生影响至深至远的一座城市。从这位老一辈革命家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责任、精神追求和工作方式的深刻诠释，这
也是“四史”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追寻陈云在上海的历史足迹，我们从中能学习和传承什么？

说“不”为何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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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知识赤子情怀的传承
■ 本报记者 彭薇

商务印书馆里当学徒

陈云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曾饱含深情地
说：“如果我没有到上海，没有当工人，没有到
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机会接触共产党。”他在上
海商务印书馆的人生经历，对他今后确立人生
信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05年 6月 13日， 陈云出生于上海青浦
练塘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4岁时， 由于家境
贫寒无钱读书，陈云的老师张行恭托弟弟张子
宏推荐陈云进入商务印书馆，分配在发行所做
文具柜台练习生。 他的个头和柜台差不多高，

只能踩着小板凳卖货，每天从早晨 8点干到晚
上 8点。这段时间，他还挤时间如饥似渴地学
习各种文化知识。当年与他同宿舍居住的陈竹
平回忆说：“陈云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就起身读
书、写字、学英文；晚上下班后，回到宿舍也是
读书写字到深夜，成年累月从未间断过。”就这
样，坚持了 3年，陈云掌握了英文、图书分类、

书刊出版和印刷等专业知识。

“勤奋好学成为伴随他一生的精神。”陈云
纪念馆馆长吴瑞虎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当学
徒，是陈云人生的转折点。1925年，五卅运动发
生后，商务印书馆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
人运动的重要阵地， 陈云投身于革命洪流之
中。 他和沈雁冰等为了要求馆方承认工会、改
善职工待遇，一起领导了全馆职工罢工，并取
得胜利。

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陈云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他说：“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
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

而是专干革命。”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陈云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而后，他主动报
名到外地发动农民，组织秋收暴动。他说：“我此
去一不做官，二不要钱，三不妥协，只为了要跟
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求工人的解放。”在吴瑞
虎看来，陈云这番话吐露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也显示了一位革命者的理想信念。

制胜“两白一黑”

陈云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成长，为新
中国的建设立下了功劳。1949年 3月， 新中国
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
员会（后改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管

理财经工作，陈云为主任。周恩来曾说：“在财
经工作这一点上，我们是依靠陈云同志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期，全国财政经济
工作处在困难境地。从 1949年 4月到 1950年
2月，全国物价先后发生 4次大的波动。每次物
价上涨风，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

带头波动的是粮食和棉纱、棉布。这些统称为
“两白一黑”，白的是大米和棉花，黑的是煤炭，

这是“衣、食、住、行”中首要的三项。没有棉花，

纺不出纱，织不出布，老百姓就没有衣穿；没有
大米，没有煤炭，老百姓就没饭吃。

陈云从调查中了解到，物价上涨的主要原
因，是人民政府在解放战争不断扩大胜利中财
政严重困难，赤字庞大，钞票发行过多，加上投
机资本家乘机兴风作浪而导致的。 他认为，物
价稳，天下定。稳定市场物价成为当时解决财
经困难和安定人民生活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稳定物价，大城市是关键，上海更是重中
之重。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全国的经济
中心，上海的地位举足轻重。陈云于 1949年 7

月下旬亲自去上海调查研究，明确提出并具体
帮助上海解决“两白一黑”的问题。陈云亲自部
署从四川、苏浙等地调粮，从华北、中南调棉调
煤，并具体指挥运输调度。短短几天时间里，就
止住了物价上涨势头，并给囤积物品、哄抬物
价的投机资本以歼灭性的打击。

新中国成立半年时间，就实现了财政收支

基本平衡， 将延续多年的物价上涨稳定下来，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一胜
利，说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做事情“讲真理，不讲面子”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也
是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抓手。 多年来，陈
云是全党公认的善于调查研究的楷模。毛泽东曾
称赞陈云的工作方法就是调查研究，他不清楚就
不讲话，并且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讲话中对陈云
有过评价：“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但他看问题很尖
锐，能抓住要点。”

新中国成立后，1955 年 1 月到 1961 年 7 月
期间， 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 曾 4

次来到家乡青浦，深入基层，深入农村，体察实
情，了解民生。对于调查研究，陈云曾说，蹲点要
蹲得住，一竿子插到底。

1961年 6月下旬至 7月上旬，作为主管财经
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
人民公社进行农村调查，扎扎实实搞调研，而且
一蹲就是 15天。他谢绝了县里做的生活安排，深
入基层干部群众中，看他们吃公共食堂、养猪、种
地等。从小蒸镇到各个自然村，来回要步行六七
里路，有时还要跨越水沟，他多次到农民家中观
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正如

他所言：“掌握实际情况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向
自己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人去了解。”

做调查研究，陈云的行事原则是“讲真理，不
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在
青浦蹲点调查后， 陈云调研形成了多篇报告，为
中央决策服务。 毛泽东看过陈云的调研报告后，

给予充分肯定，说道：做调查研究，就应该向陈云
同志学习，用数据说话，让人心服口服。

陈云曾说， 领导干部听话既听肯定意见，也
听尖锐批评意见，同时做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
任。他在青浦小蒸公社调查时，听了不少老百姓
的意见：比如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
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干部没有把集体生产组
织好，群众的积极性差等。陈云说，国家遇到了困
难，让群众受苦了，他作为中央领导，有责任，应
该检讨和道歉，着实让基层干部群众感动。

他说上海今后发展会很快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 陈云晚年时
关心家乡上海的发展，十分关注浦东开发开放建
设。

1992年 4月 26日， 陈云在上海听取上海市
委领导关于上海工作情况的汇报。当听到上海开
发开放浦东，打的是“中华牌”，欢迎全国各地来
上海投资时，陈云说：应该这样，上海有很好的基
础，尤其有人才优势；上海今后的发展一定会很
快；上海大有希望。陈云表示，非常赞成开发浦
东、开放浦东。

20世纪 90年代初，陈云派秘书赴浦东考察。

当时浦东刚刚开始建设，到处都是工地。时任浦
东开发区主任的赵启正向其秘书详谈了开发浦
东远、中、近三期目标，还实地参观了正在建设的
发电厂、码头、仓储基地（物流）。秘书回来后，向
陈云汇报了了解到的情况。陈云特别关注浦东开
发后，乡镇企业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用地如何保
障，以及农业地力如何保护、有机肥使用等情况。

他的秘书又专门到浦东和上海市的郊县 （区）农
村做调研。在特区建设问题上，陈云思路十分清
晰：一是特区要办；二是要循序渐进，不断总结经
验。

如今，新中国的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便设
立在上海浦东。没有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
家的积极倡导和全力支持，就没有浦东开发开放
今日的局面，后辈们将沿袭老一辈革命家实事求
是、敢为人先的精神，继续前进。

你们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人，面对别人的请
求时很少说“不”，他们照顾每个人的感受，而
自己的内心并非真的快乐。 他们只是不会说
“不”。

说“不”的能力对于自身的心理健康和自
信心至关重要。然而，由于不愿意让别人失望，

很多人都在努力避免说出这个简短又显突兀
的词。说“不”为什么这么难？心理学家正在探
索其中的原因。

难以说“不”，与人类的本能———追求“归
属感”有关。对于人类祖先来说，附和他人和从
众心理是一种生存策略。苏塞克斯大学心理学
家朱莉·柯塔斯主要从事从众心理的研究。她
说，“新到一个陌生地方，你不知道该吃什么或
做什么，你就会环顾四周，观察周围的人如何
做。人们会模仿他人，在行为上说‘是’，以获得
在一个团体中的归属感。”

越难说“不”，是否意味着归属感需求越强
烈？ 杜克大学心理学家马克·利里和他的同事
开发了一种“归属感需要量表”，用来衡量一个
人的归属感需要值。他认为，那些有强烈归属感
需要的人可能更难拒绝他人。他们担心说“不”

会让别人对自己产生负面评价， 自己拒绝对方
可能会导致别人失望、沮丧或给别人带来不便。

年龄因素也会影响我们说“不”的能力。柯
塔斯认为，“随着年龄和资历渐长，在你所在的
群体中拥有一个相对核心的位置时，你可能会
更有信心地说‘不’。”

说“不”会伤害别人，这种假设真的存在
吗？ 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学教授丹尼尔·埃姆斯
表示，许多人夸大了拒绝他人请求或提议时对
方的负面反应。他研究发现，一些在谈判中十
分自信的人会被对方错误地认为过于武断，但
是，低自信导致的结果往往更糟，甚至对健康
也是不利的。心理学家兼作家盖伊·温奇说，如
果我们不想答应，会说“也许……”，因为立即
说“不”会让我们感到压力，但如果爽快答应又
违背了我们的本意。“如果你倾向于说不，那就
说出来，否则你会让别人抱有希望，情况可能
会变得更加棘手。”他说。

比起说“不”，其实你更需要明确自己负责
事情的轻重缓急。埃姆斯认为，选择该做什么，

选择什么时候该拒绝某个请求，都源自自己对
事情轻重缓急和短期任务目标的清晰认识。如
果你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你需要做些
什么来取得进展，那么其他人就更容易把你的
时间花在你不想做的事情上。

因此，有了明确的目标，在需要说“不”时，

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拒绝理由。所以说，你可以
坦然说“不”，这并不会给对方带来太大伤害，

更是你自信的体现。

（来源：世界科学）

观众在参观《赤子情怀：陈云与上海》专题展。 王子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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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队度过了最黑暗的一夜

在采访中， 中国医疗队和国家卫计
委的官员几次提到在前方曾经有位 “重
要人物”差点回不了国，而且当时的情形
十分严重，302 医院的一些女队员甚至
已经忍不住恸哭起来———她们得知此人
已经“救不活”了。这人的情况我一直想
了解，开始许多人回避，不过最后还是如
愿获得了第一手采访材料。

他叫刘文森，身份是军事医学科学院
的研究员，著名兽医学家。

“十一”国庆节那天起，中国医疗队
的留观中心开始成批地接收患者， 担任
技术总负责的刘文森，工作量倏然增加，

不分日夜地忙个不停。“大家注意休息，

休息是保障抵抗力的根本条件。”刘文森
嘴上天天朝别人这么嚷嚷和要求， 自己
则歇不下来。

一天傍晚， 检测队后勤组组长田成
刚见刘文森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向宿舍，

便赶上去进了刘文森的房间， 关切地问
他哪儿不舒服。

“还可以，应该没事。”刘文森强打精
神回了一声，又说，“睡一觉估计能恢复。”

田成刚瞅了瞅刘文森的脸色， 还是
不太放心，道：“我给你找个氧气瓶来，吸
点氧恢复得快些。”说完，田成刚就下楼
去找氧气瓶。

“不好啦！ 老刘昏过去了！ 快来人
呀———”田成刚没走多远，就听楼上有人
声嘶力竭地大喊起来。

这一声叫喊， 让整个医院的人都紧
张起来，尤其是中国医疗队队员们。

“老刘怎么啦？

“老刘昏死过去啦？”

“他是不是感染上了……”

群情一时有些失控。 因为刘文森是

队中的技术中坚，假如他出了问题，会给中
国医疗队带来什么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刘文森真的昏死了过去， 而且全身剧
烈抽搐，呼吸困难，情况极度危急。设想一
下：一个著名医学家、一个无人能及的长跑
冠军、山东汉子突然倒下，且大小便失禁，

这般突发情景还不把人吓死？

“快把药箱拿来！24 个药箱全部拿
来！”田成刚心想这回坏事了，一边往回跑，

一边大声向保管员喊道。 这时随队医生柏
长青、聂为民已及时赶到，李进、高福和钱
军等重要人物全都到了。几十分钟后，赵彦
博大使也满头大汗地赶到了……

刘文森出事，实在关系太大了！中国医
疗队所有人都扛不住！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
馆也扛不住！赵彦博大使立即通知机要人员
用机要电话迅速向国内报告，并请示援助。

“氧气！把氧气找来！”柏长青冲着田成
刚直嚷嚷。

“总算找到了！” 酒店总经理带着几个
店员气喘吁吁地抬着氧气瓶到了刘文森房
间门口。

柏长青医生事后说：“这氧气太关键
了。 当时老刘已经昏迷抽搐 40来分钟了，

如果再耽搁一段时间还没有吸氧， 就失去
了最佳的抢救时间……”

吸氧后的刘文森仍然没有缓解， 只是
维持着生命迹象而已。

“看来老刘不行了！”这一夜，中国医疗
队度过了出国后最黑暗、恐怖的一夜，所有
队员都沉浸在巨大的担忧与焦虑之中，几
位女队员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 情不自禁
地痛哭起来。

“怎么啦？老刘还没断气，你们就哭哭啼
啼个没完。我问你们，到底你们是希望他倒
下了永远站不起来，还是想让他站起来？啊？

你们回答我！” 极少在女队员面前发脾气的
队长李进，这一天嗓门像加了油一样冲。

刘文森的病情稍稍稳定之后，中国医疗
队的几位领导反而变得更为紧张：一则相当
多的人怀疑刘文森可能被“埃博拉”病毒感
染；二则在对他抢救的过程中，所有的队员们
都没有穿戴防护装备，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

“刘柳、高福、钱军、李进，你们都听着：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刘文森同志给我救活过
来！否则我拿你们是问！听明白了没有？”这
是国内军委总部领导打来的电话。

“是！首长。”

“当务之急， 是要弄清楚刘文森是不是
感染上了‘埃博拉’，这是关键！你们那儿没有
什么设备，不要紧，我们将调集全国最优秀的
专家给你们进行远程会诊……”国务院领导

已经第三次跟中国检测队总领队刘柳通话。

是啊，刘文森得的什么病是关键，首先
要确诊是不是“埃博拉”，然后才好布置抢
救治疗方案。

塞拉利昂与北京的时差约 8个小时。开
始对刘文森昏迷抢救的时间大约在晚上 10

点钟，而这时北京时间是早上 6点钟。从北
京早上 6点到 10点左右的几个小时里，北
京方面至少有十来个机构和部门在紧张地
协调，共同为前方出力……一批顶级专家被
抽调在一起，为刘文森远程诊断，还有的则
在调配西非周边国家的中国医务力量，更有
的在通过国际组织请求技术支援，当然还有
人在做最坏的准备。总之，一切想得到的事
都想到了，一切最坏的打算也备齐了。

“怎么样， 现在老刘的情况好转些了没
有？”应该是北京时间中午前后，国家卫计委
领导的电话又一次打到前方的中国医疗队。

“经过一夜抢救，刘文森同志现在终于稳
定下来，不再抽搐了……”弗里敦方面报告道。

“好， 你们要继续全力观察和治疗，要
千方百计确保他的生命安全。”

放下电话后的钱军等人， 一个个像穿
着防护服值班回来， 浑身上下湿淋淋
的———这回是紧张出的汗。

“老柏，小聂，你们俩说说，到底他是怎
么搞的？啥毛病？”李进追问随队医生柏长
青和聂为民。

“我们也一下吃不准……到底是脑出
血，还是脑梗，除非有影像仪器拍个片，才
可以做出诊断。”显然柏长青他们也为难。

李进的火气无处可泄：“等于没说嘛！”

“李队长，结果出来了！”钱军大步流
星地走到李进跟前，说，“已经排除‘埃博
拉’病毒感染了，化验呈阴性……”

“老天爷！” 李进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在场的所有中国医疗队队员都重重地松
了一口气。

（二十一） 连 载

死亡征战：

何建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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