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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全面抗战爆发之前ꎬ晋绥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沙漠ꎮ

１９４０ 年初中共开始独立主政晋绥根据地ꎬ并在人财物力匮乏、生存面临

威胁的条件下ꎬ经过努力动员ꎬ组织起一个相对完整的新闻出版体系ꎻ其

中«抗战日报»是其意识形态部队的“压舱石”ꎮ 该报在中共中央“全党

办报”“群众办报”号召下ꎬ在晋绥边区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通讯网络ꎬ将数

以千计的“大老粗”培养成舞文弄墨的报纸作者ꎬ将无数文盲半文盲改造

成报纸的忠实读者或听众ꎬ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ꎮ 而“群众路线”

和“全党办报”的实践过程不仅是党报自身的有机化改造过程ꎬ更是以党

为中心统一民众意见的过程———通过深入广泛的文化动员ꎬ中央意志成

为全党意志ꎬ党的意志成为全民意志ꎬ整个根据地结成一个同呼吸共命

运的政治共同体ꎬ基层民众卷入到抗战与革命的洪流中ꎬ为中共最终夺

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关键词:晋绥边区　 «抗战日报» 　 全党办报　 党报姓党

中共一贯重视报纸的作用ꎬ办好报纸不仅是重大问题且具有“原则

意义”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ꎬ１９８３:１５０)全国抗战初期各根据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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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报纸尽管依靠少数办报人才艰难支撑ꎬ但因良好的政策ꎬ很快吸引

大批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奔赴于此ꎬ加上通过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的一批

本土文化精英ꎬ逐步形成人才济济的局面ꎬ到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抗战日报»创

刊时ꎬ已建立起晋察冀、太行、太岳、晋绥四大党报同声相应的大格局ꎬ并

成为动员民众、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有力手段ꎮ １９４２ 年整风运动之后ꎬ

中共提出“全党办报”号召ꎬ各地党报在党组织和各级政权支持下相继建

立了深入基层民众的通讯网络ꎬ将新闻触角伸向广大农村ꎬ在汲取优质

新闻资源之时将党的意志贯彻到群众之中并使之成为“全民共识”ꎮ 因

此ꎬ中共报纸抛开新闻自身勿言ꎬ仅就报纸功能尤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

程度而言ꎬ是其他任何民间报纸或党报无法望其项背的ꎮ 作为中共报纸

阵营中的佼佼者之一ꎬ中共晋西区党委(１９４２ 年 ８ 月后改称中共晋绥分

局)机关报«抗战日报»创办于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 日更名

为«晋绥日报»ꎬ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１ 日终刊ꎬ历时 ９ 年共出版 ２１７１ 期(以下统

称«抗战日报»)ꎮ

晋绥根据地山河关隘纵横交错ꎬ境内平绥、同蒲两条铁路均掌握于

日伪之手ꎬ交通手段处于原始状态ꎬ基本靠步行或借助畜力ꎻ通讯技术落

后ꎬ除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和新华分社个别电台外ꎬ日常通讯以信函邮递

为主ꎻ民众文化水平低下ꎬ十之八九为文盲半文盲ꎻ加上日伪长期包围和

不间断“扫荡”ꎬ有的村与村间鸡犬之声相闻而往来不能自由ꎮ 在这里ꎬ

办报缺少作者ꎬ看报缺少读者ꎬ印刷所需设备和纸张油墨等材料匮乏ꎬ送

报靠人扛马驮ꎬ就传播媒介生存和发展所需各类要件而言可谓寸草难生

之地ꎮ 然从晋西事变后独立主政晋西北起ꎬ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

政权和武装力量在这样一个文化沙漠中经过努力动员ꎬ组织起以«抗战

日报»«晋西大众报»«战斗报»及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吕梁文化教育出版

社为骨干的新闻出版体系ꎬ各种书籍、报纸、刊物大量发行ꎬ对于宣传马

列主义及中共路线、方针、政策并推动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

等各项建设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ꎮ 其中ꎬ«抗战日报»作为这个文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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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中的“压舱石”ꎬ对根据地社会动员居功厥伟ꎮ 该报不但组建起一支坚

强可靠的采编队伍ꎬ且在“全党办报” “群众办报”的号召下ꎬ自上而下地

建立健全了以报社、分区通讯科、县委通讯干事、基层通讯组为组织框

架ꎬ由千余名各级各类通讯员组成的覆盖全边区的通讯网络ꎮ 同时ꎬ又

将数以千计初识字甚至不识字的“大老粗”培养成舞文弄墨的报纸作者ꎬ

将无数文盲半文盲改造成报纸的忠实读者或“听众”ꎬ并使报纸融入生活

之中ꎬ用一张四开四版、发行万余份的报纸搅动整个边区社会ꎬ做活了一

盘社会动员的“大棋”ꎬ将数以百万计边区民众卷入减租减息、参军参战、

变工互助、劳武结合、民主村选、清算反霸、生产支前、土地改革等群众运

动中ꎮ 总之ꎬ“在黄河两岸的沟壑山村里ꎬ这家近代新闻舆论工具冲破穷

山恶水ꎬ把党和人民的声音播向远近各方”ꎬ“组成了共产党在农村办报

而影响全国的奇观”ꎮ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２７６)故考察中共在

根据地创办党报的活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ꎮ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抗战日报»的创办

兵马未动ꎬ舆论先行ꎬ“笔杆子运动”是所有革命政党的共性ꎮ 就中

共而言ꎬ拿笔杆子要早于枪杆子ꎬ武装斗争是大革命失败后之事ꎬ而笔杆

子运动尤其办报办刊则从大革命时期到 １９４９ 年后始终被视为社会动员

的重要手段ꎮ 考诸历史ꎬ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ꎬ中共坚定不移地通过

出版报刊进行社会动员ꎮ 抗战时期的晋绥根据地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

况下仍拿出边区一级机关开支的 ３０％用作«抗战日报»社办报经费(康溥

泉ꎬ１９８４)ꎮ 晋绥如此ꎬ其他根据地或解放区亦如此ꎮ

１.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全面抗战爆发特别是八路军东渡黄河之后到晋西事变之前ꎬ中共、

牺盟会、战动总会在山西各地均积极创办报刊ꎬ动员民众抗日救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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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创刊的«晋察冀日报»(原名«抗敌报»)是中共在华北敌后

抗日根据地最早创办的党报ꎬ而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

版亦于 １９３９ 年初创刊ꎮ 在此之前ꎬ太行山根据地已有中共报纸ꎬ如 １９３８

年创刊于屯留的中共晋冀豫特委机关报«中国人民»和创刊于和顺的中

共晋冀特委机关报«胜利报»ꎬ«新华日报» 华北版创刊后两报分别于

１９３９、１９４１ 年并入ꎮ (穆欣ꎬ１９９２:９、１７)在晋西南地区ꎬ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在孝义创办«五日时事»报ꎬ１９３９ 年底晋西事变后

迁往晋西北并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继续出版ꎬ１９４０ 年«抗战日

报»创刊前停刊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１６１)在晋西北地区ꎬ１９３８

年八路军一二○师在岢岚恢复红二方面军时期的«战斗报»作为军内报

纸ꎮ 在此前后ꎬ三五九旅创办«战声报»、三五八旅创办«战线报» «战线

画报»ꎬ但发行限于部队而不向社会公开ꎮ １９３９ 年夏ꎬ中共晋西北区党委

以八路军一二○师民运部名义创办«战地烽火»ꎬ这是晋西北重要的出版

物之一ꎮ (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ꎬ１９９７:１８、２１、７５—８２)不过ꎬ这

一时期晋西北尚无中共报纸ꎮ 出于在统一战线中拉住阎锡山及群众动

员形式合法性的考虑ꎬ许多中共组织尤其与友党友军共存的晋西北、晋

西南地区党组织尚处秘密状态ꎬ“办报办刊单位ꎬ除了有共产党的地方组

织外ꎬ主要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戴阎锡山的帽子’ ‘讲山西话’的革命

群众团体ꎬ即战动总会及其在各县的动委会ꎬ牺盟会的各级机构ꎬ还有一

些进步的文艺团体”ꎮ 因此ꎬ此时晋西北最引人注目的是由牺盟会和战

动总会等在各地创办的报刊ꎬ“在晋西南和晋西北ꎬ各种油印刊物ꎬ真可

谓蓬勃发展ꎬ遍地开花ꎮ 现在尚能数起报刊名称的即有 ５０ 余家”ꎮ 如

１９３９ 年牺盟会晋西北办事处在岢岚创办的«新西北报»ꎬ１９４０ 年«抗战日

报»创刊后并入其中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１６４—１６７)牺盟会各

中心区亦纷纷办报ꎬ如临县中心区«西北战旗»、岢岚中心区«黄河日

报»、太原中心区«太原战旗»等ꎮ (康溥泉ꎬ２００５:２９９)山西新军领导机

关第二战区政治部创办«政治周刊»(１９３９ 年 ９ 月更名«黄河战旗»)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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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一、二、三纵队分别创办«行军日报» «长城» «铁军»ꎬ在晋西北的决死

四纵队出版«前线报» «前线» «前哨» «广播台»ꎬ工卫旅办有«工卫报»ꎬ

暂编第一师创办«长城报» «战地快报» «萌芽»ꎮ (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

委员会等ꎬ１９９７:２１)战动总会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在太原成立之初即在阎锡山

控制的«山西党员通讯»报上编发«总动员»副刊ꎬ并在«太原日报»开辟

«动员»副刊ꎮ 太原沦陷后ꎬ续范亭率战动总会进入晋西北ꎬ１９３７ 年冬在

离石创办油印«战动通讯»ꎬ填补了敌后看不到报纸的空白ꎬ该报一度停

刊ꎬ后又复刊ꎬ共出版 １８２ 期ꎬ之后又在离石出版«动员»半月刊ꎬ是晋西

北唯一的铅印综合刊物ꎮ 转移到岢岚后ꎬ又与一二○师民运部(实际即

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牺盟会岢岚中心区、山西保安二区政治部、晋西北

农民救国联合会等联合创办间日刊«西北战线»ꎬ之后停刊并恢复«战地

通讯»ꎮ 在岢岚时期ꎬ还出版过«战动周刊»ꎬ周刊停办后恢复«动员»半

月刊ꎬ后改为«战地动员»半月刊ꎮ 战动总会宣传部创办了以工农群众为

主要对象的«老百姓周报» «战动画刊» 两份油印通俗报纸ꎮ (穆欣ꎬ

１９９２:２９７—２９９)

在晋西北ꎬ各县战动组织都编有油印报纸ꎬ有的不只一份ꎮ 据穆欣

统计ꎬ有临县«战旗»、五寨«动员»、岚县«岚动»、岢岚«抗战建国»、宁武

«汾旗怒吼»、神池«火花»、河曲«雪耻»、保德«自卫»、兴县«抗战»、忻县

«战声»、静乐«战潮»、偏关«怒吼»、右玉«抗日先锋»ꎬ以及战动总会雁北

办事处«炸弹»ꎮ 另有«抗战形势» «战斗救亡» «农村救亡»等刊物ꎮ 同

时ꎬ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晋西北支部出版«先锋»半月刊ꎮ (山西省出版

史志编纂委员会等ꎬ１９９７:２１)这一时期报纸虽大多为油印且出版时间

短ꎬ但数量可观ꎮ 据康溥泉回忆:山西抗战初期编印的各类抗日报纸约

有 ２４０ 种、杂志 １００ 多种ꎬ１９３９ 年全国报刊展览上山西有 ３００ 多种参展ꎮ

(康溥泉ꎬ２００５:３００)至于晋绥地区ꎬ据现有资料ꎬ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间至少出

现过大大小小油印、石印、铅印报刊 １００ 余种ꎬ出版各种图书 ４００ 余种ꎮ

(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ꎬ１９９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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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ꎬ这一时期中共根据地报纸尚未形成晋察冀、太行、太

岳、晋绥四大局级分局级党报并存局面ꎬ然正如其在社会动员中将自己

组织隐蔽在牺盟会和动委会之中、组织建设通过牺盟会和战动总会进行

一样ꎬ牺盟会和战动总会创办的报刊尤其在根据地创办的报刊实际都在

中共掌控中ꎮ 以«新西北报»为例ꎬ１９３９ 年战动总会被阎锡山下令撤销ꎬ

当时尚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晋西区党委负责人刘俊秀和战动总会组

织部长南汉宸与之后负责创办«新西北报»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晋西北队

部负责人吉喆谈话称:战动总会«西北战线»将随战动总会撤销而被迫停

办ꎬ但中共宣传动员工作不能中断ꎬ因此要求吉喆以牺盟会名义筹办一

份新报即«新西北报»ꎮ 由此看出ꎬ«西北战线»就是出于共产党宣传动

员工作的需要而办ꎬ战动总会被撤销后«新西北报»作为«西北战线»替

身ꎬ总编仍是吉喆ꎬ使命一如既往ꎬ同样是在中共党组织直接策划指导下

出版ꎬ只不过名头由战动总会变成牺盟会西北办事处ꎮ 吉喆回忆说:

“«新西北报»实际上是中共晋西北区党委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报纸ꎬ当时

为了照顾统一战线关系ꎬ名义上由牺盟会晋西北办事处主办的ꎬ这样在

对外说话方面就有些讲究ꎬ以利于争取更多的同盟军同情分子的拥护ꎮ”

报社内部设有党组织ꎬ起初为小组并由吴子牧任党小组长ꎬ后设党团且

由吉喆任党团书记并受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北与晋西南两个区党委合

并而成)领导ꎮ «抗战日报» 创刊后中共在晋绥地区有了自己的党报ꎬ

«新西北报»人员与器材全部并入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１６４—

１６７)再如«牺牲救国»ꎬ１９３６ 年冬创刊时中共党组织派赵石宾从北平回

到太原参加牺盟会宣传委员会工作并负责编辑«牺牲救国»ꎮ 次年ꎬ牺盟

总会成立秘密党组ꎬ总会负责人牛荫冠任书记ꎬ赵石宾作为 ３ 名成员之

一分管宣传ꎮ 显然ꎬ«牺牲救国»名义上是牺盟总会刊物ꎬ实际是党的组

织在管、党员在办ꎮ １９３９ 年撤到陕西宜川秋林镇后ꎬ牺盟总会党组统一

领导牺盟总会、第二战区政治部、山西绥署政治部及牺盟会和新军的宣

传机关黄河出版社工作ꎬ赵石宾任«牺牲救国»和黄河出版社总编辑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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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则«牺牲救国»、黄河出版社整个办报办刊都置于中共领导之下ꎮ 晋西

事变后各类统战刊物纷纷停办ꎬ赵石宾从宜川经延安到达晋西北ꎬ党员

身份由秘密到公开ꎬ担任中共晋西区党委宣传部编审科科长ꎬ开始筹办

根据地文化事业ꎬ«抗战日报»创刊后成为第一任总编辑ꎮ (山西日报新

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２８３—２８５)至于各县动委会办报办刊ꎬ既然其是八路军

和中共地方组织推动成立并由中共党员担任领导ꎬ故这些刊物虽“对外

说话方面就有些讲究”而所发出的无疑是共产党的声音ꎮ 总之ꎬ战动总

会、牺盟会、山西新军这一时期所办报刊与共产党组织所办刊物一样都

是中共宣传和动员工作的组成部分ꎬ在 １９３７—１９３９ 年国共合作蜜月期ꎬ

这些统一战线报刊实为中共不方便出面说话时的“代言人”ꎮ

２. 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创刊

太原沦陷后ꎬ阎锡山完全丧失对晋东北、晋东南地区军事行政控制ꎬ

根据当时中共华北局对各地党组织指示ꎬ在这些既“未被敌人占领”又无

“友军友党和其他政治团体”需要联合的地区ꎬ共产党和八路军可独立地

发动并领导群众运动而无须顾忌阎锡山或其他势力ꎬ故晋察冀根据地

１９３７ 年底创办«抗敌报»、华北局 １９３９ 年初在晋东南创办«新华日报»华

北版ꎮ 而同蒲路以西地区则大不一样ꎬ阎锡山退守的晋西南地区活跃着

八路军一一五师和总政民运部ꎬ八路军一二○师驻扎的晋西北地区不但

有第二战区部队且存在阎锡山政权ꎬ中共在上述统战地区须应对复杂情

况、处理微妙关系、把握彼此平衡ꎬ公开以党报形式对民众进行宣传动员

难免有“赤化宣传”之嫌ꎬ影响与阎锡山的统战合作ꎮ 因此ꎬ转移到太岳

的北方局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ꎬ晋西南区党委机关报«五日时事»只

能“作为区党委和下面联系的渠道”存在ꎬ更多时候以战动总会和牺盟会

刊物代言发声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１６２)

１９３９ 年底发生的晋西事变虽因统一战线需要而和平处理ꎬ但双方本

就脆弱的互信出现更深裂痕ꎬ作为统战工具和双方合作桥梁的牺盟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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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动总会被阎锡山撤销ꎬ新军表面上依旧拥阎抗日而实则成为中共领导

下的武装力量ꎮ 此时ꎬ一方面牺盟会和战动总会不再具备代言的合法

性ꎬ另一方面晋西北不再有友党友军存在ꎬ独立自主地动员和领导群众

不但可行且必须ꎮ 于是«新西北报» «五日时事»停刊ꎬ于 １９４０ 年“九一

八”纪念日创刊的«抗战日报»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诞生ꎬ尽管初

期仍以统一战线面孔出现ꎬ但随 １９４２ 年整风运动发动而与前大不相同ꎬ

它具有了坚强的党性ꎮ 正如贺龙所言ꎬ有了«抗战日报»ꎬ“我们的阵容更

整齐了ꎬ我们的力量更雄厚了ꎬ我们的精神更焕发了ꎬ我们的意志愈加成

为不可战胜的了”ꎬ“抗战日报有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ꎬ广布

新民主主义的光华ꎬ团结着全晋西北的群众ꎬ奋斗前进”ꎮ (贺龙ꎬ１９４１)

至此ꎬ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ꎬ晋察冀、太行、太岳、晋绥四大党报同声相应

的大格局形成ꎬ共产党办报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ꎮ

二、从“三三制”到“在地化”:晋绥“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ꎬ该地区基本是一个文化沙漠ꎬ知识分

子凤毛麟角ꎮ 据中共晋西区党委统计资料显示: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ꎬ在区

和分区干部中ꎬ大学生和文盲半文盲各占 １０％ 左右ꎬ各县县长六成以上

为中学学历ꎬ县里干部 ５０％以上是小学毕业ꎬ各区区长 ７０％ 以上是小学、

２.６％是文盲ꎬ村干部则以文盲半文盲为主ꎮ (岳谦厚、董春燕ꎬ２００９)而成

功的群众运动必然是思想上觉悟了的群众的自觉运动ꎬ群众的觉悟离不

开宣传ꎬ宣传不能没有报纸ꎬ办报又需报人ꎮ 晋绥本地知识资源先天不

足ꎬ故 １９４０ 年初«抗战日报»筹办时ꎬ尽管中共组织及其武装力量扎根于

此已两年有余ꎬ牺盟会和战动总会从太原及全国各地带来不少知识人

才ꎬ其依然面临“一个编辑和一个记者甚至比一个有实际工作才能的干

部还要缺乏”的困境ꎮ (廖井丹ꎬ１９４１) «抗战日报»出版时只有少数几个

编采人员ꎬ专门记者仅三两人ꎮ 八年后的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晋南全境解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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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日报»社即从«晋绥日报» «晋绥大众报»两报编辑部抽调郁文、阮

迪民、邵挺军、张惊秋、富文等一批骨干力量南下晋南工委创办晋绥根据

地第一份城市报纸«临汾人民报»(后名«晋南日报»)ꎮ 而此时经过多年

惨淡经营之后ꎬ中共在晋西北当地培养起来的一大批新闻人才已堪当大

任ꎬ由于其及时递补ꎬ虽然两张报纸变成三张ꎬ但依然正常出版ꎮ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ꎬ«晋绥日报»终刊ꎬ全体编辑人员及印刷发行骨干再度南下ꎬ与先期

创办«临汾人民报»的人马会师临汾后兵分三路各赴使命ꎮ 一路由太原

绕道武汉随二野西向入川ꎬ在重庆创办西南«新华日报»及新华社西南分

社ꎻ另一路随第十八兵团由陕西入川创办«川西日报»ꎻ第三路随一野挺

进西北先后创办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党报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

１９９２:４８、６６、６８)此时ꎬ继续留守晋西北«晋绥大众报»的ꎬ除总编辑张友

外基本上都是各县调来的县委通讯干事ꎬ清一色晋西北口音ꎬ当年 ７ 月

«晋绥大众报»终刊后其一部分南下ꎬ另一部分参与«山西农民报»的创

办ꎮ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２４６)因此ꎬ«抗战日报»不仅是中共在

晋绥根据地进行社会思想动员的“意识形态部队”ꎬ其自身发展壮大本身

就是中共在晋西北社会动员的成果之一ꎮ

１.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抗战日报»最初的新闻业务人员来自五湖四海ꎬ但除交城籍的常芝

青和保德籍的陈之向外ꎬ无一个晋西北人ꎮ 这批最初的播火者无论是从

军队或地方政权中抽调来的“老革命”ꎬ还是从大后方“万里赴戎机”并

在延安经过马列学院、抗大、陕北公学、鲁艺培训后派到晋绥的“新青

年”ꎬ绝大多数是外乡人ꎮ 可以说ꎬ中共在晋西北新闻事业最初的火种是

从外部移植而来的ꎮ 在«抗战日报»先后担负领导工作及参与创办该报

的骨干业务人员有赵石宾、常芝青、廖井丹、周文、郝德青、赵仲池、穆欣、

郁文、高丽生、阮迪民、汪涛、高锡嘏、陈之向等人ꎬ考诸其履历不难发现ꎬ

这批新闻精英大多是中共在 １９２７ 年之后国共对立时期组织动员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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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见下表)ꎮ

«抗战日报»历任领导

姓名　 　 籍贯　 入党时间　 学历　 　 　 　 　 　 所任职务

赵石宾 山西 １９３３ 年 国立山西大学 总编辑

常芝青 山西 １９３２ 年 北京平民大学 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总编、

社长

廖井丹 四川 １９３７ 年 西南大学 社长

郝德青 山西 １９２８ 年 北平师范大学 社长

赵仲池 山西 １９３３ 年 天津北洋大学 总经理

周文 四川 １９３０ 年 川康边政训练所 社长

陈之向 山西 １９３６ 年 太原第一师范 党支部书记

资料来源: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１９９２)ꎻ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１９８５)ꎻ

康溥泉(２００５)ꎻ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２００３)ꎻ 张稼夫口述ꎬ束为、黄征整理

(１９８４)ꎻ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１９９７)ꎮ

相关史料表明ꎬ«抗战日报»领导层虽此前或多或少都有过办报办刊

新闻从业经历ꎬ如赵石宾和穆欣等人ꎬ他们与大后方著名报人相比毫不

逊色ꎬ但这些人中无一人是职业报人ꎮ 常芝青担任过战动总会除奸干事

和抗日游击县长ꎬ廖井丹和郝德青担任过新军指挥员ꎬ赵仲池指挥过对

日作战ꎬ赵石宾是牺盟会中共组织骨干ꎬ周文参加过“左联”领导工作(中

共山西省委组织部ꎬ２００３:５６)ꎬ故与其说他们是报人或文化人而勿宁说

他们都是职业革命者ꎬ至于革命的方式是扛枪还是抓笔则视组织需要而

定ꎮ 总之ꎬ在他们身上ꎬ共产党人与报人、革命与办报是“体” “用”关系ꎮ

同时ꎬ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在青年时代参加过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ꎬ通

过中共领导下的外围团体如左联、共青团、学生会等被发展为党员ꎬ除廖

井丹外其余 ６ 人均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国共对立时期从事过白区地下工作ꎮ

(穆欣ꎬ２００７)也就是说ꎬ他们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就已经历过殊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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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验并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ꎮ 廖井丹入党晚些ꎬ但红军长征

时期就在四川组织过红军之友社ꎬ全国抗战初期已是中共在新军中的骨

干ꎮ (李洪启ꎬ１９８７)这批知识分子不但是开辟建设根据地的文化先锋、

带动新进的党外知识分子政治素质提升的关键支撑ꎬ同时也是在根据地

撒播新文化种子的拓荒者和开展新闻事业的奠基人ꎮ

２.“三三制”与«抗战日报»首发阵容

１９４０ 年是晋绥根据地建设的分水岭ꎬ此前在该地区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国共统一战线关系随晋西事变结束而被双方南北分治的新格局

取代ꎮ «抗战日报»在 ９ 月 １８ 日创刊则使这一年又成为根据地新闻事业

的分水岭ꎬ之前的«五日时事»原本是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机关报ꎬ事变后

才迁到晋西北继续出版ꎬ«新西北报» «牺牲救国»虽受中共实际控制ꎬ但

毕竟以战动总会和牺盟会名义即第二战区的牌子刊行ꎮ 因此ꎬ«抗战日

报»的创刊标志着中共在晋绥根据地开始独立发声并努力以自己的意识

形态引导社会生活ꎮ

«抗战日报»筹备和初创时期因人员很少ꎬ不但采、写、编之间无明确

分工ꎬ各层领导与基层一线间亦无明显界线ꎬ是一种所有人做一切工作

的状态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６６)工作人员中除前述赵石宾、廖

井丹、赵仲池、陈之向等人外尚有下列人员:

穆欣是采访通讯部第一任主任ꎬ亦是根据地大笔杆子ꎮ 穆系河南扶

沟人ꎬ最高学历是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ꎬ故一直视«抗战日报»为

“我的大学”ꎮ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９７)１９３７ 年ꎬ他到山西的第

一站是牺盟会军政训练班ꎬ７ 月入党ꎬ后到决死二纵队做政治工作ꎮ １９３８

年ꎬ他随部队调往第六专署ꎬ因在学校读书时给报纸写过新闻、通讯ꎬ专

署就将创办报纸之事交给他ꎮ ６ 月 ７ 日ꎬ«战斗周报»在汾西创刊ꎬ９ 月 １

日更名«战斗三日报»ꎬ一年后印数由 ２００ 份增加到 ２０００ 份并改间日刊ꎮ

报社附设战斗通讯社ꎬ供稿单位最初仅限«牺牲救国» «政治周刊»等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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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国讯»

月刊、重庆«新华日报»、各战区«阵中日报»«前线日报»等都大量采用该

社新闻ꎮ (穆欣ꎬ１９３９)由于作为“西战场”的山西前线举世瞩目ꎬ该社深

受中外新闻界关注ꎬ“所发稿件虽然数量有限ꎬ水平不高ꎬ还是受到有关

报刊的欢迎”ꎮ １９３９ 年春ꎬ经六专署、中共洪赵特委、决死二纵队、中共设

在牺盟会洪赵中心区的党组织同意ꎬ穆欣又接受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通讯

社吕梁分社社长一职ꎬ该社由第二战区司令部秘书梁延武任社长ꎬ除山

西各地外在香港、重庆、成都等地设有分社ꎬ一时人才济济ꎬ常芝青、段

云、仓夷等均参与其中ꎮ “在山西政局逆转之前ꎬ民革总社所编发的电

讯、通讯稿件ꎬ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反映山西前线的战争面貌ꎬ比较客

观公正地报道八路军三大主力进入山西战场以后ꎬ在山西新派和人民群

众支持下ꎬ依据太行山、五台山、吕梁山、管涔山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情况ꎬ

起了有利于团结抗战的作用ꎮ”(马明ꎬ１９９９:２０—２４)晋西事变爆发后ꎬ穆

欣于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到达延安ꎬ此前曾邀其加盟国际新闻社的范长江从重

庆通过内部交通捎来一封长信称ꎬ经周恩来同意ꎬ国新社将在晋西北设

立分支机构ꎬ拟由穆欣任特派员兼通讯站主任ꎮ (穆欣ꎬ１９９２:３５９)国新

社是全国抗战初期在中共领导下建立的新闻通讯社ꎬ总社在桂林ꎬ重庆

设办事处ꎬ香港设分社ꎬ各重要地区设通讯站ꎬ受中共南方局领导ꎬ社内

有党支部ꎬ１９４１ 年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查封ꎮ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ꎬ穆欣到达晋

西北后一边参与筹办«抗战日报»ꎬ一边为国新社采访ꎬ报纸创刊前的 ８

月 １ 日国新社晋西北通讯站正式成立ꎮ (马明ꎬ１９９９:２５—２６) «抗战日

报»创刊之前ꎬ作为革命者的穆欣党龄虽仅 ３ 年ꎬ但作为记者已有过独立

支撑一个颇有影响力的通讯社和一张堪称优秀的战地报纸的经验ꎬ并担

任过或仍担任两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通讯社的地方负责人ꎬ在«抗战日

报»内部可与之比肩者ꎬ除赵石宾外恐无他人ꎬ故穆欣成为该报最重要的

业务部门之一的采访通迅部首任主任ꎮ

高丽生是«抗战日报»筹办时的骨干ꎬ亦是报纸初创时为数不多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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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一ꎬ１９４７ 年关于刘胡兰的报道即是其从来稿中发现、整理并及时编

发的ꎮ 高是广东人ꎬ自幼家贫ꎬ只上到中学ꎬ少时通过邹韬奋主编的进步

刊物接受新思想ꎬ中学毕业后受到革命报人冯剑南影响ꎬ参加其组织的

抗敌救亡同志会ꎮ 全面抗战爆发后入党ꎬ１９３８ 年辞去小学教职ꎬ从广东

奔赴延安并进入抗大学习ꎬ其间因文才而受关注ꎬ有不少作品在延安报

刊发表ꎮ １９３９ 年冬被派往晋西北ꎬ在赵石宾、常芝青领导下筹办«抗战日

报»ꎬ后曾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副社长、总编辑ꎬ１９４９ 年该报停刊后随刘

邓大军挺进大西南ꎬ并在廖井丹任社长的新华社西南总分社任副社长主

持日常工作ꎮ (黄羡章ꎬ２０１６)

另一位业务骨干是被毛泽东称为“当代梁山阮氏兄弟”的阮迪民ꎬ从

«抗战日报»到«晋绥日报»要闻版一直由其主持ꎮ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

部ꎬ２００３:１０８)其是«抗战日报»接生者之一ꎬ１９４０ 年 ３ 月晋西区党委决

定停办«五日时事» «新西北报»并着手筹办铅印新报时ꎬ阮就是赵石宾

和常芝青班底成员ꎬ直到 １９４８ 年临汾解放ꎬ该报抽调人马筹办«临汾人

民报»时才离开晋西北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４８)和高丽生一

样ꎬ阮迪民未上过大学ꎬ战前是小学教师ꎬ在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上学

时深受陶行知进步思想熏陶ꎬ全国抗战爆发后从临安老家千里奔赴山西

前线ꎬ在民族革命大学入党ꎮ 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二战区政治部宣训科编

辑«政治工作» (后名«黄河战旗»)ꎬ晋西事变后奉组织指令撤回延安ꎮ

(李振水ꎬ１９９０:５０２)阮的这一段履历与赵石宾重合ꎬ当时赵作为中共设

在牺盟会的党组成员ꎬ任宣训科副科长ꎬ负责«政治周刊»等刊物ꎬ晋西事

变后经延安到达晋西北ꎮ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１２５—１３３)赵石

宾筹办新报ꎬ老部下阮迪民成为其左膀右臂ꎮ

汪涛于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老家广东汕头潮阳县参加青抗会并任乡

抗日工作团主任、抗日短期小学校长ꎬ１９３８ 年与新婚妻子石虹经香港到

广州ꎬ并经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介绍到延安ꎬ同年入党ꎮ １９３９ 年被派到晋

西北ꎬ１９４０ 年夏秋之际报纸还未创刊就已受赵石宾派遣以“特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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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到晋绥八分区采访ꎮ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２８５)

«抗战日报»创刊前就已牺牲的筹备者高锡嘏是山西榆次人ꎬ出生士

绅之家ꎬ未受系统教育ꎬ当过学徒和兵工厂描图员ꎮ １９３６ 年秋牺盟会成

立初即加入ꎬ同年加入中共组织ꎮ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日军轰炸太原时负伤ꎬ次

年任民族革命大学政治指导处宣传科长ꎬ参与校刊编辑工作ꎬ是该校中

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ꎮ 晋西事变后ꎬ高锡嘏奉命组织中共党员、牺盟

会员和进步师生撤回晋西北和延安ꎮ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调到晋西北参加«抗战

日报»筹备工作ꎬ之后被派到八分区组织通讯网络并购买印刷设备和器

材ꎬ因汉奸告密在汾阳被日军杀害ꎮ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２８６—

２８８)

上述 ９ 人组成«抗战日报»从筹备到初创时期新闻业务方面的基本

阵容ꎮ 其中ꎬ全面抗战爆发前即有大学学历者 ３ 人ꎬ余为抗大、陕公等培

训过者及师范学校或相似学历者ꎬ这在整个根据地独一无二ꎮ 虽然新闻

业务水平有别ꎬ但除高丽生外均有办报办刊经历ꎮ ９ 人全是中共党员ꎬ且

绝大部分在入党前参加过中共领导或受中共宣传影响的学运或其他形

式的救亡活动ꎬ这亦是战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加入中共组织的途径ꎮ

(黄羡章ꎬ２０１６ꎻ李振水ꎬ１９９０:５０２ꎻ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１２５—

１３３)从«抗战日报»首发阵容看出ꎬ这一时期由于中共在晋西北培养知识

分子的行动尚在初始阶段ꎬ从各地奔赴包括晋西北在内的华北各根据地

的知识分子数量有限ꎬ大批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尚在后方的抗大、

陕公、鲁艺、中央党校等“熔炉”锻造ꎬ故此时在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

日报»新闻队伍中ꎬ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并入党的知识分子仅占 １ / ３ꎬ而

战前入党者占 ２ / ３ 的绝对多数ꎮ 在此 ２ / ３ 中ꎬ国共对立时期储备的固有

文化人才和战前通过牺盟会等统一战线组织新近发展的知识人才各占

半数ꎬ从而形成三个时期各 １ / ３ 的人员构成ꎮ

三类知识人才共同组成的队伍因资历和业务水平不同而呈现出有

规律的梯次结构ꎮ 首先ꎬ国共对立时期入党的固有知识分子不但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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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经验丰富且大多学历较高ꎬ多数处于领导层ꎮ 其次ꎬ战前通过统一

战线发展的知识分子ꎬ因 １９３７—１９４０ 年间复杂的军事文化斗争的考验ꎬ

各方面均比较成熟ꎮ 因此ꎬ名牌大学毕业、入党较早又在决死纵队担任

过指挥员、后在中央党校进修并在中央机关和晋绥军区锻炼过的廖井丹

被任命为社长ꎬ而抗战初即从事新闻工作并对通讯社和报纸稔熟ꎬ且对

大后方国统区、阎统区和根据地新闻事业比较了解的穆欣被任命为«抗

战日报»最核心的业务部门采访通讯部的主任ꎮ 最后是全面抗战爆发后

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ꎬ其虽在延安接受抗大、陕公培训教育或在实际工

作中积累了初步业务技能并入党ꎬ但这些人斗争经验不足ꎬ还须在实践

中不断磨炼ꎬ对于办报或只有初浅技能或新闻经历为零ꎬ如汪涛在«抗战

日报»筹备阶段被赵石宾安排组建资料室时ꎬ对“资料”为何物尚不知ꎮ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５０、１２８)因此ꎬ一般只能作为基层和一线人

员使用并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培养提高ꎮ 总之ꎬ«抗战日报»筹备和初创

阶段的人员ꎬ无论是国共对立时期动员和储备的固有文化人才ꎬ还是抗

战前后来到延安或山西并加入中共组织的知识青年ꎬ都已根本不同于传

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ꎬ他们都是有着自觉身份认同和阶级归属的有机知

识分子ꎬ这个由革命政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办报集体ꎬ在根本上

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所创办的同人报纸ꎬ后者更多出于泛泛的政治理

想ꎬ前者则是为了直接的战斗目的ꎮ 换言之ꎬ它不仅是一张报纸ꎬ更是一

种武器ꎬ他们不仅组成一个报社ꎬ更组成一支意识形态部队ꎬ正如贺龙在

该报创刊一周年纪念刊上的署名文章«强有力的武器»所称:“我们多了

一个抗战日报ꎬ就是增加了一种新的装备ꎬ使我们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ꎬ

保卫晋西北抗日根据地ꎮ”(贺龙ꎬ１９４１)

３.«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ꎬ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华北各根据地报纸数量多、质量差

的问题提出批评ꎬ要求除必办一种政治报纸和一种通俗报纸外ꎬ须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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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精力放在报纸质量而非数量上ꎮ 关于质量问题ꎬ要求各地除加强通讯

工作以使报纸更好地反映当地实际外ꎬ须想方设法搜集并有计划地培养

专业新闻干部以解决人才紧缺问题ꎮ① 就«抗战日报»而言ꎬ初创时期四

个版面中ꎬ二、三版全部刊登国内外新闻ꎬ第四版副刊上发表和转载一些

与本地无直接关系的大块头文章ꎬ本地新闻仅占第一版除社论外的版

面ꎮ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ꎬ如编辑部缺乏在根据地办报经验ꎬ而在

办报方针上沿袭城市做法ꎬ但主因在于人手紧张导致写稿缺人、基层无

根导致无稿可写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７)要纠正中宣部所批评

的“无的放矢和空谈的缺点”ꎬ并解决“质量差”和“形式铺张、内容贫乏”

等“严重弱点”ꎬ就须在地方稿源上下功夫ꎮ② 而在广泛的通讯网络建设

起来之前ꎬ稿源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培养更多的编辑记者ꎮ

事实上ꎬ在中宣部指示之前ꎬ中共晋西区党委和«抗战日报»社就意

识到上述问题ꎬ并开始为新闻地方化努力ꎮ 首先是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和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两次改版ꎮ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１ 日第一次改版后一版仍是社论和要闻ꎬ

四版副刊仍是专文ꎬ但对二、三版做了较大调整ꎬ之前两个版面均为国际

国内新闻ꎬ改版后二版为国内国际混合新闻ꎬ三版全部刊登地方新闻ꎬ也

就是地方新闻除原有第一版部分版面外又增加整整一个版面ꎮ ９ 月ꎬ在

报纸创刊一周年之际ꎬ«抗战日报»进一步要求:除地方新闻必须联系根

据地实际外ꎬ国内新闻须“按照根据地的特点”以是否有利于“推动晋西

北军民的斗争”为方针ꎬ副刊首先要反映当地实际ꎬ其次再讲文字水准ꎮ

此时ꎬ«抗战日报»已将新闻采编工作聚焦于当地ꎮ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第

二次改版后ꎬ头版由社论和要闻变成“地方重要新闻和社论”ꎬ第四版副

刊要么讨论地方各种实际工作、要么是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文学作

品ꎬ地方化的编辑指向更明确且对地方新闻和国际国内新闻版序进行对

调ꎬ地方新闻放在第二版、国际国内新闻放在第三版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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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ꎬ１９９２:７、８、１０)当天社论«为改版告读者»称:“作为根据地的报纸ꎬ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能针对根据地实际情形ꎬ团结广大人民ꎬ组织一切力

量ꎬ以实现根据地的政策法令和工作任务ꎮ”并向读者承诺今后的努力将

从当下不足开始ꎮ① 与此同时ꎬ为有效获取来自基层和各地的信息ꎬ«抗

战日报»创刊不久即开始通讯队伍建设的努力ꎬ并于 １９４１ 年春成立采访

通讯部ꎬ采通部下设通讯联络科ꎬ专门负责与通讯员联系ꎮ (晋绥日报简

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８３)在报纸出版到第一年头上时ꎬ通讯员数量达到 ３００

多名ꎬ但初期通讯网络建设并非依靠党组织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普遍化

的行为ꎬ而是记者以报社名义个别开展工作ꎬ因此分布不匀ꎬ许多边缘县

乡通讯员很少ꎬ当地情况反映不上来且许多通讯员只挂名不写稿ꎬ整体

通联工作效果不理想ꎮ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２２)１９４１ 年 １ 月ꎬ全

边区共有 ５０ 多个通讯员ꎬ但报社全月只收到通讯员来稿 ３７ 件ꎮ (晋绥

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８３)即使到一年半之后的 １９４２ 年秋季本地新闻仍

有 ２ / ３ 由专职记者采写ꎬ这种情况到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晋绥分局«关于抗战

日报工作的决定»发表后才逐渐改观ꎮ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２２)

４. 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１９４２—１９４８ 年虽经抗战胜利、报纸更名ꎬ采编人员时有出入ꎬ如社长

廖井丹赴东北办报、周文调重庆«新华日报»、１９４７ 年部分采编人员赴各

地参加土改工作团后ꎬ由«晋绥大众报»抽调邵挺军等人补缺ꎬ以及部分

人员从延安和晋绥边区其他部门零星调入ꎬ但人员规模并无大变化ꎮ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晋南解放ꎬ因抽调人员南下筹办«临汾人民报»ꎬ包括采通部

主任兼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社长郁文、负责地方新闻的阮迪民、负责副刊

的殷白、骨干记者邵挺军、吕梁分社社长富文、记者林夫和朗可(王充)等

１０ 余名新闻干部ꎬ«晋绥日报»出现严重人员缺口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

会ꎬ１９９２:４７)为保证报纸正常出版ꎬ一批基层宣传干部和通讯员调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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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补缺ꎮ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２４６)据苗振青回忆ꎬ先后调来的

有兴县闫玉、岚县柴钟荣、崞县刘宗武、神池陈良柱、保德康溥泉以及苗

振青本人共 １０ 余人ꎮ (康小明、康为民ꎬ２００７:９４)新闻采编人员既是文

化人才又是技术干部ꎬ从人才培育角度讲ꎬ首先须具备一定知识基础ꎬ然

后才有新闻采编业务的不断熟练ꎮ 如此之短的时间内 １０ 多名晋西北本

地干部密集进入报社采编岗位ꎬ这既有«抗战日报»多年来建立健全通讯

网络、发现培养优秀通讯员的持续努力ꎬ更离不开中共在根据地建设中

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对本地文化人才的培养ꎮ 据康溥泉回忆ꎬ晋绥二中

校长范若愚在北平上大学时就在«世界日报»做过记者ꎬ在二中时曾为学

生讲授新闻学常识并经常为«抗战日报»撰写散文、杂文、通讯、论文ꎬ“在

校长的耳濡目染之下ꎬ许多同学学会了写新闻ꎬ爱上了党的新闻工

作在我的人生道路上ꎬ我得到了两个好老师ꎬ第一个老师是晋绥二

中ꎬ它教导我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ꎬ把自己的终身交给无产阶级的先

锋队共产党ꎮ 第二个老师是晋绥日报ꎬ它教给了我一种为党、为人民工

作的具体知识和本领”ꎮ (康溥泉ꎬ２００３)可以说ꎬ这是晋绥根据地新闻事

业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本地知识人才的成长之路ꎮ

在“第一个老师”普遍的正规的学校教育基础上ꎬ“第二个老师”的

职业技能教育才有用武之地ꎮ «抗战日报»对通讯员的传帮带ꎬ主要包括

不定期的新闻训练班和针对性的培养物色ꎮ 报社新闻研究班经常举办ꎬ

学员一般都是各县抽调来的宣传文化干部或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积极

通讯员ꎬ马列主义新闻理论一般由报社组织学员自学ꎬ新闻常识由报社

领导及有关科室负责人授课ꎬ关键是实习操作ꎬ主要学习修改和处理通

讯员来稿ꎬ先由采通部通讯科具体指导ꎬ逐渐过渡到自己动手独立操作ꎮ

学员能独立胜任稿件处理工作后ꎬ就被安排在通讯科工作ꎬ原通讯干部

则抽调到采访或其他岗位ꎬ等下一批通讯员入职时上一批再依次递进ꎮ

通过这种办法ꎬ«抗战日报»培养了不少新闻干部ꎬ１９４１ 年从决死二纵调

到«抗战日报»的曾孚即是例子ꎮ 曾虽是只有小学文化的部队通讯员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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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办报经历且热爱写作ꎬ培训期间成绩优异ꎬ几百个速记符号掌握无误ꎬ

培训 ３ 个月后直接留用ꎬ由扛枪兼写作的“二杆子”变成专业“笔杆子”ꎮ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１３１、１６９—１７０)

另一个办法是从通讯干事中物色ꎮ 通讯干事不仅是各地通讯网络

的骨干ꎬ且新闻业务较一般通讯员熟练ꎬ«抗战日报»对这些骨干的培养

十分重视ꎮ 稿件无论采用与否都要求通讯科以信函方式回复ꎬ采用的说

明原因并指出不足ꎬ不采用的要指明缺点和注意事项ꎮ 记者下去采访ꎬ

和通讯干事一起活动、一起写稿ꎬ当面帮助指导ꎮ 当这些通讯干事成长

起来后ꎬ报社有计划地从中物色人选充实采编队伍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

委会ꎬ１９９２:６８)可以说ꎬ对«抗战日报»新闻队伍而言ꎬ各地通讯干事和优

秀通讯员是一个后备人才库ꎮ １９４８ 年一次性从各县调来 １０ 多名通讯干

事足以说明ꎬ以根据地教育事业为支撑ꎬ经过报社多年经营ꎬ覆盖全区的

通讯网络不但具备强大的信息供应能力且为报社储备了数量可观的后

备人才ꎮ

三、全党办报:«抗战日报»通讯网络的构建

(一)融入中共组织

从今天的视角观之ꎬ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可以说缺乏技术含量———粗

糙的马兰纸、劣质的油墨、落后的印刷设备、“傻大黑粗”的面孔、扫盲级

别的文字技巧、下里巴人的村言野语ꎬ然后人背马驮送到深山沟里那些

有时种地有时扛枪且长满老茧的手中ꎬ最后还得念出来才能被理解ꎮ 这

些文盲遍布的穷乡僻壤ꎬ理论上讲不具备媒体生存的基本条件ꎬ既缺少

作者又缺乏读者且原本亦无信息需求ꎮ 但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政

权不可思议地“创造”了作者、“创造”了读者ꎬ同时“创造”了普通民众对

报纸的需求ꎬ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一大奇迹ꎮ 奇迹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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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是中共的群众路线ꎬ及在这条伸向社会底层的道路上各级组织和党

员干部所表现出的决心、勇气和执行力ꎮ 正是凭着这些ꎬ中共成功地在

文化薄弱、技术落后的根据地编织起一张“人力密集型”通讯网络ꎬ这个

网络既是边区社会的感知神经和传导神经又是社会的效应器官ꎬ在中枢

和末稍之间发挥刺激、反射、协调、整合作用ꎮ 正因其不是一般意义上独

立的且在某种程度上又处于孤立状态的新闻传播活动ꎬ而是作为有机体

的一个功能器官深刻地内化于党的组织机体ꎬ其社会功能远远超出一般

意义上的新闻活动范畴ꎮ 换言之ꎬ渗透社会底层、融入民众之中ꎬ对«抗

战日报»及中共其他根据地创办的报纸而言ꎬ群众路线是其真正的技术

含量ꎮ

１. 党报姓党: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虽然文化教育的各门类各有其重要性ꎬ但报纸这一内容更通俗化、

形式更大众性、接受更少障碍、传播更广泛的意识形态传输载体显然具

有不可替代的价值ꎮ 全国抗战初期ꎬ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党报问题给

地方党委的指示»ꎬ要求在秘密工作状态已结束的新条件下必须纠正过

去观念ꎬ在公开状态下应重视报纸、阅读报纸、研究报纸ꎬ并要求各地“尽

一切力量来帮助«新华日报»ꎬ以达到加强报纸与群众的联系ꎬ如帮助建

立通讯工作ꎬ帮助建立读者会”ꎮ (穆欣ꎬ１９９２:９)１９４１ 年 ７ 月中共中央

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不仅对干部培养和通讯工

作提出要求ꎬ而且对各根据地哪些报纸必须办(如机关报和通俗报)、哪

些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均作出具体指示ꎬ同时建议通过党校教育

培养新闻人才ꎮ① １９４２ 年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进一步明确这是

党的中心工作之一ꎮ② 显然ꎬ对中共党的工作而言ꎬ报纸并非一般意义上

的新闻产品ꎬ亦非简单意义上附着于主体工作的宣传教育工具ꎬ正如«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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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日报»１９４４ 年一篇社论所言:报纸的功能不单是广而告之的宣传ꎬ是

“深入的组织工作”ꎮ① 言外之意ꎬ报纸不是整个系统的“外挂” 或“附

件”ꎬ而是作为这一系统的核心程序有机地内化于各项工作ꎮ 党报则通

过这样的有机内化ꎬ以党的代言人身份获得言论权威的优势地位ꎬ在中

共执政地区这种权威既是排他的又是垄断的ꎬ党报因此站在独一无二的

高度成为引导舆论的意见领袖ꎮ

根据地时期中共报纸并不限于对外宣传动员ꎬ特殊情况下又是党内

工作文件———不带红头和编号的文件ꎮ 晋西事变之前的«五日时事»作

为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机关报就是区党委和基层组织联络的渠道ꎬ一些党

内可以公开的指示经常通过报纸传达ꎬ党报文章及其权威性类同于上级

组织文件ꎮ 实际上ꎬ虽然«五日时事»只是一张八开四版、五日一刊的小

报ꎬ但编辑出版流程的严格程度不亚于党委文件ꎬ当时区党委宣传部长

张稼夫不但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评ꎬ且每次审阅全部稿件ꎮ «抗战日报»创

刊时晋西北虽由国共并存变为中共主导ꎬ但仍处日伪包围之中ꎬ由于持

续不断的“扫荡”ꎬ根据地边界时伸时缩、面积时大时小ꎬ最严峻时有效控

制范围仅限于腹心地区数县ꎬ在边缘地区因敌我错处的复杂环境ꎬ许多

党组织和政府机构驻地秘密且行踪无定、沟通不便ꎮ 在此情况下ꎬ报纸

经常就是上级文件ꎮ «抗战日报»社在每个专区都派有常驻记者ꎬ由于其

都在各地独立活动ꎬ很难随时与报社联系ꎬ所到之处在政治上、组织上须

受所在地党委领导ꎮ 同时ꎬ因报社采通部与新华社晋绥分社是一套人

马ꎬ各专区外派记者都配有收发新闻电讯电台、手摇发电机、收发报员和

译电员ꎬ既拍发当地新闻也抄收延安新华社电讯稿并负责将重要新闻抄

送地区党委ꎬ以便党委了解中央工作部署等重要信息ꎮ (晋绥日报简史

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７０、１６１—１６３)由此可见ꎬ«抗战日报»外派记者既是上级党

委派来的宣传干部又是各地党委的工作助手ꎮ

事实证明ꎬ在这些对敌斗争复杂的地区ꎬ即使以党报这样相对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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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作为上情下达、下情上知的渠道亦面临重重困难ꎮ 因此ꎬ为适应

对敌斗争需要ꎬ报社制定外出采访的“非常”流程:记者到基层采访属于

组织行为ꎬ须通过报社地委县委层层转交组织关系ꎬ然后基层党组织派

人陪同ꎬ不经此程序新闻记者不可能在敌占区或游击区找到处于秘密状

态的党组织和地方政权ꎬ即便找到亦不可能接受被采访ꎻ对记者和采访

对象之间组织派来的陪同人员只作口头介绍不留文字ꎬ同时为防意外发

生导致组织机密外泄ꎬ记者采访不做记录ꎬ写成稿件后底稿烧毁而不留

痕迹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７５)在此条件下ꎬ记者工作与地下工

作别无二致ꎬ且新闻工作者与地下工作者一样随时面临危险ꎮ 如 １９４０

年记者汪涛赴八分区清太徐县采访ꎬ穿越铁路进入敌占区后与专署其他

人员失散ꎬ后在当地群众掩护下才与区村干部取得联系并脱险ꎮ (山西

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１３１)采访人员之外ꎬ负责送报的交通员与敌遭遇

后为保护报纸开枪战斗的事件时有发生ꎬ离石交通员李人和甚至壮烈牺

牲ꎮ (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ꎬ１９９７:２２８)可以说ꎬ在上述地区报

社记者和交通员所采集和传送的并非常规意义上的新闻ꎬ而是开展党的

工作所需要的公开情报ꎮ 虽然抗战期间中共合法地位得到国民政府承

认ꎬ其组织工作由秘密状态变为公开ꎬ并适应新的条件建立了全国性或

区域性的党报党刊系统、承担起比秘密时期更大的宣传功能ꎬ但在敌后

根据地复杂的外部环境下ꎬ中共组织在许多地方并非完全公开ꎬ秘密时

期报纸的职能仍保持ꎬ既是宣传工具又是组织手段ꎮ 这一职责虽较一般

意义上的宣传功能显得狭窄ꎬ但对党组织的工作需求而言无疑更具刚

性ꎬ故只能通过高度有机化的媒体即党的机关报才能实现ꎮ

２.“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尽管特殊情况在局部地区存在ꎬ但«抗战日报»在中共独立主导的晋

西北毕竟是一张公开报纸ꎮ 除前述狭窄却刚性的功能外ꎬ更多时候主要

是作为党组织代言者面向社会发声ꎬ然这个功能并非自动实现ꎮ 该报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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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作为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ꎬ另一方面坚持

用党的方针政策来指导报纸编辑工作ꎬ但在创办之初对根据地的融入程

度和有机化水平并非尽善———内容上存在脱离根据地实际情况、形式上

存在超越根据地读者接受水平的问题ꎬ地方新闻量少质劣ꎬ大量新闻版

面用来刊登新华社国内国际稿件ꎬ即毛泽东批评的“为新华社办报”而非

“为晋绥人民办报”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１３)同时ꎬ社论几乎天

天有却多空发议论ꎬ与地方工作无关ꎮ 究其原因ꎬ一是人手不敷使用ꎬ创

刊初连每个区派驻一个常驻记者都做不到ꎻ二是因惯性作用ꎬ编辑记者

因袭城市办报思路ꎬ农村办报经验尚在探索阶段ꎻ三是通讯工作尚未发

展起来ꎬ无法充分发掘新闻资源ꎮ 三个原因互有关联ꎬ如因人手不足而

腾不出力量发展通讯队伍ꎬ因袭故法而未足够重视通讯网络建设并形成

群众办报理念ꎬ然脱离根据地实际而“为新华社办报”归根到底是因通讯

网络无力、地方稿源不足ꎮ 通讯网络问题则因初期只靠记者在采访中发

展通讯员ꎬ不但量少且分布不均ꎬ许多地方和部门无通讯员ꎬ许多通讯员

只挂名不写稿ꎮ 实际上ꎬ农村办报不同于城市ꎬ开门办报不同于同仁办

报ꎬ表现在晋西北ꎬ作者队伍是一个大问题ꎮ

虽然存在种种缺点ꎬ但绝不意味着初期的«抗战日报»作为党的机关

报是不成功的ꎮ 事实上ꎬ无论军事斗争方面的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报

道、政权建设方面对村选和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纠“左”报道ꎬ还是文化建

设方面对国民教育正规化、开展冬学、普及卫生工作的宣传ꎬ«抗战日报»

都可圈可点ꎮ 即便如此ꎬ毛泽东 １９４８ 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中所

称赞的生动局面远未出现ꎬ经常性存在的依然是该报编辑部在 １９４２ 年

整风运动中通过自查所认识到的“聋盲哑软”四种病症ꎬ即对群众呼声和

要求失聪、对各种问题失明、解释党的政策失声、批判和斗争无力ꎮ (山

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１７)可见ꎬ«抗战日报»作为中共晋绥分局机关

报或党组织代言人ꎬ与晋西北民众依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疏离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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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一纸«决定»: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党报有机化的实现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ꎬ一方面报纸须以党性为

指导而融入党的工作ꎬ另一方面党的各级组织须以报纸为坚强自身的重

要阵地、动员宣传的重要手段、各项工作展开的重要方式ꎬ并举全党之力

办报ꎮ 这两个方面互为前提ꎬ但从党报对党的依附性而言后者显然是前

者的基础ꎮ 作为党的机关报ꎬ其最基本的职责正如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

辑人员的谈话中所言ꎬ就是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实现

自己的利益而奋斗ꎮ 因此ꎬ关键并不在于报纸说什么ꎬ而是这种言说对

听到的人有什么作用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ꎬ它才上升为具有重大意义的

原则问题ꎮ 为此ꎬ必须建立相应的渠道和机制ꎬ以汲取过滤来自民间社

会的声音和意见ꎬ并对其进行基于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加工和技术处理ꎬ

在对这些意见传播中使党的声音成为舆论的“领唱者”甚至成为舆论本

身ꎮ 因此ꎬ它不仅是一个党发表意见的过程ꎬ亦不仅是一个党与民众交

换意见的过程ꎬ而是一个以党为中心统一意见的过程ꎮ

中宣部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通知提出ꎬ报纸反映生活(包括党的生活与群众

的生活)是一个党性问题ꎬ并明确要求党政军民负责人成为报纸作者ꎬ报

社要与党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ꎮ① １０ 月ꎬ成立伊始的中共晋绥分局作出

«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ꎬ称«抗战日报»是“体现

党和政府一切政策的有力工具”、是“对敌斗争的锋利武器”ꎬ亦是“根据

地党政军民的喉舌”“反映人民生活和要求的镜子”ꎮ «决定»将“忽视或

轻视”报纸、不懂得利用报纸指导工作ꎬ“没有为它写文章ꎬ写消息ꎬ写通

讯”ꎬ没有向不识字干部群众读报的问题ꎬ上升到党性高度ꎬ提出严厉批

评并要求迅速纠正ꎮ 为办好报纸、用好报纸、发挥报纸的宣传鼓动效能

和指导工作的作用ꎬ以教育干部和组织群众ꎬ晋绥分局要求:(１)从分局

到各级党委党团ꎬ要把办报作为重要业务定期讨论ꎬ讨论情况要定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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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分局ꎬ分局宣传部要将其作为工作检查之一ꎮ (２)各地委县委宣传部

长、军区宣传部长、军分区和旅宣传科长、团宣传股长须担任抗战日报特

约通讯员ꎬ与报社直接联系ꎮ 特约通讯员职责包括以下五项:第一ꎬ负责

组织所管辖地区和部队内通讯员ꎬ吸收具有写消息能力的干部担任通讯

员并具体帮助和领导通讯员如何收集材料写作稿件ꎻ第二ꎬ负责发动通

讯员及有抗战日报的机构或个人进行组织读报组工作ꎬ使每份报纸常有

一百人读到或听到ꎬ并反映报纸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影响和意见及对报纸

各个时期号召的响应ꎻ第三ꎬ负责供应抗战日报各种新闻材料或文章ꎬ并

组织同级党政军民学负责人及党外人士替抗战日报写文章ꎻ第四ꎬ负责

切实帮助抗战日报各地办事处、分销处ꎬ检查报纸赠送和发行情况并帮

助其改善健全ꎬ不得有停滞、缓慢、浪费等现象ꎻ第五ꎬ负责帮助抗战日报

派驻的记者了解情况并供给必要材料ꎬ使其采访工作便利ꎬ必要时帮助

解决工作上的其他困难ꎮ (３)各单位负责人有为报纸写稿的义务并对通

讯工作负有责任ꎬ同时要对通讯员投稿审阅签字并及时寄送ꎮ (４)凡党

员中经聘定或指定的抗战日报特约撰稿员均须遵守既定规约按期写稿ꎮ

(５)凡抗战日报派人前往各地购买印刷材料者各级党委党团应切实负责

帮助ꎬ如该社委托代购应负责完成任务ꎮ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ꎬ１９４２)晋

绥分局一纸«决定»为«抗战日报»发展了大批特约通讯员ꎬ从文件规定

上看ꎬ各地委县委和军区宣传部长、军分区、旅、团一级宣传科、股长以及

部分经县委宣传部推荐的区干部均在其中ꎬ不但数量上远远超过报社采

编人员ꎬ而且对各地各项工作的熟悉程度远非专业记者可比ꎮ

根据«决定»ꎬ全边区凡带“长”的人都负有为«抗战日报»发展通讯

员、建立读报组、协助采访和发行、提供线索和稿源的具体责任ꎮ 可以

说ꎬ为实现人人办报、人人看报ꎬ以特约通讯员为枢纽ꎬ晋绥边区党政军

民学被自上而下地动员起来并参与其中ꎮ 尤其广泛建立的读报组更使

发行万余份的«抗战日报»受众群体成百倍放大ꎬ在人口仅有二三百万的

晋绥边区受众占比超过同期所有城市报纸ꎮ 或者说ꎬ«决定»使整个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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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大报社ꎬ各级各类机关负责人成为报社编外工作人员ꎬ“全党办

报”目标得以实现ꎮ

４. 晋绥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下发后ꎬ«抗战日报»依托中共晋绥分

局组织架构迅速融入遍布晋西北的中共党的组织网络ꎬ通过这个网络来

自基层的报道不断增多ꎬ生动活泼的办报局面由此打开ꎮ 这种局面ꎬ从

抗战胜利到 １９４７ 年初全面土改之前该报对边区开展的反奸清算运动报

道中可见一斑ꎮ

抗战胜利后ꎬ中共在解放区广泛开展群众性反奸清算运动ꎮ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ꎬ晋绥分局指示老解放区群众运动的任务是减租查租与反对特务破

坏分子ꎬ新解放区则是反汉奸、贪污讹诈、摊派不公以及清理敌伪时期一

切纠纷ꎮ 次年 ５ 月ꎬ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发出后ꎬ晋绥分局要求群众尚

未发动地区务必于 １９４６ 年底前全部或大部完成ꎬ当年 ６ 月召开的分局

高干会议通过张稼夫所作开展群众运动解决土地问题的报告ꎬ贺龙在总

结报告中强调新区要根据“五四”指示继续进行土改ꎬ同时坚决制止侵犯

中农利益ꎮ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ꎬ１９８９:２９３、３１７、３２１)期间ꎬ反

奸清算、减租查租、土地回赎始终是«抗战日报»的报道重点并随时间推

移不断升温ꎮ 以同年 ８ 月为例ꎬ该报共发此类报道 ５１ 篇ꎬ若加上开明绅

士和部分地主无偿献地及在清算果实分配时优待抗烈属报道则总数近

百条ꎬ日均 ３ 条ꎮ 在 ５１ 篇稿件中ꎬ一版稿件 １９ 篇ꎬ占比近 ４０％ ꎬ其中一

版头条 １１ 篇ꎬ占比超过 ２０％ ꎮ 上述稿件中ꎬ讯头为“本报特讯”的文章按

通例应为晋绥分局直接供稿ꎬ故不计入记者或通讯员名下ꎮ 除此之外的

５０ 篇稿件中ꎬ记者、编辑纪希晨、韩生本(生、本、生本皆系韩生本)、曾孚

(孚)、刘祖武、黄照、成刀戈、刘焕文等独立采写者ꎬ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发

自晋绥各地者ꎬ评论文章未署名者ꎬ计 ２１ 篇ꎮ 若记者与通讯员合署名的

５ 篇均按半数计ꎬ则报社自采稿件 ２３.５ 篇ꎬ占比不足半数ꎮ 特约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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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讯员参与署名的稿件 ２９ 篇ꎬ其中独立提供的 ２４ 篇ꎬ如与记者合署

名的 ５ 篇按半数计ꎬ则特约通讯员与通讯员来稿共 ２６.５ 篇ꎬ占比超过半

数ꎮ 通讯员中凭职务可确定为特约通讯员者有:晋绥五地委专员屈健、

交城县委宣传部长李立功、静乐县长李春芳、静乐县委书记王敖、六分区

抗联主任张承武、晋绥人民剧社政治指导员胡宗武、中阳县委负责人阎

明、忻县县长刘杰、方山县委书记胡克实、临县县委书记秦克昌、宁武县

委宣传部长周恭以及石敬野和李六平(前者 １９４０ 年任新军长城剧社艺

术指挥、后者 １９４５ 年在贺龙中学负责学生工作ꎬ两人 １９４６ 年职务不

详)ꎮ 上述 １３ 人皆为各分区各县及边区其他机关单位负责人ꎬ职务最高

者地委专员ꎬ最低者县委常委ꎬ其参与署名稿件超过 ２０％ ꎮ １３ 人中除胡

宗武、石敬野、李六平、张承武来自文化艺术单位和人民团体ꎬ其余 ９ 人

均为地县级党政领导ꎮ① 据 １９４２ 年统计ꎬ«抗战日报»特约通讯员共 ２９１

人ꎬ其中每月来稿一篇及以上者 ４８ 人ꎬ直到 １９４８ 年特约通讯员中常写稿

者仍有三四十人之多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９５)

总之ꎬ１９４６ 年 ８ 月一个月时间内ꎬ该报就反奸清算减租回赎专题组

织了 ５１ 篇报道ꎬ这些报道来自边区各地ꎬ可以说全景式地展现了晋绥边

区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的变化ꎬ同时折射出中共由减租减息向全面

土改过渡的土地政策对解放区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ꎮ 该报作为党的

机关报ꎬ在此次长达一年多的战役性报道中ꎬ以其大规模、高密度、全覆

盖的新闻宣传ꎬ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发挥了出色的动员作用ꎮ 而近 ４０％ 被

一版刊发、超过 ２０％被用作头版头条的比例ꎬ一方面表明晋绥分局和该

报社对此次战役性报道的高度重视ꎬ同时足以证明稿件整体质量之高ꎮ

而量大质高的保证则是稿源渠道的多样化ꎬ除报社和新华总分社采访力

量外ꎬ各地通讯员、特约通讯员负担了半数以上报道任务ꎬ而通过全党办

报动员起来的、以党政军民学领导为主体的特约通讯员群体无疑是此次

战役性报道中的最大亮点———他们不但负责组建了覆盖全区的通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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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ꎬ而且以他们的基层实际工作为报纸提供了鲜活的新闻素材ꎬ甚至直

接动笔写稿ꎬ承担了其中 １ / ５ 的报道任务ꎮ 可以说ꎬ没有全党办报的格

局ꎬ没有这一群体的有力担当ꎬ«抗战日报»很难在 １９４４ 年之后出现如此

生动活泼的局面ꎮ

(二)嵌入基层社会

庞大而健全的通讯网络是«抗战日报»融入当地社会、落实办报宗

旨、实现办报目的的主要依靠ꎮ 报社首任社长廖井丹曾指出根据地办报

须解决四个问题:一是正确的编辑方针ꎬ即在党的总任务下为当地人民

服务ꎻ二是要有一个全区的群众性通讯网ꎻ三是建立和培养编辑队伍ꎻ四

是适应战时环境的后勤服务系统ꎮ 关于通讯网络ꎬ他认为采编队伍的重

要性在于更好地为通讯员服务ꎬ确保在落后条件下新闻可以从群众中

来ꎬ故通讯网建设是关键之关键ꎮ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１２—３４)

纵观«抗战日报»１９４０—１９４９ 年办报史ꎬ通讯网络建立健全和通讯员发

展培养始终是报社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ꎬ“小编辑部大通讯网”的开放性

理念贯穿始终ꎬ“以通讯网为根、以编辑部为干”的群众办报格局随着报

纸的发展日益显著ꎬ鼎盛时期通讯员数量数十倍于专业采编人员ꎬ在边

区 ２０ 多县数以千计的通讯员队伍支撑着编辑 １０ 多人、记者三四十人的

«抗战日报»ꎬ使之成为报纸汲取新闻资源的强大根系和融入当地社会的

便捷管道ꎬ并因之成为中共在根据地进行宣传动员、社会治理的可靠

手段ꎮ

１.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建立覆盖整个根据地且高效运转的通讯网络仅靠报社自身努力无

法完成ꎮ 初期的«抗战日报»是依靠记者外出采访时发展通讯员ꎬ故量少

且分布不均、腹心地区多而边缘县份少ꎬ同时许多通讯员挂名不写稿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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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情况反映不到报面上来ꎬ主要还是靠报社派出的专职记者供稿ꎮ 直到

１９４２ 年报社将“情况上报ꎬ得到晋绥分局的大力支持”ꎬ局面才开始扭

转ꎮ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２０—２２)

事实上ꎬ就党报通讯网的建立和中共对此项工作的支持而言ꎬ“自上

而下”的起点并非晋绥分局而是中共中央ꎮ 继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中宣部通知

之后ꎬ４ 月 ２ 日新华社播发题为“怎样办党报”的宣传指南小册子ꎬ７ 日

«抗战日报»二、三两版全文转载这条新华社电文ꎮ 中宣部«通知» (即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发布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只有反映党的工作、群

众生活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ꎬ为别人的通讯社当义务宣传员是党性不强

的表现ꎬ“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与特约撰稿

员”ꎮ① １０ 月ꎬ晋绥分局作出«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ꎬ对各级各

地提出硬性要求ꎬ通讯网无力的问题才解决ꎮ 到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抗

战日报»社论仍指出:必须有充分实际工作经验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同

志全体动员起来参加报纸工作ꎬ只有大家动手ꎬ给报纸写稿ꎬ组织通讯ꎬ

使农村工厂部队学校机关参加各种实际工作的同志写新闻通讯论文ꎬ不

断地寄给报纸ꎬ热切地关心报纸ꎬ才能做到利用报纸组织教育群众并达

到改进工作的目的ꎮ 但目前“我们的报纸还有很大缺点ꎬ和实际工作比

较起来是远远落后了的”ꎬ强调“利用报纸的读者网和通讯网来组织教育

群众ꎬ也和我们利用民兵和生产来组织教育群众一样具有同等的意义”ꎬ

要求“对于写稿还欠缺端正态度的同志ꎬ应当更深入实际ꎬ和群众结合ꎬ

不是把自己而是把群众的生活、要求和情绪去表现出来”ꎮ②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毛泽东对«抗战日报»做出指示ꎬ要求本地新闻“至少占两版ꎬ多到三

版”ꎬ版序应“本地为主ꎬ国内次之ꎬ国际又次之”ꎬ强调“当地人民的需

要”和“地方性的指导意义”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１３—１４)落

实这个指示ꎬ意味着报社不但要在思想上对本地新闻给予特别重视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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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更多通讯员和更为健全高效的通讯网络ꎬ以解决“至少占两版”“多到

三版”的本地新闻的稿源问题ꎮ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中宣部长陆定一在

给«抗战日报»社长周文的信中又提出“以为通讯员服务为第一”、反对

报人第一ꎬ要求“动员全党干部来写稿ꎬ来提意见ꎬ稿子要给他改ꎬ给他

登ꎬ意见要接受或答复ꎬ要求要满足ꎬ而且把满足他们的要求当作一件大

事来做”ꎮ 即使将来到了大城市ꎬ根据地报纸的有些做法还将作为我们

报纸的特点保存下来ꎬ“如广大的通讯网”ꎮ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ꎬ晋绥分局转发

西北局 １ 月 ２０ 日«关于加强各县通讯工作的通知»ꎬ强调在县委宣传部

设立通讯干事的重要性ꎮ ５ 月 ２５ 日ꎬ晋绥分局指示各地:广泛的群众性

的通讯网是全党办报的中心环节ꎬ通讯网开展的关键在于各级党委的重

视与领导的负责ꎬ并决定将党报通讯与发行工作的好坏作为检查各级党

委宣传部门工作的标准ꎮ １１ 月 ８ 日ꎬ晋绥分局再发指示ꎬ要求贯彻 ５２５

指示并提出通讯干事业务专门化ꎮ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

总分社召开兴、岚、河、保、临、静、阳 ７ 县通讯干事会议ꎬ交流通讯工作经

验ꎮ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ꎬ１９８５:５６—５８)１９４２—１９４６ 年间ꎬ办报作为中

共中心工作、通讯网作为全党办报核心环节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晋绥

分局自上而下的重视并提升到党性的高度ꎬ而«抗战日报»因楼台近水更

受到毛主席和中宣部长的高度关注ꎮ 晋绥各地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化

政策压力为工作动力自是必然ꎮ 但就政策落实和任务完成而言ꎬ动力虽

重要却毕竟只是开头ꎮ 在民众十之八九为文盲半文盲、干部半数以上是

“大老粗”的根据地ꎬ在每天都有战事发生、每天都在流血牺牲及居不安

食不饱的社会环境中ꎬ通讯队伍的建设、全党办报的实现远比下一个决

心要艰难ꎮ

２. 通讯队伍的组织

晋绥分局«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下发后ꎬ摆在各县党委面前的

首要任务是组织队伍ꎬ而要完成此项任务首先面对的是对文化工作的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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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态度和畏难情绪———战乱时期重武轻文、文盲半文盲对文字的敬畏及

因内心敬畏而产生的口头上的不屑ꎮ 这种轻视不但存于一般民众心里ꎬ

甚至专门从事宣传工作的干部有时也难免ꎮ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４ 日«抗战日

报»刊登的保德县委通讯干事康溥泉的文章«我对文化工作的反省»称: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调任通讯干事后“虽然想做好工作ꎬ但思想上又产生了许多

糊涂观念”ꎬ认为自己工作“任务轻没事干”且老解放区无新鲜事情可写ꎬ

想和其他同志一样到新区工作ꎻ读读«抗战日报»的文章“没有什么深切

的感觉ꎬ或觉得没甚意思”ꎮ 后来到基层看到“群众是如何迫切要求文化

食粮”及报纸上的一首«查租歌»是如何教育了群众和地主ꎬ并使群众顺

利从地主手中赎回 ７７ 垧土地的事例ꎬ“从这村中才具体看到了文化工作

帮助群众斗争的威力ꎬ而我以前轻视文化工作的想法是根本不懂群众的

情绪和要求”ꎬ“宣传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线ꎬ每一篇文章都是一颗

地雷”ꎮ 从此才放弃调动工作想法ꎬ“下决心使自己的思想情绪完全和群

众融合起来ꎬ无条件安心地为革命工作”ꎮ 编辑在此文“编者按”中认为

这篇反省“很好很重要”ꎬ因“有许多认识上思想上的问题ꎬ正需要大家来

检讨、研究ꎬ和共同勉励”ꎬ从而使文化工作“能够担负起已经到来而更将

开展的新形势所给予的新任务”ꎮ (康溥泉ꎬ１９４６)文化水平低不会写、工

作繁忙不能写、做了工作就行不必写ꎬ面对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ꎬ仅靠号

召是不可能组织起一支覆盖全区的广泛的通讯队伍的ꎮ 为此ꎬ晋绥边区

各地采取抓干部、抓结合、抓制度的办法ꎮ

首先是抓干部ꎮ 在组织起来的层级分明的群体中ꎬ下级不但要执行

上级决定ꎬ且上级官员言行和态度对其而言相当于无声的命令ꎮ 为贯彻

晋绥分局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ꎬ各地领导干部均视此项工作为领导

工作的重要部分ꎬ不但以身作则带头写稿且“开会就讲ꎬ下乡就抓ꎬ布置

检查工作时一并布置检查通讯工作”ꎬ从而形成重视通讯工作的氛围ꎮ

三分区专门成立通讯科ꎬ分区领导从 １９４３ 年起定期到各县检查通讯工

作ꎮ 静宁县领导班子中谁分到哪个区抓中心工作就负责哪个区通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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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ꎬ不但审阅稿件且亲自向报社投递ꎮ 临县县委召开的通讯工作讨论会

议上要求每个县委委员检讨自己过去不写稿少写稿的情况ꎬ重新制定写

稿计划并分工负责各区通讯工作ꎬ组织通讯员写稿ꎮ １９４８ 年临县县委在

整党工作会议期间四次讨论通讯工作ꎬ同时组织与会干部开展报道活

动ꎬ半月会期内 １０７ 人写稿 １４１ 篇ꎮ 在许多地区ꎬ区干部被要求直接组织

并负责通讯小组ꎬ分工什么就负责什么领域通讯任务ꎬ在哪个村工作就

和当地村干部、积极分子一起组成通讯小组ꎮ 如此层层传导压力ꎬ使晋

绥边区通讯网不但广泛建立且呈现出严密的组织性ꎮ 八分区通讯小组

从各单位各部门一直深入到各区各村乃至模范变工队ꎬ小组长全部由政

治可靠、认真负责的干部担任ꎻ军区六分区在各个连队普遍建立通讯小

组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８５—８６)通过党政军民学机关层层传

导并与相关单位对口建立ꎬ最终将分局决定一贯到底ꎬ落实到边区每一

根末稍神经———农村各个村庄、军队各个连队、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

各系统的地方分支ꎮ

其次是抓结合ꎮ 一是做与写结合ꎬ发展实际工作者参与通讯工作ꎮ

１９４４ 年ꎬ二分区在开展通讯工作过程中提出“工作者就是写作者”(晋绥

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８７)ꎬ«抗战日报»同年 ９ 月提出“做什么写什么”

方针并号召通讯员围绕中心工作开展通讯报道ꎬ通过通讯报道推动中心

工作ꎬ根据地在做什么、群众在做什么就写什么ꎬ自己做什么就写什么ꎮ①

之后ꎬ各地鼓励通讯员将工作写成新闻通讯ꎬ以此为前提ꎬ发展通讯员的

主要条件不是文化程度而是是否接近各种工作ꎬ如岚县有大量村干部、

劳动英雄、民兵积极分子成为报社通讯员ꎬ这拓宽了发展通讯员队伍的

路子ꎬ许多工农群众甚至不识字的人被吸收为通讯员ꎬ包括家喻户晓的

张初元、温象栓、白改玉等ꎬ其中有些稿件甚至还上了报纸头版头条ꎮ 神

府县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召开通讯员会议ꎬ８０ 余名与会者中有 ３ / ４ 是工农通讯

员ꎬ其中一字不识的劳动模范刘德如参加了通讯组ꎬ他自称是“跑腿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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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ꎬ一有消息就到区上口头反映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８５—

８６)二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ꎬ优势互补ꎮ 工农通讯员发展起来后ꎬ由于

其大都是文盲半文盲ꎬ只能口头报告ꎬ写稿确实困难ꎬ为发挥他们的作

用ꎬ各地在成立通讯小组时把他们和知识分子干部混合编组ꎬ前者出内

容后者出文字ꎬ合作写成新闻稿件ꎮ 在广大农村ꎬ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

结合的普遍形式是小学教师与村干部合作ꎬ１９４２ 年保德县教育科将全县

小学教师组织起来以区为单位普遍建立通讯组ꎬ这种合作方式不但促进

了知识分子成长进步且许多工农干部在知识分子帮助下由不识字到识

字、由不会写到会写ꎬ基层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由此相应提升ꎮ (晋绥日

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８６、１０３)三是工作、写稿与学习结合ꎬ这是通讯员处

理工作、学习、写稿三者关系ꎬ提倡“学了文件做工作ꎬ做了工作写报道”ꎬ

把工作和写稿结合起来ꎮ 同时ꎬ通讯组就是学习组ꎬ为写好报道要求通

讯员在工作之余加强文化学习ꎬ通过学习推动实际工作ꎬ临南五区区长

闫钊说ꎬ为写好稿子ꎬ他必须下去收集材料ꎬ材料收集帮助他指导了全区

工作ꎬ工作干好了更有兴趣学习ꎬ更有能力写稿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

会ꎬ１９９２:１０２)在农村ꎬ许多通讯小组与变工组、识字组、读报组本身是统

一的ꎬ生产、学习、写稿结合得更密切ꎬ报纸是读报组的工作武器ꎬ同时是

识字组的现成教材ꎬ变工互助的实际工作同时又是写稿的素材ꎬ许多变

工组在安排生产时就会一并布置写稿和识字任务ꎮ 因此ꎬ人人都学会写

新闻不但有利于办好报纸ꎬ“对于我们的全部工作乃至每个工作人员的

工作品质ꎬ一定都有极大好处”ꎮ (胡乔木ꎬ１９４６)

第三是抓制度ꎮ 通讯组织建立起来后ꎬ晋绥边区各地普遍制定工作

制度ꎬ包括登记、审稿、总结报告制度ꎮ 对通讯员来稿及稿件使用和处理

情况逐日登记ꎻ县委负责人要对通讯员稿件进行审阅ꎬ决定寄送报社者

要签字盖章ꎬ决定退回作者须说明原因ꎻ每月通讯报道情况要以书面报

告形式送交报社ꎬ«抗战日报»每月在«通讯研究»杂志上公布各县情况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８７、９７)同时ꎬ通讯小组内部亦有写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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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学习、会议等各项制度ꎬ对通讯员均有具体的要求和规定ꎮ 如保德县

政府通讯小组成立时徐县长亲自参加ꎬ指定 ８ 人为通讯员并推选出正副

组长ꎬ该通讯组制度包括:每月开会一次ꎬ每人每月写稿一篇ꎬ稿件需经

组长签字ꎬ重要稿件集体写作等ꎮ① 雁北地委规定每县配备 ２—３ 名通讯

干事ꎬ通讯干事工作调动非经地委宣传部批准各县不得擅自调整ꎬ基干

通讯员调动ꎬ通讯员身份要以组织关系形式介绍到新单位ꎮ 通过这些制

度ꎬ从报社到各县、从通讯干事到通讯小组、通讯员ꎬ组织成一个组织严

密、纪律严明的通讯信息网络ꎮ 为严格执行这些制度ꎬ各地还出台相应

的纪律措施和奖惩制度ꎮ 如宁武二区规定通讯员完不成写稿计划者第

一次小组提示ꎬ第二次批评ꎬ第三次取消资格ꎮ 岚县二区规定年度总结

时写稿最多的前三名每人奖励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ꎬ所需费用由最后

三名出资ꎮ 神池县规定模范通讯员条件包括写稿积极、量大质优、领导

通讯工作出色ꎬ三个月内培养 ３ 名工农通讯员ꎬ学习认真ꎬ组织写稿突

出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８６、８８)

对于上述各项措施ꎬ边区一级机关首先带头执行ꎮ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ꎬ晋绥分局宣传部召集机关中适合担任通讯员的人员成立«抗战日报»

晋绥分局通讯组ꎬ并提出“为报纸当通讯员是共产党员的义务ꎬ不是额外

负担”ꎮ② 次日ꎬ边区行署专门召开会议成立通讯小组ꎬ包括 ２ 名特约通

记员和 ８ 名通讯员ꎬ大家检讨过去写稿少的问题ꎬ决定每人每月写稿 ３

篇ꎬ“且做到行署所有新闻ꎬ保证不会遗漏”ꎬ“遇有外出同志及工作团下

乡ꎬ通讯小组也要负责请人担任通讯工作”ꎮ③ 之后ꎬ各地各部门通讯组

织相继建立起来ꎮ 以二专区为例ꎬ晋绥分局«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

下发当年ꎬ专署、抗联、二中、贸易总局办事处统一于 １１ 月 ２８ 日成立各

自的通讯小组ꎬ专署武装部要求“各县武装部确定一人向报纸投稿ꎬ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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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整顿通讯工作ꎬ保德岚县建立通讯小组»ꎬ«抗战日报»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 日ꎮ
«分局抗联通讯小组成立»ꎬ«抗战日报»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ꎮ
«行署通讯小组商讨今后通讯工作»ꎬ«抗战日报»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ꎮ



定每人每月至少写稿一篇ꎬ反映民兵活动情形”ꎬ专署通讯小组要求分布

在各科的通讯员不但要“抓紧本科材料写稿ꎬ研究报纸”ꎬ且要“推动能写

稿的同志写稿”ꎮ 与此同时ꎬ各县各区通讯组织相继成立并投入工作ꎬ其

中岢岚一县就成立 ９ 个通讯小组“并规定每一月半每人写消息两则”ꎮ①

通讯工作开展过程中ꎬ各项制度逐渐完善ꎬ如二专署通讯小组在检查工

作时发现不少通讯员写稿后没有交机关负责人审阅ꎬ发生多次重稿或写

了没有寄送问题ꎬ因此专门强调稿件审阅签字制度ꎮ 农村之外ꎬ部队亦

组织通讯队伍ꎮ 如八分区部队在司令部成立通讯小组的基础上每个支

队又发展 ３—４ 人另设小组ꎬ在内部建立自上而下覆盖全分区各部队的

通讯网络ꎬ同时“与地方通讯小组密切联系、适当分工ꎬ决不遗漏一点有

价值的新闻材料”ꎮ② 厂矿亦不例外ꎬ晋西总工会指示各工厂工会加强墙

报工作并“设法奖励帮助热心写作的同志ꎬ供给墙报稿件ꎬ并分别介绍给

大众报、抗战日报刊登”ꎮ③ 各地墙报组织实际上等同于«抗战日报»的

通讯组织ꎮ

通讯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ꎬ按照与党组织对口建立、归口管理原则ꎬ

晋绥边区健全了以报社(通讯科)、分区(通讯干事ꎬ有的分区设通讯

科)、县委(专职通讯干事)、各区及机关、团体、工厂(通讯小组ꎬ个别村

亦设通讯小组)为基本架构的通讯队伍组织体系ꎬ将特约通讯员、基干通

讯员、通讯员、工农通讯员纳入其中ꎬ形成一个既有纵的领导又有横向联

系的高度组织化的通讯网络ꎻ其中报社通讯科是中枢ꎬ通讯科内部实行

地区专管、分区包干ꎬ每个地区分管人员负责处理管辖地区通讯员来稿ꎬ

按月对各县通讯情况做出小结ꎬ与各县委及通讯干事进行联系ꎬ并对各

县通讯工作报告和来信回复ꎬ但有关吸收通讯员、建立通讯小组、组织报

道、处理来稿等各项事宜一律通过各县归口管理ꎬ各地通讯队伍严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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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区本报通讯员相继研讨通讯工作ꎬ保德教员组织读报小组»ꎬ«抗战日报»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５ 日ꎮ
«八分区部队通讯小组成立»ꎬ«抗战日报»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ꎮ
«提倡工友写文章ꎬ晋西总工会发出指示»ꎬ«抗战日报»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 日ꎮ



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ꎬ报社不越过各地党委直接指挥通讯小组和通讯

员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９６)即便在土改中通讯工作受到严重

影响、有的地方甚至陷于瘫痪时期ꎬ改造、整顿、新建通讯小组的工作亦

是依靠各地土改工作团来具体落实ꎮ

通讯干事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ꎬ组织上受地县党委领导ꎬ业务上

接受报社通讯科指导ꎬ负责领导各地通讯报道ꎬ组建通讯小组ꎬ向通讯小

组传达报道提纲ꎬ推动和帮助通讯员写稿ꎬ同时负责来稿收发、登记、编

辑、送审ꎬ每月向地委宣传部和报社书面报告通讯报道情况ꎬ并就当地重

大活动采写新闻报道ꎮ 因此ꎬ各县通讯工作能否搞好与通讯干事关系密

切ꎮ 通讯小组是通讯工作基层组织ꎬ有正副组长和完善的管理制度ꎮ 通

讯小组由基干通讯员、通讯员和工农通讯员组成ꎬ其中基干通讯员通常

是县区领导干部ꎬ除自己写稿外一般还兼通讯小组长ꎬ“从全边区看ꎬ通

讯队伍是伴随着基干通讯员的增强而发展壮大的ꎮ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时的

１２１０ 个通讯员中就有基干通讯员 １９２ 人ꎬ接近占 １６％ ”ꎮ 通讯员是通讯

队伍主体ꎬ成员以区村基层干部和农村小学教师为主ꎬ分布面广、来稿量

大ꎮ 工农通讯员约占 １ / ３ꎬ文化水平低ꎬ有的是口头报告情况的“跑腿通

讯员”ꎬ但最贴近基层实际工作ꎬ可以为报纸提供丰富的简讯内容ꎬ各地

一般将之与小学教师、区村干部混编组ꎬ以集体写稿方式发挥其作用ꎮ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ꎬ１９９２:９２—９４)

３.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通讯工作的开展需要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ꎬ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各县

中处于腹心地区的兴、保、临等县因中共政权控制力较强ꎬ通讯工作开展

较顺ꎬ而边缘各县则属于敌我拉锯的游击区ꎬ通讯网络运行相对艰难ꎬ如

六分区静宁县ꎮ 从静乐、宁武向东翻过云中山即是忻崞平川接敌区ꎬ云

中山东麓蒲阁寨是晋绥边区重要门户ꎬ１９４２ 年日军在此设立据点ꎬ以控

制忻县、崞县、静乐、宁武 ４ 县交通ꎬ加强对晋绥和陕甘宁边区封锁ꎮ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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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武装对蒲阁寨据点的围困从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到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持续半年之

久ꎬ成为晋绥抗战中的著名战例ꎮ (穆欣ꎬ１９６１:３１—５６)静宁这个县名带

有典型的接敌区特征ꎬ在此类地区抗日政权的活动一般限于两县交界地

带ꎬ类似这样的“边县” 还有五分区大(同) 怀(仁) 左(云)、左(云) 右

(玉)凉(城)、八分区清(徐)太(原)徐(沟)等ꎮ 在这些地区ꎬ通讯网建

立、通讯队伍发展必受战争影响ꎬ虽然晋绥分局 １９４２ 年下达指示后静宁

县建立了通讯组织ꎬ但通讯工作直到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才走上正轨ꎬ这个时间

正好与蒲阁寨围困战胜利时间吻合ꎮ 据县委书记冯凯 １９４５ 年发表于

«抗战日报»的文章载ꎬ是年 １—３ 月份该县“只有县上两三个同志动笔ꎬ

区、村根本无人写稿ꎬ通讯小组与通讯员都是有名无实ꎬ完全处在自然状

态之中”ꎮ (冯凯ꎬ１９４５)但经近一年努力ꎬ静宁县将一批“大老粗”基层

干部改造成积极写稿的笔杆子ꎬ来稿数量稳定在每年 ４００ 篇以上ꎬ成为

晋绥边区通讯工作开展最好的县份之一ꎮ① 其改造方法可归结为两个

字:一个是“逼”ꎬ一个是“哄”ꎮ

第一ꎬ用政策逼、用人情逼ꎬ先把鸭子赶上架ꎮ 县委决定对通讯组织

整顿后首先对全县通讯队伍诊断把脉ꎬ通过县级领导干部讨论和对通讯

队伍思想检查发现主要问题是普遍存在“不愿写”(认为只有文化人、记

者才能写稿)、“不敢写”(怕登不出来)和“何必写”(做工作就算了ꎬ何必

出风头)ꎬ于是专门召开通讯工作会议向所有通讯员强调:给报纸写稿不

是出风头而是对革命负责ꎬ应与每个人本身工作及当前中心工作配合起

来ꎬ把通讯工作作为推动与检查一切工作的尺度ꎮ 同时要求通讯员具体

检讨并布置今后通讯工作ꎬ过去写稿好的、写得不好的和一贯不写的都

在会上交换意见ꎬ以提高大家写稿的勇气与能力ꎮ 通讯会议后ꎬ县领导

无论大小会一有机会就强调通讯工作ꎬ加强每个人的责任心ꎮ 政策施压

之外ꎬ还利用人际情面与通讯员打心理战ꎬ经常与通讯干部个别谈心且

见面就谈ꎬ“有的同志没有写稿或没有注意写稿ꎬ一问到他ꎬ他就觉得惭

４６

中国乡村研究(第 １５ 辑)

① «编者按»ꎬ«抗战日报»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ꎮ



愧ꎬ脸红起来”ꎬ通过这样的人情压力让原本不积极的通讯员不好意思不

写稿ꎮ 人动员起来后ꎬ静宁县委迅速指定各区负责人担任通讯小组长ꎬ

并向各小组提出具体要求:每人每月至少一篇ꎬ同时要努力发展通讯员

特别是工农通讯员ꎬ进一步扩大队伍ꎮ 在政策和情面“软硬兼施”的压力

下ꎬ通讯队伍动了起来ꎬ工作有了很大改观ꎬ由原来每月仅 １ 篇增加到 ４

月 ７ 篇、５ 月 １７ 篇、６ 月 ２４ 篇ꎮ (冯凯ꎬ１９４５)

第二ꎬ后面推、前面引ꎬ哄着写ꎮ 队伍动起来后步调不一致的问题很

快暴露出来ꎬ静宁县委发现“通讯员头脑中存在着一些毛病”且妨碍通讯

工作开展ꎬ这些问题有新出现的如支差心理ꎬ亦有老问题如没时间ꎬ还有

老问题的新表现如几篇稿子没见报就失掉信心ꎮ 对此ꎬ县委再次给通讯

员上劲儿拧发条ꎮ 首先还是背后督促ꎬ让每个通讯员写一篇关于通讯工

作的反省ꎬ继续大小会议强调和个别谈话ꎬ强化“写稿也是革命工作”的

认识ꎮ 其次是加强正面引导ꎬ号召通讯员“做什么写什么”“怎么做怎么

写”ꎬ只要“以自己做过的去写稿ꎬ那就到处是材料ꎬ不仅是知识分子ꎬ工

农干部也应该并且可以写稿”ꎮ 经过教育ꎬ通讯员思想有了进步ꎮ 为巩

固既有成果ꎬ县里又采取更具体的分工办法来落实“做什么写什么”的原

则ꎬ“以每个通讯员的工作岗位和职务ꎬ分配其负责报道那方面的材料ꎬ

比如谁负责围困某个据点ꎬ或负责领导某项生产工作ꎬ谁就负责报道该

项工作ꎬ用这种工作与写稿结合的办法ꎬ克服‘额外负担’没有时间或没

有材料等错误认识ꎬ真正厘清了写稿就是本身工作之一”ꎮ 当年 ６ 月份静

宁县投稿增至 ３８ 篇ꎬ７ 月份达 ３９ 篇ꎬ比较突出的王斌、张先两位通讯员 ７

月份各写七八篇ꎬ且数量增加时稿件质量有了显著提高ꎮ (冯凯ꎬ１９４５)

第三ꎬ经常逼、经常哄ꎬ压力和引导日常化ꎮ ８ 月份投稿量下降ꎬ减少

到 ２３ 篇ꎬ县委发现问题苗头并立即分析原因采取措施ꎮ 首先ꎬ在全县培

养骨干通讯员ꎬ将其分布到各区担任通讯小组长ꎮ 这些骨干到任后同样

采取连逼带哄、前推后引办法ꎬ对一般通讯员进行指导与督促ꎬ“根据我

们初步提供意见、修改ꎬ并在报上刊登过一两篇ꎬ他的写稿信心就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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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ꎬ也感到了写稿中的兴趣ꎬ以后就可以慢慢培养他ꎬ以至变成中心骨

干”ꎮ 其次ꎬ混和编队、采写分工、集体写稿ꎮ 意识到个别通讯员的写作

困难短期内无法克服ꎬ为保护其积极性ꎬ静宁县开始推广集体写作办法ꎬ

不会写的采访、会写的执笔ꎬ即“我们在两个区采用这个办法的结果ꎬ使

不善于组织材料的同志写作情绪提高了”ꎮ 通过这种办法确保写稿能力

较差的通讯员不掉队并在工作中进步ꎬ最后许多工农通讯员如李芝清亦

开始写稿ꎮ 另外ꎬ静宁县还发明“集体领导、分区负责”办法ꎬ县里确定 ３

个领导分片负责通讯工作ꎬ不但审稿、改稿、登记、编号、寄发、督促与帮

助该组写稿ꎬ且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写稿ꎬ县领导关卡前移、亲临通讯一

线ꎬ带着写、催着写、看着写ꎬ各地通讯小组时时感到上级率先垂范的重

视及无处不在的注视ꎬ工作上自然不敢怠慢ꎮ 上行下效ꎬ静宁四区通讯

员当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举行会议决定在内容上要抓住中心工作、典型村和中

心人物来写稿ꎬ在组织形式上“谁在哪地工作就负责报道哪地情形”ꎬ还

制定目标并保证小组每月写稿 ２０ 多篇ꎮ (冯凯ꎬ１９４５)

就基层干部尤其区村干部文化水准言之ꎬ整个晋绥边区像静宁县一

样在人力资源上并不具备开展通讯工作的先天条件ꎬ但中共的严密组织

和严格纪律、党员干部的服从精神及克服困难的决心勇气确保了其相关

政策在基层有力有效执行ꎬ通过层层传导的政策压力和因时因地制宜的

动员策略最终完成全党办报的基层发动ꎬ“创造”出一支由“大老粗”组

成的“笔杆子”队伍ꎬ保证了通讯网络终端体系的高效运行ꎮ

四、结语

作为党的一种工作手段、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ꎬ中共各级组织对

其机关报的要求虽包含但绝不限于一个简单的信息共享平台ꎬ或一个干

部动员和教育为目的的党内工作交流平台ꎮ 在战时环境中ꎬ上述目的固

然重要却非至关重要ꎬ而此类目的的达成尚有诸多代价更低的替代性手

６６

中国乡村研究(第 １５ 辑)



段ꎬ如党内逐级传达的通知和文件及边区政府所办的«行政导报»等ꎮ 在

人财物力匮乏疲弱、生存面临巨大威胁的条件下ꎬ中共在根据地一边与

日伪殊死搏斗ꎬ同时在战火燃烧的土地上千方百计地组织专业新闻队

伍、动员基层办报力量ꎬ此种举全党之力而不计代价的行为显然有着更

深用意ꎮ 事实上ꎬ新闻信息作为一种“无形”却“最有力的意见” (胡乔

木ꎬ１９４６)ꎬ专业新闻机构和遍布域内的各级通讯组织、通讯员作为意见

的采集者和新闻信息的生产者都服务于这样的目的———以报纸为平台

在中共政权与根据地社会之间寻求共识、实现共振、形成共震ꎬ从而谋求

民众对中共的政治支持ꎬ无论使党的意志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还

是使群众认识到自己利益并为之团结奋斗ꎬ最终都是为将边区群众改造

成党领导下的人民ꎬ使中央的意志成为全党意志、使党的意志成为全民

意志作准备ꎮ 不以同呼吸共命运的政治共同体为目标ꎬ理论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均是无的之矢ꎬ群众路线亦毫无意义ꎬ只

有在这个意义上办报才能成为“深入的组织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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