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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菁、陈诺、陈尚营、刘晓宇、曹嘉玥

　　长江之滨，昔日《新华电讯》的印刷厂变身
城市书房；
　　淮河之畔，当年记录烽火的编辑部蒸腾着
祥和的“烟火”；
　　大别山深处，新华社分社旧址上响起琅琅
读书声。
　　新华社，因党而生，为人民而立，随时代而
兴，忠实记录伟大征程，忠诚镌刻伟大精神。
  第 23 个中国记者节前夕，新华社安徽分
社的记者们深入江淮大地，找寻抗战时期和解
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分支机构的红色“足迹”，采
撷前辈在风云激荡岁月中英勇奋斗的新华
星光。

党旗在哪，分（支）社就建在哪

　　从农舍、马背、窑洞一路走来，新华社坚定
不移跟党走。在江淮大地寻访过程中，我们发
现，虽历经岁月变迁，不少机构旧址早已无处可
寻，但只要找到当年的革命部队或者根据地党
委所在地，在其不远处就能找到新华社分（支）
社的踪迹。
　　 1942 年夏秋到 1943 年初春短短半年时
间，新华社已经在安徽境内 3 块抗日根据地分
别建立起分（支）社机构。穷乡僻壤的山坳、荒草
丛生的湖边……革命部队走到哪，分（支）社便
建在哪，常常没有固定住所，遇到敌人扫荡就要
搬家。
　　新华社淮北支社就是其中之一，它与新
四军在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的油印报纸

《拂晓报》合署办公，报社记者兼任支社记者。
如今在安徽省宿州市的《拂晓报》社史馆中，
一整面墙记录了新华社与《拂晓报》共同战斗
的盛况。
　　一篇回忆录里记载，就在支社成立之初，
日伪军对根据地发动残酷的大扫荡。整整 33
天，这个新闻阵地几乎建在了洪泽湖上。记者
们乔装成渔民，登上木船，坚持发布战地快报。
一部专门抄收延安新华社总社电讯稿的电台、
一台旧式印刷机，是大伙儿的宝贝。印刷机沉
重，于是大家把它卸开，每人扛一个部件，随时
转移。
　　 1947 年 8 月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
山，实现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
伟大历史转折。11 月，中共皖西区党委在大别
山腹地——— 安庆市岳西县正式成立，同月同地
建立的还有新华社皖西分社。
　　我们按图索骥，当年皖西分社所在的岳西
县腾云庙储家花屋早已不复存在，如今旧址之
上是一所中心学校。唯有操场上的一块石碑，记
录着当年新华社随军记者方德和战友们激情燃
烧的岁月，也见证了无数大山里的娃娃走出深
山，拥抱世界。
　　前线在哪里，新华社就在哪里。淮海战
役中，新华社专门成立了支前支社，这个“扁
担上的支社”由 10 名左右的记者组成，自带
电台，挑着扁担背包步行，跟随一支由民工
推着独轮车运送军粮的支前队伍赶赴淮海
战场，行程超过 350 公里。渡江战役中，新华
社前线记者随部队的突击船、先锋船行动，
克服种种艰难险阻采写新闻，及时报道渡江
进展。
　　在安徽芜湖，为了寻找芜湖支社所在地，我
们行走在车水马龙的街头、熙来攘往的小区。中
山路是市中心的一条繁华街道，据家住这里的

一位老街坊回忆：“在芜湖解放的那阵子，新华
社搬过好多次地方。”
　　中山路是史料中记载的芜湖支社所在地之
一。而离此不远的薪市街如今被打造成芜湖古
城最亮眼的街区，一栋灰墙黛瓦的三层小洋楼
坐落其间。
　　薪市街 12 号，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百年
老宅，据传是由当年在芜湖海关工作的外籍
员工建造，曾用作清末官府，一度还被日寇占
领。芜湖解放后，这里成为新华社的一个临时
办公地点，《新华电讯》——— 人民政权成立后
在芜湖创办的第一份红色报纸就在此印刷和
发行。
　　长期从事报业史研究的《芜湖日报》记者郭
青回忆，他当年在采访薪市街的老百姓时得知，
这幢老宅常常在晚上传来印刷机的轰鸣声，飘
出油墨香，第二天一早，《新华电讯》便源源不断
从这里发向大街小巷。
　　这抹油墨香，延绵不绝。如今老宅被修旧如
旧，成为当地第一家民营的城市书房，凭栏远
眺，一座城市的天际线正随着高楼大厦的林立，
不断被刷新。

既是扛枪的战士，也是提笔的先锋

　　寻访中，我们总能在不经意间与前辈穿越
时空“见面”：或是儒雅的书生，或是壮烈的革命
者，或是开荒种地的农人，或是扛枪的战士，无
论曾经什么模样，始终一片丹心献给党、一腔热
血赴忠诚。
　　 1942 年夏，新华社皖江分社正式成立，分
社设在皖江区党委机关报《大江报》内，与报社
两块牌子一个机构，分社社长由报社总编辑舒
文兼任。照片中，这位社长身着军装、头戴军帽，
面向镜头，一脸刚毅。
　　 1943 年 3 月，日军调集兵力奔袭皖江中
心区，分社临时转移，留下舒文等 15 位同志在
原地观察敌情。他们与群众一道在巢南山区与
敌人兜圈子，并利用黑夜狂风暴雨之机，相继
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并陆续集合到附近的村
庄隐蔽，继续编印延安新华社总社发来的电
讯稿。
　　敌后从事党的新闻工作何其难也！人员不
足，学生、知识分子冒险穿越封锁线来分社工
作；物资匮乏，就靠着敌占区的小商贩“蚂蚁搬
家”式地从外地悄悄运到根据地。
　　舒文之子舒燕平曾撰文回忆，父亲和同事

们全天候工作，“总要坚持到战斗打到跟前时
才停刊几天，一旦战斗结束，就立即恢复出
报……要是报纸不出版，群众就知道要打仗
了；报纸一出版，人心就安定了。”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淮海战役
总前委们唯一一张合影底片陈列于此。我们
在安徽省宿州市萧县丁里镇蔡洼村的淮海战
役总前委会议暨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旧址，再次
看到这张照片。照片拍摄者是新华社记者陆
仁生。
　　陆仁生的儿子陆开蒂曾经回忆，当时中
央成立了以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
林等领导人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一天下
午，父亲得到消息，几位领导人要在华东野战
军指挥部所在地的萧县蔡洼村开会。“父亲
说，当时他立刻赶到蔡洼村等候，看到邓小平
等领导人走进会场，他心定了下来，就静静地
在会场外守候。”陆开蒂说，会议休息时，大家
提议拍一张照，背景就在指挥部的屋前石榴
树旁，陆仁生用着从敌人手中缴获的相机按
下快门，记录了这个历史的瞬间。后来他跟随
解放军南下，还拍摄了“解放上海”等其他著
名历史照片。
　　我们找到这样一张记者证，标有记者籍
贯、年龄等个人信息，它的主人叫宋军，当年
25 岁，是淮南三支社的记者。
　　抗战时期，他们就是怀揣着这样的记者
证，通过日寇封锁线，冒着随时牺牲的危险，
采访“火线新闻”。白天随部队行军，晚上在煤
油灯下笔耕，宋军曾经回忆，“那时很苦，苦的
情景终生难忘。但我们都不觉得苦，一心想的
是完成任务，发了很多的稿子，感到非常快
乐。”
　　新华社皖北分社淮南矿区记者组——— 少
有的一支活跃在真正意义上“地下”的新闻队
伍。1949 年起，他们深入矿区采访，对矿区
工人恢复生产支援前线，建设矿区以及工人
的生活、婚姻、矿区的新貌等作了极为系统和
全面地反映。
　　在淮北前线活跃的新华社记者戴邦曾经
收集了一本群众语汇，记录精彩的“庄稼话”。
他说，人民新闻工作者是人民的公仆。“人民
新闻工作者和人民朝夕相处，一起上冬学，一
起组织农会、减租减息，一起报名参军、反扫
荡，一起下湖割苇子、开荒种地，同吃一锅饭，
同睡一个草铺，真是生死与共，取得了人民的
信任和支持。”

一篇篇“新华社电”，忠实记录江淮烽火

　　“新华社笔下有雷声”“一支笔胜过两千
支毛瑟枪”……寻访中，我们常听到老战士如
此感叹。是什么样的如椽巨笔有此力量？我们
顺着历史长河，寻找起那些闪光文字。
　　———“新华社电”见证江淮大地上一次又
一次的胜利。1931 年 11 月 7 日，21 岁的发
报员刘寅在江西瑞金用缴获的无线电台发出

“一苏大”召开的电讯。4 个月后，《红色中华》
报就记录了千里之外“红军四军团连占安徽
苏埠青山”的消息，副标题中写道“六安县城
即日可下”，何等豪迈自信！
　　抗日先遣队发展到安徽、抗日先遣队又击
溃皖敌一营、我军配合游击队拔除敌伪据点，
摧毁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抗战时期，新
华社在安徽发出一篇篇前线新闻，传递出江淮
儿女的觉醒和呐喊，“沿途群众非常欢迎，所向
无敌”“安徽敌人现在手忙脚乱，大起惊惶”。
  历史的指针指向 1945 年 8 月，“新华社
延安 9 日电”播发了毛泽东同志的声明，号
召一切抗日力量“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此后，面对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挑起的
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浴血奋战，夺
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摧枯拉朽之势在报道的字里行间体现得淋
漓尽致：陈粟大军驰骋豫东皖北连克阜阳等十
一城，淮海我军乘胜进军江淮地区，解放大军遍
布安徽全境，挺进江淮我军全线逼近长江……
　　“从各个港口涌出了无数只（支）大小船只。
它们立即散布江面，像箭似地向南飞驶而去。”
在渡江战役最先打响的安徽战场，目睹万船齐
发的壮观场面，新华社记者阎吾感到热血沸腾。
　　当南岸传来登陆信号时，阎吾冲出战壕，
登上突击船到达南岸，点燃半截蜡烛头，开始
写这篇新闻报道。《我军横渡长江情景》的全
部内容为阎吾亲历。这篇语言朴实无华，内容
充实生动，情感充沛、鼓舞士气的电讯于
1949 年 4 月 23 日由新华社发出后，迅速传
遍大江南北。
　　———“新华社电”记录激情燃烧的革命故
事。1941 年 11 月 5 日，新华社稿件报道了

“狼牙山五壮士”。“‘只有一条路——— ’接着是
低哑的语声：‘咱们跳崖！’……葛振林响应了
他的党小组长的号召：‘咱们坚决抗日到底，
为了保卫边区，咱们死也是光荣的！’……寂

寞的夕阳洒在血的山坡上。”寻访中，我们意
外得知，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新华社皖南分
社负责人钱丹辉也曾参与挖掘报道。
　　钱丹辉是记者，也是一位诗人，曾担任新
华社冀热察分社社长。听说“五壮士”中的宋
学义和葛振林获救后，当时身为晋察冀军区
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的钱丹辉赶赴医
院，采访两位英雄，并连夜返回，含泪完成一
篇 800 余字的采访稿，英雄的事迹得以
传开。
　　 1949 年 2 月，对坚持大别山地区斗争
的解放军，新华社稿件写道：“每个战士和工
作人员为了不增加人民的负担，在频繁的战
争中，刻苦地把大衣改成小衣、长裤改成短
裤，拿剪下的布片，自己动手来做当时最需要
的鞋子。随即在各个连队里出现了许多打草
鞋的能手，并创造出了双底草鞋。”
　　———“新华社电”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一个
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党。皖南解
放后，“人民解放军完整地接管了安徽南部的
名胜黄山，并予以保护。”皖北水灾后，“宿县专
署已拨发粮食百余万斤，并将泗洪、宿县所存
的绿豆五十多万斤，换给缺种籽（子）的农民，
同时发动未受灾区群众运种籽（子）到灾区去
卖，以解决灾民的粮种困难，增加群众生产自
救的信心。”
　　新华社 1948 年 5 月 3 日电曾记录大别
山的一件军民小事：住在金寨县的解放军看
到当地群众烧柴困难，于是纷纷上山去拾柴
割野草。“每天早晨和傍晚，山坡上都是拾柴
的战士。”晚上临出发前还打着火把给老百姓
的水缸挑满。
　　军民一心筑成铜墙铁壁。淮海战役中，新
华社支前支社发表的通讯《粮食接收总站》生
动地描写了各方支前民工源源不断地把军粮
送到接收总站的热烈场面，与单靠空投粮食
的敌军部队形成鲜明对比。
　　 1949 年 5 月 1 日，“新华社电”记录了
江淮人民踊跃支援大军过江的盛况，“六合县
人民在缴粮中提出‘人息碾不息’的口号，并
将城区十家碾米厂全部动员开工，二十天中
即缴粮四万石，并碾好送给人民解放军。含山
县东林区民工在修筑桥梁时，正当大雨，民工
们全身淋湿，眼睛都睁不开，但仍坚持着工
作，在一昼夜中修筑了五座大桥（计三十八
孔）。”民工们向家乡父老保证：“解放军打到
哪里，我们坚决支援到哪里。”
　　字里行间，我们看到共产党人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新华社发自皖南
前线的报道中，我们读到一首指战员们乘胜
追击时的战歌：“风吹红旗哗啦啦响，解放大
军像海浪，千军万马向前进，要把全国都解
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今日在新
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新华社北京 1949 年 10 月 1 日电见
证了开国大典这一伟大历史时刻。
　　当天，远在安徽阜阳的新华社江淮分社
阜阳支社电台报房，报务员朱崇黎和同事们
守在唯一一部发报机旁，连着一个小喇叭，侧
耳静听典礼实况，激动得热泪盈眶。多年来，
他背着步枪和电台，辗转于安徽多个新华社
分（支）社，“从新华社延安电到新华社陕北
电，终于接收到新华社北京电的电头！”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新华社电”是永不
消逝的电波，是朱崇黎这辈子永不磨灭的记
忆，更是新华人永不松懈的追求。

在江淮大地寻访永不消逝的电波

太原解放纪念馆，为一位拿笔的战士立了座纪念碑
本报记者孙亮全、马晓媛、王怡静

　　第 23 个记者节到来的时候，不少人来到
位于山西太原东山牛驼寨的太原解放纪念馆，
在一座不显眼的纪念碑前默默哀悼。
　　太原解放纪念馆因纪念 1949 年解放太原
战役而建，这座碑的主人却是一名新华社记者，
他叫萧逸，牺牲时年仅 34 岁。

烽火赴前线

　　萧逸原名徐德纯，是江苏南通人，1915 年
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5 岁读完高小后，他去
苏州考中学，由于交通不便，延误了考期。后经
人介绍，去上海一家乐器公司当学徒。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的危亡激发了萧逸
的爱国热情，他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
1936 年，萧逸参加了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后
改名为读书出版社）的工作，这成为他思想的转
折点。萧逸在这个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出版机构
里，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 月上
海沦陷。萧逸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跋山涉水，
历尽艰险，于 1938 年初到达延安，并在那里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
日救亡的领导中心。萧逸到达延安后，先是进入
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大学）学习。1938 年 3

月鲁迅艺术学院筹备成立，开始招生，爱好音乐
的萧逸被录取为音乐系第一期学员。
　　鲁艺办学初期遇到了许多困难，办学的物
质条件极差，学员入学后，还要动手挖自己住
的窑洞，没有教材，也没有参考资料。音乐系只
有三名教员，也缺乏可供练习的乐器。面对这
些困难，教员自己动手编写讲义，学员互教
互学。
　　鲁艺学习结束后，萧逸留校工作，参加了鲁
艺实验剧团。1939 年 3 月，遵照中央指示，鲁
艺派出实验剧团赴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慰问演
出。3 月从延安出发，到 12 月底返回，实验剧团
深入前方，长途跋涉历时 9 个多月，演出 100
多次。由于演出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
富于战斗性和鼓动性，为群众喜闻乐见，收到了
很好的宣传效果。
　　在剧团担任秘书工作的萧逸，负责剧团文
书起草和行政事务，安排和管理团员生活，还要
参加演出、搬运道具等，忙碌异常。
　　 1941 年 9 月，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萧逸成
为俄文系的学员。在这里，萧逸开始了新的生
活。1943 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延安文抗（中华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从事文艺创作
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在延大俄文系学习期间，萧逸的个人生活
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姑娘闯进了他的心扉。
这位姑娘叫沈霞，是著名作家茅盾（沈雁冰）的

女儿。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两人建立了深厚
的感情。1945 年春，萧逸和沈霞在延安
结婚。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
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组织决定派他俩
参加华北文艺工作团，去张家口地区进行艺
术宣传工作。已经怀孕的沈霞在一次手术感

染中不幸去世。萧逸强忍悲痛，随团奔赴张家
口工作。

鲜血染并州

　　张家口是西北通向东北的走廊，抗战胜
利后许多从延安、晋绥等地来的干部，陆续汇
集到这里。1946 年初，为了加强和充实新闻
队伍，以适应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战争报道的
需要，党组织从他们中间挑选了一批干部，分
配到《晋察冀日报》社和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
工作。
　　萧逸就是其中的一位。从此，萧逸踏上了
新闻记者的征途，不避艰险，不怕牺牲，在战
火硝烟中采访，报道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进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当时，进驻张家口的《晋察冀日报》社与
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是一套人马，两块牌
子。报社的采访科，也是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
的采访科。
　　萧逸是 1946 年 2 月调入的，接待他的
是采访科的副科长张帆。后来，张帆在一篇回
忆文章中写到当时的情景：
　　“我叫萧逸，前来报到，当记者。”个子高
高，前额突出，两眼炯炯有神的萧逸，热情豪
爽地笑着说。
　　彼时国内的局势是严峻的，神州大地被
战争的乌云笼罩。1946 年 6 月，国民党悍然

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公然以大举围攻
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疯狂发动对解放区的
全面进攻。人民解放战争爆发了。
　　在战争开始后，萧逸积极要求到前线去，
做一名军事记者。他参加了《晋察冀日报》社
和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派出的前线记者团，
深入战地采访，写出了《平汉前线的民兵团》

《满城的民兵连》等通讯，报道了解放区军民
的英勇战斗和平汉前线的胜利。
　　随后，萧逸随军转战华北各地，参加过
保（定）南、正太、清风店、涞水、石家庄、平
津 等 战 役 的 报 道 ，发 表 了 大 量 的 新 闻 和
通讯。
　　张帆撰文回忆，萧逸“不怕苦，不怕累，日
夜奔波，随军转战华北，深入连队，和战士们
生活在一起，在枪林弹雨中采访”；萧逸的报
道“一是及时，二是善于抓取典型”，“这样不
仅使读者了解战局概貌，而且可以看到战争
中的人物和事件”。
　　 1949 年 1 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萧逸随
军入城。
　　在北平，他高兴地拜见了早已进入北平
的岳父母茅盾夫妇，汇报了自己这几年的生
活和工作，并谈到自己在战争中正构思创作
长篇小说，想留下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进行
创作。茅盾听后鼓励他参加解放战争，更有利
于搞文学创作。萧逸听从了岳父的建议，充满
激情奔赴太原前线。 （下转 12版）

▲新华社记者萧逸。 新华社资料片

▲淮南矿区记者组合影。 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宋军的记者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