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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回眸

春秋时期有五位霸主， 被称为
“春秋五霸”，也就是“五伯”。伯仲叔
季，伯是长的意思。打个形象的比喻，

周王是比较随和的“班主任”，五伯就
是不同阶段的“班长”。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有本名
叫《周驯》（又称《周训》）的书，记载了
战国后期东周昭文公对共太子的教
诲。 昭文公的训诫包含上起尧舜、下
至战国中期的众多史事。

《周驯》里面有句话：“子以六王、

五伯之念。”其中的“六王”是尧、舜、

禹、汤、文、武六王；“五伯”至少包括
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越王勾践，

可能还有吴王阖卢。

传统上认为，齐桓公、晋文公、楚
庄王必属“春秋五伯”，但《周驯》的记
载动摇了这一说法。目前看来，无论
哪一种，齐桓公、晋文公都排在前面，

这两人是名副其实的霸主，其霸业也
最为典型。

成为一个霸主，首先要“尊王”，

即重振周王室的声威，表面上让周王
恢复共主的地位。

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曾平定王室内乱、受到王室册
命。春秋时期，周王室经常内乱，一些地位比较高的公
子、王子因争夺王位屡次引发动乱，最后只能由霸主
出面干预，帮王室平定内乱、扶立一个新王。

成为一个霸主，其次要“攘夷”，即领导中原华夏
诸国抵御戎狄的侵袭。

齐桓公就曾经抗御赤狄。有段时期，太行山地区
的赤狄很容易通过太行山的几个隘口进入平原地区，

首当其冲的就是邢国， 还有卫国。 齐桓公抵御赤狄，

“存邢救卫”，伐山戎救燕，实为大功绩。

晋文公则挫败了楚国。南方的楚国在春秋早期逐
步壮大，齐桓公时楚人已经开始北上。到晋文公的时
候，楚国当政者是英明君主楚成王，他正式开始北上
争霸。晋文公的一个重要功业就是，在城濮之战中击
败了楚国。

成为一个霸主，接下来要“盟会”。

如果在争霸战争中获胜，就要举行一个盟会。在这
个盟会上，按照实力强弱和地位高低排定顺序，继而歃
血为盟。这个盟誓就像现在签订的“国际公约”一样。凡
是参与盟会、签订公约的，就不能轻易破坏这个约定。

如果谁破坏了盟约， 霸主就有义务率领大家去讨
伐。史书记载，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就是九次会盟诸
侯；葵丘之盟上，正式确立了齐桓公的春秋首霸地位。

葵丘之盟也是自平王东迁后规模最大的一次诸
侯集合。 会盟前后进行了两次： 第一次是公元前 651

年夏，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周襄王派宰孔参加，并
赐予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和大路”等物。第二次发
生在同年九月，订立了盟约。

践土之盟，是继葵丘会盟之后最为重要的一次会
盟，正式确立了晋国作为诸侯霸主的地位。城濮之战
后，晋文公在践土（衡雍附近）修筑王宫，欲盟会周天
子和诸侯。公元前 632年 5月，晋文公与郑伯盟于衡
雍，同时向周襄王献上楚国的战俘。

周天子派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参与会议，并
策命晋文公为“侯伯”，赏赐“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
弓一、彤矢百”等。

清华大学藏楚简《系年》第七章中也记载了城濮
之战和践土之盟的内容，即“文公率秦、齐、宋及群戎
之师以败楚师于城濮，遂朝周襄王于衡雍，献楚俘馘，

盟诸侯于践土”。

从《系年》的描述来看，周襄王是亲自到衡雍与晋
文公会盟的。想来，《左传》可能为尊者讳，而只写了周
天子派代表参加会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苏维埃中国的先声”

1929年 10月 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
致信中共中央，建议中共集中各大苏区代
表、红军代表和各革命团体代表，跟中央
领导一起共商大计，讨论加强党对苏区工
作的领导，努力将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
市的全国苏维埃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以“世界上最完满的民主制度”，以“历史
上任何的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苏维埃民
主，充分发扬民众创造力，进而彻底粉碎
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夺取革命在全
国的胜利。

1930年 1月 20日， 中共中央决定当
年在上海 “开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
会，以联系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以统
一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行动”。 这一大会将
以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党为主要的发起
者，集全国工农兵士代表于一堂，共同讨
论目前革命中的各项重要问题，从而组成
更强固的工农革命联盟，有计划地以无产
阶级思想和行动去领导全国的阶级斗争
走向胜利的道路。

中华全国总工会热烈响应中共中央
的提议，于 3月 18日复信强调“这一苏维
埃代表大会之成功，就是中国苏维埃革命
成功之信号，中国革命会更快的发展和深
入，直到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
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

于是，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就正
式转入筹备工作，并在爱文义路（今北京
西路）690 号—696 号设立筹备处。“筹备
工作，都是全总林育南负责。筹备工作地
址在爱文义路卡德路转角。至于真正开会
的会场在卡尔登戏院后面一排楼房里，在
白克路上（现凤阳路）。”

如今，这两处地标性建筑早已在城市
更新的浪潮中不复存在，但它们对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早期探索而言留下了永不
磨灭的印记。

关于会期，也有诸多说法，其中之一
为分两个阶段进行：5月 5日至 10日举行
预备会，出席代表 57人；正式会议于 5月
20日开幕、23日闭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共
中央、全国总工会两个发起单位的代表。

还有就是， 这一个大会开得庄严隆
重。时人回忆，当时“悠扬的、雄壮的《国际
歌》，在四壁的红色的包围中，当着马克思
与列宁的像前，由我们唱过了……恰似歌
声是一朵五彩的美丽的云，用了‘共产主
义’的大红色的帆篷，装载着我们到了自
由、平等的无贫富、无阶级的乐国”。

作家胡也频等人代表“左联”参加了全
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对此，丁玲在《一个
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 中有生动记
述：“也频只告诉我晚上不回来， 我没有问
他。过了两天，他才回来，他交给我一份瞿秋
白同志的信。我猜出了他们的行动，知道他
们会见了，他才告诉我果然开了一个会……

会场挂满镰刀斧头红旗，严肃极了。会后是
外埠的先走。至于会议内容，也频一句也没
有告诉我，所以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是一种什
么性质的会。”

这次会议开得顺利成功，通过了《苏维
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和《目前革命形势与
苏维埃区域的任务》《苏维埃的组织法》《劳
动保护法》《暂行土地法令》 等具有开创意
义的重要决议。一个“真正实现劳动群众自
己的政权， 使政治的权力握在最大多数工
农群众自己手里”的原则，第一次被正式提
了出来。

1930年6月 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

号召全党 “扩大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的宣传运动”。通告开宗明义地说：第一次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已经闭幕， 这一
大会是完全成功的。它集中表现为“一切的
讨论和决议，都是中国革命当前急待解决的
主要问题， 不仅回答了全国苏维埃区域现
实的各种任务， 并且指出了中国目前两个
政权的对立形势下， 全国革命走向苏维埃
中国的正确道路”。所以，这是“苏维埃中国
的先声”。

两个多月“字斟句酌”

1930年 8月中下旬，周恩来、瞿秋白相
继从苏联回到上海，带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
处七月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停止执行城市暴
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1930 年 9 月中旬，

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在上海召
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正式成立中央准备委
员会（简称“苏准会”），并选举产生常务委
员会。

这次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
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令、经济政策
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

这次会议还决定，原定于 1930年 11月
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推迟至 1930年 12月 11日召开，开
会地点亦随之南移，改在江西苏区。

据当事人胡毓秀回忆，“苏准会”的上海
机关设在愚园路庆云里 31号一幢 “三层楼
的石库门房子”，毗邻静安寺百乐商场。

胡毓秀说：“住在这个机关里的有林育
南一家和我们夫妻俩。 林育南当时担任中
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秘书长，兼‘苏准
会’的秘书长，是我们这个机关的领导人。

他化名为李敬塘， 对外以南洋回国的湖北
皮货商身份作掩护。我的任务是掩护机关，

对外身份是林育南的表妹。‘苏准会’ 机关
还有一位机要秘书叫彭砚耕，但他不住在这
个机关里。”

据胡毓秀回忆，当时来庆云里最多的是
周恩来。周恩来每次来“苏准会”，总是依既
定暗号，轻敲大门三下。有一次，邓颖超随周
恩来一起来， 虽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称
呼胡毓秀为“小妹子”。至于周恩来，他一到
这里就“认真地审阅文件，和林育南同志一
起认真讨论，反复推敲”。

周恩来一丝不苟，尤为关注“一苏大”的
文件起草。从内容到形式，从总则到各个条
款，都会提出明确的具体意见，并与林育南
等人一起字斟句酌、反复修改。

经常到“苏准会”秘密机关来的中央领
导人，还有瞿秋白等人。瞿秋白外表像一个
潇洒飘逸的文人，讲话颇为幽默。任弼时也
来过两三次。有次，他不知同林育南谈了些
什么，结果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团中央的李
求实也经常来，何孟雄、柔石、殷夫、胡也频
等也来过。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 到 1930年
的秋冬之交，后来在“一苏大”上通过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

等法律文件基本成形。

这些历史性文件几经周折送往江西瑞
金， 经毛泽东带着梁柏台等人再作修改，最

终提交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通过。

今天，庆云里已被拆掉，但依稀可以感
触到周恩来等人为起草“一苏大”文件一丝
不苟、字斟句酌的身影。愚园路庆云里，是一
个值得后人记住的红色地标。

“记起他们、再说他们”

“一苏大”筹备期间，一些党的机密被叛
徒出卖，致使我们党付出了惨痛代价。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林育南、何孟
雄、 李求实等人三天两头在东方旅社开会。

1931年 1月 17日，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往常林育南总是每天回机关来，即使有事不
能回来，也会关照妻子李林贞一声。但那天，

他一直没有回来，事先也未关照过。

当天晚上， 林育南迟迟不回庆云里，引
起李林贞的深深不安。 翌日凌晨 1时许，她
上楼叫起胡毓秀，问道：“那么晚了，你大哥
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事？”胡毓秀顿感不祥，

一夜无眠。天亮了后，李求实来了。

李林贞告诉李求实， 林育南一夜未归，

彭砚耕同样失联，很反常。李求实问他们去
那儿了，李林贞说东方旅社。于是，李求实过
去一探究竟。不料，他也被捕了。

眼看林育南、彭砚耕、李求实相继失联，

胡毓秀与李林贞便跑上三楼， 把后窗玻璃
上贴的纸条和窗台上的花盆拿掉。 那个窗
口正对着后门小弄堂， 外面的人老远看过
来就能收到信号。随后，两人分头出去报信。

接下来，李林贞、胡毓秀等人也撤离庆云里，

搬到一个同乡家里住下，随后住进了一家劳
工医院。

1931年 1月 19日， 林育南、 彭砚耕等
“苏准会”中坚，胡也频、欧阳立安等“一苏
大”代表，被押赴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
刑庭过堂，再移交上海市公安局转送龙华。

1931年 2月 7日，原本中华苏维埃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日，他们慷慨就义在
“一条结冰的河边”。

陶承在《我的一家》中写道：这里离屋舍
已经很远了。匪徒们叫他们站下。他们知道
作最后一场搏斗的时刻到了，于是，一个个
向身边的敌人扑去。悲壮的《国际歌》，夹杂
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淹没在零乱的枪声
里。敌人连发了八十七枪，每个死者，身中数
弹。为了掩盖罪行，敌人把烈士们的尸体，埋
在荒场上预先挖好的深坑里。 由于慌张，连
铁链都来不及卸下来……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林
育南等人为了光明而死， 为了理想而死，为
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而死，重于泰山。

1931年 11月 7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历经磨难，终于在江西瑞金召
开。中国共产党人书写出探索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生动序章，这一序章的“引言”正是烈
士们用鲜血在上海写下的。

1933年 2月上旬，鲁迅在《为了忘却的
记念》 一文中凝重写道：“夜正长， 路也正
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但我知道，即
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
的时候的。”今天，我们“记起他们、再说他
们”的时候，似乎应该再加上两个字———为
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主任、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
秘书长）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曾经
长期是中共中央重要机构的所在地。90年
前，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
海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上海筹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之
路可以说在黄浦江畔出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在中
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
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这一伟大
创造的根在哪里、源在何处？让我们一步
步走近 90年前的上海，回眸峥嵘岁月，钩
沉红色往事。

1931年 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书写出探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动序章。这一序章的“引言”正是烈士们用鲜血在上海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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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影视剧场: 西游记续(7、

8)
18:56 主持人全天伴视-典藏
19:30 豫剧电影:朝阳沟
21:35 影视剧场:红高粱(6-8)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公 告
根据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杨府房征【2020】3号《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房

屋征收决定》征收范围，下列人员所在的房屋被列入杨浦区定海路街道 129、130
街坊征收范围内。

为保证被征收人的合法利益和征收工作按期完成，希望以下房屋权利人(也
可委托代理人) 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15日内与上海市杨浦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
务所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协商房屋征收补偿事宜，征收基地办公室设在杨树浦路
2691号。倘若未与征收人达成协议，我们将根据有关规定，报请上海市杨浦区人
民政府依法作出补偿决定。

一、杨树浦路 2675号 沈韻芙(户)
二、杨树浦路 2723弄 26号 迮淑芳(户)
三、杨树浦路 2667号 沈木英(户)
特此公告。

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杨浦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女士 电话：65671921
联系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1：00 下午 2:00-5:00
联系地址：杨树浦路 2691号（129、130街坊征收基地办公室）

2020年 9月 22日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全面开启“存款保险宣传月”活动
为更加深入普及存款保险知识，2020年 9月， 泰隆银行

上海分行全面启动“存款保险宣传月”活动。
活动期间，泰隆银行上海分行在营业网点设立公众教育

区，设置金融知识咨询台，摆放内容丰富的宣传海报及折页，
厅堂电视机播放存款保险知识宣传教育短片。各支行纷纷走
进周边社区，开讲座、办集市、摆地摊，为客户进行讲解和宣
传，耐心地向前来咨询的群众介绍存款保险的概念、意义与
作用、保障范围、偿付限额等基本知识，并针对客户提出的疑
问一一进行解答。个别网点借助“小小银行家”活动契机，在
给小朋友们上“财商启蒙课”的同时，也给在场的家长们上了
一堂“存款保险课”，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存款保险的概念，以
及其保障的额度、范围等知识，有效提升了公众存款保险的
金融知识。

本次存款保险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公众对存款
保险制度的认知水平，也进一步扩大了存款保险宣传的覆盖
面和影响力。泰隆银行上海分行有关人员表示，在今后的工
作中， 将持续做好存款保险等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维护广大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助力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
风险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