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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菁、赖星、胡锦武、高皓亮

1933 年 8 月 10 日，刚过立秋。赣南
瑞金一处偏远的乡村，有位戴着眼镜的
儒雅男青年，用火一般的热情为心中的
“她”作了一首诗，刊登在当天的《红色中
华》报上。

“她好似明亮的灯塔，指引出向苏维
埃中国航行的大道。谁都听到知晓……”
沙可夫赞颂道。

那天，是她——《红色中华》百期纪
念，30 岁的沙可夫时任红中社编委会
主任。

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沙可夫和许
多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来到江西
瑞金，在一栋土墙瓦屋中，以笔为武器，
记录着时代的石破天惊。

《红色中华》，那名字中的一团火红，
代表着这一群年轻人对新中国的热切向
往，那一篇篇文章，都是他们为新中国勇
猛战斗的足印。

致敬，8 8 年前炮火硝烟中的新
华人！

发行量超过《大公报》

1931 年，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第 3
个年头，纪实故事和爱情杂志成为治愈
人们精神伤痛的心灵鸡汤，美国大众杂
志《读者文摘》备受读者追捧。

中国国内局势也更加波诡云谲，长
江暴发特大洪水，国民党向红军接连发
起“围剿”，日本阴谋制造发动了“九一八
事变”。

此时的世界，或许还并没有感到赣
南山村的一角将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的
变迁。

11 月 7 日夜，一场提灯晚会正在瑞
金叶坪村举行，演戏、放烟火，很是热闹。

在一间土墙瓦房里，21 岁的发报员
刘寅用电台播发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
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这条电讯，
是当天刚刚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发出
的第一条红色电波。

犹如黑暗中的闪电，从此，中国共产
党的声音，以及她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通过红中社的电波，越过万水千山，传向

全世界。
一个月后的 12 月 11 日，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
华》创刊。1932 年 2 月 4 日起，《红色中
华》改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
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办的中央
机关报。

有很长一段时间，红中社和《红色
中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 1932 年
底，《红色中华》编辑部专职人员也就
两人。

编辑李一氓住在瑞金城，与编辑部
所在地相距十里。每周六下午，他从瑞
金城骑马到叶坪村，利用中央政府大厅
做编写工作，晚上则随便找个地方过
夜。第二天吃完午饭，发了稿，他又骑马
回城。

29 岁的李一氓是一名不折不扣
的战士，24 岁参加南昌起义，任南昌
起义参谋团秘书长，还曾在上海从事
党的保卫工作。1932 年 10 月到 1933
年 1 月，他主编了约三个半月的《红色
中华》。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红色中华》
在中央苏区出版了 240 期，发行量从最
初的三千份增至四万多份，超过当时著
名的《大公报》。

瞿秋白是苏区时期最后一任红中社
负责人。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
领导工作人员继续出版了 24 期《红色中
华》，直至 1935 年 1 月，掩护了红军主力
转移，激励了苏区军民继续战斗。

苏区的读者亲切赞誉《红色中华》是
“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全苏
人民的喉舌”。

“时至今日，《红色中华》依然是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红色宝藏，成为研究中
央苏区历史的权威资料。”中国井冈山干
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梅黎明赞叹道。

作为党史专家，梅黎明去过全国各
地许多革命历史博物馆。他留意到，这些
博物馆在介绍相关史料时常常引用同一
张报纸——《红色中华》。

从 2013 年开始，历时五年，中国井
冈山干部学院组织全体老师将中央档案
馆珍藏的《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影印本
整理成电子文本，总字数约 1520 万字，

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更多人了解
和研究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以及红色新
闻史提供了资料来源。

1935 年 11 月 25 日，长征到达陕北
的红中社恢复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
华》复刊，当时并不知道瞿秋白在苏区继
续出版《红色中华》，因而接续长征前的
期码，为第 241 期。

1937 年 1 月，迁入延安的红中社根
据中共中央决定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
新华社。1 月 29 日，共办了 324 期的《红
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在延安继续
出版。

“高频词”里的苏区面貌

烟云不曾过眼去，作为新生的人民
政权的“耳目”“喉舌”，《红色中华》见证
了共产党人执政预演的初心与使命，记
录了苏区军民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

记者运用新华智云“媒体大脑”对
《红色中华》进行的高频词大数据分析发
现，“群众”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了
10886 次，仅次于关注次数最多的“红
军”，后者出现了 13316 次。

千百年来，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
从未发生如此新奇的变化。农民获得土
地，工人实行 8 小时工作制，妇女翻身解
放，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全体苏区人民享
受民主权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业已宣告成立……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
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红色中
华》在创刊号上刊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就揭
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红色政权
属于人民。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刘付春分
析说，积极动员根据地军民投身苏维埃
各项建设是《红色中华》宣传报道的第一
要务，它以命令、条例、指示等形式刊发
各类公文达 473 则，内容涉及苏维埃建
设的方方面面。

“所有农夫农妇儿童等都带着满脸
的微笑争先恐后地跑上前来欢迎我
们……”1933 年 3 月 30 日，第 65 期《红
色中华》用一个整版报道了苏维埃干部、

红军战士组织春耕突击队帮助群众开展
春耕的情况。

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也
是《红色中华》关注的主要内容。“发展”
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 2779 次，“经
济建设”出现 6 7 7 次、“春耕”出现
948 次。

激烈的反“围剿”战事，一直是《红色
中华》关注的重点，“敌人”“革命战争”
“围剿”分别出现 3843 次、1586 次、1263
次，排在高频词前 100 位。《红色中华》通
过报道红军胜利的消息，激发全国人民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决心和信心。
“胜利”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
4039 次。

1931 年 12 月 14 日，在赵博生、董
振堂等率领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官
兵 1 . 7 万余人成功举行“宁都起义”，加
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创刊 3 天的《红色中华》登载通讯
《宁都的大兵暴》，报道了起义的经过。

“红军第五军团，自成立后，到处受
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起义成功后，
瑞金举行了欢迎大会，起义将领由毛泽
东等陪同，参观了红中社。《红色中华》以

《五军团派代表参观各机关》为题刊登了
消息。

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意识到，唯有
斗争，才能胜利。在《红色中华》，“斗争”
一词出现 3895 次，其中“思想斗争”“群
众斗争”“武装斗争”分别出现 100 次、
139 次、46 次。

“《红色中华》创办于艰难的战争岁
月，她通过刊发社论、宣言等号召群众武
装起来，开展革命的民族战争，求得国家
的独立和解放。”刘付春介绍说。

1936 年 1 月 3 日，已在瓦窑堡复刊
的《红色中华》专门刊发新年献词，庆祝
“革命新年”。

“一九三六年已经开始，一幅幅斗争
的图画展开在我们眼前。在冰天雪地的
东北四省我们数万英勇的人民革命军正
在和血腥的日本强盗，进行艰苦的战
争……我们希望一九三六年的革命大风
暴与大火焰将把日本帝国主义卷到汪洋
大海中去。”

刘付春介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
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全国人民

抗日浪潮高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成为那一时期《红色中华》的重要
内容。

观察全球，报道世界

中央苏区地处偏僻，但那里绝不是
个封闭的小山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领导人时刻放眼打量着这多彩又多变的
世界，《红色中华》亦观察全球，报道
世界。

在北西伯利亚，有一座位于北极圈
内的名叫伊加卡的小城，那里生活着三
十多个民族，夏季河流开冻之时，小轮船
行驶十四五天就能到达，冬季则是漫漫
长夜，温度能下降到零下六十摄氏度。

1933 年 1 月，《红色中华》一则《苏
联新建北极圈内一小城三月尽昼三月尽
夜之奇境》的消息，向读者介绍了伊加卡
的情况。

那时，北极对苏区群众来说，已不算
太过陌生，“北极”一词在《红色中华》上
共出现 15 次。只不过，当读者还在畅想
这片遥远之地时，宁静总是被战火打破。

《红色中华》较多转载塔斯社、路透
社等国外通讯社稿件，内容多关乎莫斯
科、伦敦、华盛顿这三大信息中心。根据
数据分析，“苏联”出现次数高达 3432
次，“美国”出现 692 次、“德国”出现 648
次、“英国”出现 506 次，“非洲”“美洲”分
别出现 14 次、10 次，周边邻国“印度”
“朝鲜”等分别出现 58 次、79 次。

对同一区域的报道主题较为相似，
涉及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内容多反映苏
联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对帝国主义的斗
争；涉及英国、美国的报道，多反映帝国
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及工人运动。

当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
生不过十余年。《红色中华》以极高的热
情，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既亲切又遥远国
度的一举一动。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自第一个五年
计划完成后，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的强固
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更注意于国家电
气化一项，最近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发关
于建立水电工程的命令。”

《红色中华》专门登载《苏联三大水

电工程计划一九三五年完成》，介绍苏
联水电事业建设。

在遥远的北冰洋，苏联已在沿岸
各站建立无线电台，以便更深刻地研
究北冰洋的特殊环境。

“先前在北冰洋过冬的旅客，多是
与世界隔离的，但现在却可以和外间
通报，不如昔日之孤独了。”《红色中
华》以欣喜的口吻报道了这则苏联开
发北冰洋建立无线电的消息，向苏区
的读者介绍着“在胜利中前进着的苏
联”。

《红色中华》尤其关注邻国日本的
动态。据刘付春统计，《红色中华》登载
的国际要闻、国际消息 936 则。其中，
关于日本的报道 5 9 3 则，占比达
63%。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
变”，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绝续的紧要
关头。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并通
过《红色中华》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的事实以及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
行，同时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对日妥协，
放弃国家主权的可耻行为。

1933 年 4 月 2 日出版的《红色中
华》，以大量的笔墨报道了日军对中国
的屠杀行径。

“日军自三月二十一日起，又增调
辽吉黑三省留守部队，开集辽西绥中
一带……同时日军以二十余架飞机，
掩护轰炸，低飞投弹，劳苦群众死伤甚
多，房屋被烧的，触目都是，一眼望去，
尽成焦土，使人感到无限的伤心惨
目！”

1934 年 7 月 31 日，《红色中华》
记者专门“晋谒中央政府毛主席，访问
关于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
题”。

《红色中华》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刊
登了题为《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
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文章。这篇谈话揭
露了国民党不顾民族危亡和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大举进攻苏区，阻挠红军
北上抗日的事实，表达了红军将士彻
底粉碎国民党“围剿”和抗击日本侵略
者的信心。

（下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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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中社工作人员。

创刊号发刊词。 贪污分子郑茂德漫画。 北极小镇报道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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