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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凡路、孙五郎

序·长夜漫漫

　　泱泱华夏，浩浩神州。文华灿灿，
史脉悠悠。智慧惠滋人类，文明泽润全
球。然则封建陈疴，凋摧病树；帝制积
弊，侵噬沉舟。妄自尊大，列强炮舰惊
皇梦；闭关锁国，豪殿笙歌掩民愁。虎
门销烟，难禁抗英之败；马关签字，耻
蒙甲午之羞。苟朝廷于一角，哀黎庶于
九州。尔乃志士舍生，鉴湖女魂荒野
草；英雄举事，义和团首坠城楼。戊戌
维新，六君子头颅枉落；辛亥革命，孙
中山壮志未酬。兹则列寇逞威，横行跋
扈；军阀耀武，割据封侯。三座大山重
压，两个目标难求。如斯举目贫困、动
荡、分裂；何日享得富强、独立、自由？
漠漠兮炎黄日月，茫茫兮赤县春秋！倏
尔《新青年》创刊，电裂昏冥之夜；旧体
制作古，民逐“德赛”之谋。南陈北李，
共擎大纛；学子工人，勇立潮头。五四
惊飙，卷工潮之骇浪；十月革命，传马
列于神州！于是，睡狮醒东方，启千秋
之国祚；赤旗遍山野，竞一代之风流。

第一章 风雨如磐

　　风拂禹甸，义聚红船。举锤镰以救
国，播星火以燎原。萍水两厢，初卷罢
工之浪；开滦五矿，继擎浸血之幡。二
七惨案，悟斗争之经验；五卅申城，掀
反帝之狂澜。走工农联盟之路，开国共
合作之篇。于是黄埔园中，淬炼沙场之
刃；北伐路上，勇挥“铁军”之拳。城市
工潮，雷霆响震；乡村农运，风雨如磐。
　　——— 卷狂飙兮四海，擎大纛兮
百川！
　　然则风云突变，正道临渊。蒋介石
举刀“清党”，悍然政变；革命者饮弹街
头，血溅旌旃。天人共怒，河岳飘残。尔
乃好儿女，慨恩仇，怀义愤，聚同俦。“揩
干身上血迹”，反思教训；“埋好同伴尸
首”，苦斗不休。于是南昌城头，一声枪
响于子夜；湘赣边界，万人暴动于秋收。
广州城里，勇士舍生于街巷；琼崖岛上，
义军拼死于荒丘。百色风云卷旗剑，平
江怒火喷恨仇。海陆丰将士骁勇，月历
百战；鄂豫皖英雄喋血，名垂千秋。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
头”。

第二章 艰苦卓绝

　　征途险恶，步履维艰。悟真知以鲜
血，积经验于磨难。汉口会议，定武装
斗争之路；三湾改编，行党建支部于
连。旗卷罗霄，始创“割据”之举；号鸣
井冈，初开“围城”之盘。武装斗争，如
荼如火；土地革命，分粮分田。敌占区
建“特科”，地下党出生入死；根据地反

“进剿”，指战员血战“霜天”。农会行
“三抗”举措，学生撒“三反”传单。女权
运动呼风唤雨，左翼文化推波助澜。龙
岩争端，谁领导谁，分歧各陈己见；古
田决议，党指挥枪，行动始得指南。
　　——— 建新型军队，创工农政权。
　　蒋氏骇惊，派重兵以围剿；红军机
智，坚壁垒之森严。三军会师，精英并
聚；几战连胜，红域拓边。“横扫千军如
卷席”，游击闽赣；“天兵怒气冲霄汉”，
转战山川。毛润之狂草《渔家傲》，三章
激荡；蒋中正骂娘金陵府，七窍生烟。
　　——— 成立苏维埃政府，掀开根据
地新篇。

第三章 残阳如血

　　程途初探，雏翼待丰。共产国际，
亦过亦功。其代表抱教条而不化，趋思
想于左倾。强敌压境，误将堡垒对堡
垒；弱旅抗击，偏以剑锋抵剑锋。冲军
陷阵，勇士沙场喋血；画地为牢，书生
纸上谈兵。广昌鏖战，万千将士悲壮
烈；北门失守，无数英灵泣秋风。护革
命火种，从长计议；为保存实力，决意
长征。六年奋斗抛家弃业，择断臂之
举；《十送红军》夹道牵衣，诉鱼水之
情。忧心忡忡，泪眼蒙蒙。苍天寂寂，大
地冥冥。抗日先遣队，血溅征途；红军
好儿女，彪炳汗青。
　　——— 残阳如血，烈焰欲冰。

第四章 披荆斩棘

　　关山重重，望断生路；天堑道道，
遍踞敌兵。狂轰滥炸，主力红军受挫；
围追堵截，数系顽匪骄横。暮云霭霭，
八方火海弥烟垒；淫雨霏霏，万里刀山
走元戎。祭五万英雄魂，血战湘江天地
恸；冲四条封锁线，义昭泉曲鬼神惊。
两夺遵义，施调虎离山之计；四渡赤

水，用神出鬼没之兵。跨乌江绝壁之
险，破娄山关隘之封。巧渡金沙遗妙
笔，饬军会理定征程。汉彝结盟传佳
话，军民歃血照赤诚。安顺场一舟跃
波，虎狼胆裂；沪定桥九索飞渡，鹰鸷
心惊。夹金山冻雪埋忠骨，腊子口绝壁
降天兵。懋功会师，两军初庆胜利；巴
西会议，再现决断英明。然则另立中
央，张国焘分兵南下；挥师北上，毛泽
东夜走陕甘。天苍苍兮朔风冽，野寂寂
兮冻雨寒。雪皑皑兮暮云涌，路迢迢兮
晓月残。茫茫草原，遍伏殁身之阱；漫
漫沼泽，时现索命之渊。风雨侵衣骨更
硬，野菜充饥志愈坚。
　　——— 肝胆相照，官兵一致同甘苦；
信仰益坚，革命理想高于天！
　　尔乃披荆斩棘，卧雪眠霜。千难万
险，斗志昂扬。翻越六盘山，望断南飞
之雁；会师吴起镇，议决发展之纲。将
台堡敲锣打鼓，会宁镇箪食壶浆。万里
血途，惊心动魄；千年功义，荡气回肠。
鏖战几百个昼夜，驱驰十一省遐荒。尺
脚量天，革命意志令天云失色；海胸怀
日，长征精神与日月争光！
　　——— 人间奇迹，举世无双。

第五章 深入敌后

　　日寇铁蹄，践蹂禹甸。黑云压城，苍
生涂炭。“九一八”悲东北之失，“一二
九”燃救亡之焰。“攘外必先安内”，蒋介
石唯虑独裁；团结共御外侮，共产党力
促统战。西安事变，华清池大义斡旋，卢
沟炮响，党中央全国通电。于是军民并
肩，举国敌忾同仇；国共合作，再结统一
战线。八路军转战于黄河之滨，新四军
游击于长江两岸。灭强虏之傲，平型关
首战告捷；毙“名将之花”，黄土岭震惶
敌胆。阳明堡一袭夜战，行机场之劫；雁
门关两度设伏，阻太原之犯。白山黑水，
义勇奋击；林海雪原，抗联苦战。烽火熊
熊太行山，狼烟滚滚白洋淀。尔乃浴血
牺牲，党员济济；舍生取义，烈士铮铮。
一曼血濡尚志之水，左权铭勒晋东之
峰。八烈女绝境投江，云天感泣；五壮士
悬崖呼号，峦壑啸鸣。杨靖宇英魂芳千
古，白求恩义魄驻长城。热血青年，报国
争饮延河水；仁人志士，抗日竞赴圣
地营。
　　——— 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占区草
木皆兵。
　　百团大战，八路军声威大震；十面
埋伏，侵略者食寝不宁。“反共、防共、
限共”，蒋介石排除异己；“烧光、抢光、
杀光”，日本鬼天理难容。晋察冀建武
工队，破“治安强化”；南泥湾举大生
产，求自力更生。“皖南事变”，国民党
竟同室操戈，罪行难恕；重庆泣书，周
恩来悼“江南一叶”，义愤填膺。整学
风、整党风、整文风，中共日臻成熟；地
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日伪胆颤心惊。
丰衣足食，精兵简政；肩枪携镐，能战
能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根据地
军民谋自救；“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国统区地下潜精英。毛泽东思想地位

确立，集体智慧结晶；共产党优良传统
形成，总括三大作风。蒋氏炮制《中国
之命运》，侈谈“复兴路线”；毛公发文

《论联合政府》，再指国运航程。全球战
公敌，法西斯行将就木；圣地传檄文，
侵略者日暮途穷。
　　——— 日寇终归末日，国家始酿
新生。

第六章 折冲樽俎

　　积弱神州，河山凋瘁。民望和平，国
期邦瑞。心恤天下，毛公壮毅赴渝，诚意
化戈为帛；意怀专权，蒋氏密发“手本”，
驱兵进犯华北。山城唇舌交锋，沙场针
锋相对。上党一役，首战奏捷；秋冬三
失，蒋军震畏。《新民晚刊》豪赋“北国风
光”，气势磅礴；《中央日报》攻讦“帝王
思想”，文辞穷匮。友我同心反内战，浪
啸沪渝；学子振臂呼和平，潮卷滇穗。马
歇尔斡旋停火，略成微功；根据地力避
冲突，不懈虞备。周恩来折冲樽俎，昭中
共之诚；反动派倒行逆施，逆民心而悖。
政协会成五项磋商，国纲初成；宪法案
废一党专政，众心尚慰。沧白堂暴徒恣
事，兆民权之危；较场口特务猖獗，呈国
运之昧。还都南京城，国民党背信弃义，
积极备战；受虐下关站，马叙伦为民请
愿，慨洒血泪。国统区“山雨欲来”，演绎
穷兵黩武；根据地“耕者有田”，昭彰人
心向背。
　　——— 云霭弥天，风雨如晦。

第七章 逐鹿中原

　　中国上空，阴霾密布；苦难大地，
雷声隆隆。度部署就绪，蒋介石撕毁

《停战协定》；恃财大枪多，国民党发起
“全面进攻”。靠飞机坦克，想“速战速
决”，乃失道而寡助；依小米步枪，行

“积极防御”，聚民心以争锋。蒋氏放
言，荡平解放区只三五月之事；毛公宏
魄，藐视反动派如纸老虎之凶。刘经扶
驱兵压境，八方进剿犀利；李先念血战
中原，三路突围铸功。集中以造局部优
势，运动而迷主力行踪。纵横苏中，惊
创“七战七捷”；辗转陕北，不谋“一地
一城”。陈粟激战鲁南，蒋介石“双矛”
折半；彭帅鏖兵西北，胡宗南四处扑
空。孟良崮白刃滴血，“王牌师”覆灭；
沙家店红水飘尸，党中央安宁。
　　——— 得益“集中歼敌”，挫败“重点
进攻”。
　　老蒋屡败，恼士气万丈跌落；美军
恶行，激全国“三反”呼声。经济濒溃
危，金圆券如同废纸；官僚掌国脉，国
统区民不聊生。“四月风暴”壮大进步
力量，“三大民主”诠释政策开明。解放
区土地改革，农民翻身解放；西柏坡整
党运动，官兵众志成城。运筹帷幄，千
里折冲。审时度势，挥师驰外线；雄才
大略，乘势转反攻。挺进中原，定三军
配合之势，一条血路铺黄泛；用兵陕
鲁 ，成 两 翼 牵 制 之 局 ，十 万 大 军 迫
南京。

　　——— 国民党内外交困，解放军纵
横驰骋。

第八章 决战决胜

　　民心所向，终现桑田沧海；国运兆
昌，岂容螳臂当车。毛泽东宏论“转折
点”，吐胸中之块垒；刘少奇组织“工作
队”，掀土改之洪波。克复四平街，惊战
斗之惨烈；拔城济南府，创攻坚之楷
模。蒋军转“重点防御”，五个集团孤
立；我军施“全面反攻”，三大战役磅
礴。攻夺锦州，掩东北之户枢，锁一两
处困兽；布阵徐蚌，围淮海之骄虏，歼
五十万喽啰。金汤称固，陈长捷难守津
门之壁垒；大义萦怀，傅作义完归北平
而当歌。政策攻心，杂牌军倒戈弃甲；
指挥若定，子弟兵气壮山河。车轮滚
滚，支前民工赴汤蹈火；险境重重，地
下党员智斗妖魔。
　　——— 长城内外，尽传凯旋曲；大河
上下，高奏祝捷歌。
　　三年弹指，时局反转；正道沧桑，
翻天覆地。蒋介石通电“下野”演双簧，
谋退路“划江而治”；毛主席号召“解放
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八项条
件拒签字，虞兮奈何？百万雄师过大
江，所向披靡。总统府飘落青天白日
旗；上海滩闭幕蒋家王朝戏。风卷残
云，解放军横扫江南诸城；摧枯拉朽，
国民党龟缩台海一隅。
　　——— 反动政权倾崩，人民力量
胜利。
　　雷隆隆，水碧碧。风萧萧，雨沥沥。
万千烈士，为信仰而牺牲；无数英灵，
谋解放而赴义。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英
勇捐躯；张思德服务为人民，全心全
意。刘胡兰大义凛然，动地感天；江竹
筠宁死不屈，可歌可泣……
　　——— 革命英烈，青史永垂；先驱丰
功，人民铭记。

第九章 旭日东升

　　硝烟散，炮火稀；雾霭开，晨光吐。
诸方携手，筹建联合政府；多党合作，
缔结政协制度。《共同纲领》，北京城绘
国脉蓝图；“两个务必”，西柏坡留“赶
考”叮嘱。转移工作重心，举生产为总
纲；团结一切力量，致国强而民富。及
夫天安门上，毛主席庄严宣言，三十万
人挥泪；金水桥头，解放军威武受阅，
五星红旗飘扬。睡狮猛醒，世界为之震
撼；病夫初痊，中华挺起脊梁！寒冬初
迎雪霁，长夜终现曙光。五千年文明，
得人心者得天下；廿八载血泪，失民意
者失家邦。
　　——— 青史新题社稷，红旗漫卷
东方！

第十章 勠力同心

　　满目疮痍，遍地废墟；方略同谋，家
园重建。祖国迎赤子之归，权利付人民
之盼。夫谋外交，废特权，破封锁，施镇

反。整党风，戡匪患，行土改，平藏乱。稳
财政以经营，依民情而通变。尔乃抗美
援朝，五大战役铸英魄；保家卫国，三八
线上捍尊严。移风易俗，破陋习鼎新革
故；大干快上，兴建设热火朝天。倡五项
原则而恪守，发万隆会议之宣言。民族
政策，远瞩高瞻。自治区权责明确，《纲
要》典护；各民族平等团结，《宪法》定
盘。葆文脉之特色，拯农奴之身翻。大刀
阔斧抓“三反”，腐败官僚伏法；雷厉风
行驱“五毒”，经济秩序井然。男女平等，
婚姻自由颁新法；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废弊端。互助合作，农业活力初显；技术
革新，工交捷报频传。“一化三改”，统摄
过渡；一五计划，成就斐然。
　　——— 国行公有之制，政扬马列
之帆。

第十一章 道路坎坷

　　新程起步，无例可循。邦途跌宕，伟
业艰辛。“共产风”尚未澄肃，“大跃进”
左倾升温。苏联反目，雪压冬云，七亿英
雄驱虎豹；美帝猖獗，围攻封锁，九州尧
舜竞劳勋。独立自主，战三年灾害；调整
经济，依八字方针。牛胰岛素合成于上
海，解放汽车诞生于长春。“大庆”摘贫
油之帽，“大寨”树理想信心。云桥卧长
江，虹飞宁汉；铁路穿峦壑，龙跃成昆。
杂交稻实现历史突破，红旗渠凝铸民族
精神。“两弹”呈惊天之爆，“一星”作环
宇之巡。联合国席位恢复，掌声雷震；亚
非拉合作交流，应者若云。发展无坦途，
文革潮起而酿动荡；探索有坎坷，阴谋
家藉以张野心。文攻和武卫腾涌，秩序
与法制沉沦。经济惨淡，文化蒙尘。刘少
奇含冤情辞世，求是者为真理献身。林
彪叛国，千夫所指，身葬外蒙古；总理驾
鹤，万民痛悼，诗抄天安门。朱老总魂
归，四海抒情怀念；毛主席仙逝，九州泪
雨倾盆。
　　——— 十月惊雷，粉碎四人帮；九州
欢唱，迎接第二春。

第十二章 风雨兼程

　　民生交困，国力势衰。揆时整饬
纷嚣，拨乱反正；首倡解放思想，新局
初开。“两个凡是”，非真理之验；“三
中全会”，仲是非之裁。经济复苏，依
国情而定策；冤案昭雪，还历史以清
白。举改革开放之旗，百业共举；以特
色理论之光，一扫阴霾。立“四化”目
标以振国，国人竞奋； 走“双包”道
路而兴农，农民开怀。建特区探路，荒
滩耸楼立厦；励个体经营，大众拥资
聚财。至若尊师重教，教育焕发活力；
强军为国，国防打造精兵。经济战略
划三步，四项原则掌舵；生产总值翻
一番，两个文明并行。科学为前导，推

“八六三”计划；矫枉勿过正，敲“自由
化”警钟。平动荡风波，稳国内之局
势；防“颜色革命”，挫西方之暗攻。逢
东欧剧变，胸怀冷静；揽世界大局，我
自从容。美苏冷战终结，世界多极形

成。利剑击腐败，共欲上下；妙棋演
外交，谋略纵横。邓公南巡，确定前
行基调；举国一心，投身国力提升。
　　——— 时逢机遇与挑战，主题发
展与和平。

第十三章 探索前进

　　宏观调控，稳步求功。“超预期”
而适度，“软着陆”而均衡。港澳回
归，首创一国两制；斡旋台海，达成
两岸三通。渡世界金融危机，隆振大
国自信；战南北洪涝灾害，弘彰众志
成城。小浪底高标禹绩，大三峡缔造
鸿功。万众一心抗“非典”，患难与
共；千年孤月惊“神舟”，创新践行。
汶川震灾，中华合力凸显；北京奥
运，国际声望飙升。质量乃强军抓
手，科技为兴国引擎。亚丁湾护航，
抖擞军威之旅；利比亚撤侨，昭彰国
力之征。“蛟龙”载人于深海，航母斩
浪于东溟。“皇粮”免征，破五千年之
典例；“三保”建网，惠亿万众而利
生。小平理论推立党之本，三个代表
绣兴邦之旌。科学发展，与时俱进；
建构和谐，本固邦宁。
　　——— 探正道锐意进取，图富强
玉汝于成。

第十四章 使命担当

　　前景光明，挑战严峻。继往开
来，稳中求进。瞄“五位一体”而统
筹，布“四个全面”而发轫。怀使命而
担当，纳民生于方寸。压茬拓展，求
抓铁而有痕；负重前行，固踏石而留
印。追大梦以初心，奔小康而发奋。
治国理政，高扬特色之旗；济世经
邦，秉持创新之论。于是，改革深化，
经济振兴。民生改善，法治建功。生
态文明，瞄绿色而推进；传统文化，
择优秀而传承。党建彰铁腕之治，国
安举强军之旌。港澳台互动，宪法为
协调之据；全方位布局，外交有大国
之风。倡睦邻善邻，开合作共赢之首
创；瞻人类前程，表命运同体之赤
衷。尔乃创新驱动，科技兴腾。“天
宫”接太空之吻，“墨子”勾星地之
通。“天眼”循脉冲之望，“悟空”探暗
粒之踪。“嫦娥”五赴，采月宫之“天
壤”；火箭百发，腾霄汉而“长征”。

“天问”远涉，遥赴火星之旅；“九章”
抟跃，勇登量子之峰。“奋斗者”载人
海底，“大飞机”振翼天空。定位导
航，百域共依“北斗”；救援灭火，两
栖并举“鲲龙”。至若西气东输，工程
浩大；南水北调，壮举恢宏。高铁铺
向高原荒漠，神龙纵横南北西东。长
江经济带，格标战略；京津冀之区，
步调协同。“一带一路”，指“五通”而
开拓；基础设施，集交运而勒铭。亚
投行创立，促多边之合作；供给侧改
革，化过剩之产能。扶贫攻坚，求决
战而决胜；脱困摘帽，达善作而善
成。“三步”阶梯，规乡村振兴之略；

“两山”理论，点环保生态之睛。“两
学一做”，凝心聚力；“三严三实”，肃
纪正风。巡视全覆盖，敲钟亮剑；反
腐无禁区，打虎拍蝇。尔乃疫情突袭
而至，病毒来势汹汹。党中央统揽全
局，果断决策；医护生白衣为甲，挺
身逆行。党政军民学，齐心参战；东
西南北中，勠力鏖兵。新决战波澜壮
阔，大中华众志成城。于是特色旌
旗，高标傲世；中国道路，自信倍增。
接力一百年，扬帆击楫；开局十四
五，跃马弯弓。撸袖加油，拼搏于新
时代；真抓实干，奋斗于新征程！
　　——— 大道之行，不辱使命；初心
致远，天下为公。

尾声 任重道远

　　一百年风雨，斩棘披荆；九千万
党员，砥砺前行。追大业之功成兮，
迎难而上；求国强而民富兮，继续进
征。攻坚克难，朝乾夕惕；为民服务，
肝胆竭诚。勠力齐心兮，同甘共苦；
严以自律兮，修齐治平。功成不必在
我，我必致力功成！居安思危兮，戒
骄戒躁；蹄疾步稳兮，久久为功。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圆梦中华，奋斗
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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