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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印记

豫章随笔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在林木茂盛、景色宜人的

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坐落
着一处为纪念上世纪50年代为
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英勇
牺牲在台湾的隐蔽战线英烈而
建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前夕，
我饱含敬仰之情，走进这一党
史学习教育的“实境课堂”，深
切缅怀革命英烈，接受灵魂的
洗礼。

沿着纪念广场的景观墙台
阶拾级而上，抬头望去，两边的
花岗岩墙壁上，镌刻着846位当
年牺牲于台湾的隐蔽战线上英
烈的名字。

英雄者，国之干，族之魂。
驻足在吴石、朱枫、陈宝仓、聂
曦四位隐蔽战线上英烈视死如
归的雕像前，毛泽东主席铿锵
有力的话语，穿过漫漫岁月，直
击人心：“我们战胜对手主要靠
两个战场，一个是公开的战场，
一个是隐蔽的战场。”

回望我们党和军队波澜壮
阔的革命斗争史，在不见硝烟
的战场上，活跃着许多忠诚于
党、赴汤蹈火、隐姓埋名的无名
英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
强兮不可凌。在深入虎穴中，
无名英雄抛头颅，洒热血，将功
勋镌刻在祖国的大地上。

舍生取义，将初心长留天
地间。1949 年前后，我党一批
干部秘密入台潜伏，为国家统
一、人民解放执行任务。由于
叛徒出卖，岛内地下党组织遭
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被
捕，并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很多
人连名字也没留下。

英烈无名，浩气长存。这
些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隐蔽
战线上的英烈，“别亲离子而赴
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然
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
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
至陨后无名”。

千秋功业，彪炳史册。驻
足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前的铜
版铭文前，默念着意气飞扬、壮
怀激烈的铭文，泪水几度模糊
了我的眼睛。

时间长河里，是什么让隐
蔽战线上的英雄逆行出征，向
死而生？我由衷感叹，是以铮
铮铁骨守初心、以血肉之躯担
使命的革命忠魂精神。

革命忠魂精神的核心是初
心和使命。新中国成立后，这
1500名隐蔽战线的战士本可以
与家人团聚，享受和平。然而，
他们却为了祖国的统一不惜隐
姓埋名入台，时刻冒着死亡的
威胁，在枪口和刀刃上起舞。

让信仰之火在心中熊熊燃
烧，正是大批奋战在隐蔽战线
英烈的赤子情怀。1948 年，在
国民党军中担任要职的吴石，
在看透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后，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淮海
战役和渡江战役时，吴石源源
不断地为我党提供军事情报和
战略部署，为战役的胜利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吴石雕像前，我停下脚
步，凝视良久。从来壮烈不偷
生,许党为民万事轻。1949年 7
月，吴石突然接到蒋介石马上
赴台的急电命令。党组织曾请
他考虑转赴解放区。但他拒绝
了组织的好意：“我戎马一生，
差点找错了主义。自己为人民
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
会，个人风险又算得了什么？”
就这样，吴石义无反顾地踏上
了前往台湾的路途。赴台后，
代号“密使一号”的吴石，利用
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
便利，搜集到了一大批极其重
要的绝密情报。

1950年1月上旬的一天，当
《台湾战略防御图》一览无余地
展现在毛泽东主席面前时，他
十分高兴地问：“这张防御图谁

送来的？”站在旁边的周恩来总
理解释道：“这是我党的一位女
地下党员从组织安插在国民党
高层中的‘密使一号’吴石那里
拿到的。”毛泽东主席高兴地
说：“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
呦！”并当即为吴石将军赋诗一
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
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
早。”并嘱咐一定转到台湾。

革命忠魂精神的根脉是忠
诚和担当。1949 年 11 月，正在
香港从事秘密工作的朱枫，本
已和丈夫约好回大陆与家人团
聚，但接到赴台执行任务的指
令后，毅然放下儿女情长，前往
台湾执行危险任务。在从吴石
处拿到了情报后，朱枫买好了
回香港的船票，还托好友给家
人带去一封信，表示“凤将于月
内返里”。没想到，这封信竟成
为朱枫的绝笔。1950年 2月 18
日，朱枫在舟山不幸被捕。

“东风吹醒英雄梦，笑对青
山万重天。”隐蔽战线上的英烈，
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了一曲曲
壮烈的革命忠魂精神之歌。

忘不了，1948年春，国民党
“国防部”中将高参陈宝仓，受
中共中央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
派遣赴台，配合吴石开展情报
工作。1950年6月，陈宝仓被捕
后，以坚强的意志，经受住了敌
人的各种威逼利诱和惨绝人寰
的毒刑，宁死不屈。

忘不了，中共地下党员聂
曦，临危受命，随吴石赴台，充当
了吴石与朱枫二人之间的信
使。他置生死于度外，将大量绝
密情报，通过朱枫转给党中央。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
叛党；为了祖国的统一事业视死
如归，英勇献身，是隐蔽战线上
英烈革命忠魂精神的灵魂。

71年前的一幕清晰如昨，震
撼着我的心灵：1950 年 6 月 10
日，空气中弥漫着微微的血腥
味，天空中乌云密布，丝丝细雨
飘落。十多声枪响后，吴石、朱
枫、陈宝仓、聂曦等 4位威武不
屈的隐蔽战线英烈倒在血泊中。

忘不了，吴石被捕后，在狱
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临刑前，
吴石将军从容淡定，执笔写下了
绝命诗“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
业总未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
差堪对我翁”，从容赴死。

忘不了，朱枫被捕后，取出
藏在大衣衬肩里的金手镯，咬
碎了这二两多重的金子，混热
水吞服自杀……朱枫被抢救回
来之后，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
的酷刑，在被关押审讯的4个月
中，她的坚贞不屈，让在场的国
民党特务都震惊不已。临刑
时，朱枫昂首挺胸，高喊着中国
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

隐蔽战线上英烈是革命忠
魂精神的践行者。纪念碑墙
上，聂曦赴刑场就义前的一幅
图片，震撼人心。抬头仰望，只
见聂曦身穿白衬衫，下摆扎在
军裤内，脚穿马靴，两手被反绑
在背后，表情自然，面露微笑。
他临刑前的照片，堪称舍生取
义的经典瞬间。

巴金在散文《日》中写道：
“为了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
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
但寒冷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
烈烈的死。”

隐蔽战线上英烈，如同永
不陨落的星辰，照亮了夜空，照
亮了大地。中共地下党员张志
忠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与
利诱，恪守共产党人的气节，

“未供一人，未供一事”，慷慨赴
死；中共地下党员钟浩东夫人
蒋碧玉，在与丈夫一同就义前
大义凛然：“我们难逃一死，但
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
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
将光荣地死去！”

英雄因铭记而永恒，
精神因传承而不朽。向无
名英雄纪念碑三鞠躬后，
我拭去眼角的泪花，步履
沉重地走出无名英雄纪念
广场。细雨中，但见一队
队少先队员在老师的带领
下，前来敬献花篮，举手宣
誓。是啊，这是薪火相传
的血脉赓续，这是割舍不
断的基因谱系。

七尖山脊立有陋亭。名曰：可以。
亭形六角，高约丈二。其砖石垒

基，圆木立柱，鹅卵石铺地，铁皮红
顶。既无古亭飞檐翘角之贵气，也少
现代重彩描金之雍华。简朴得如山崖
上的块石，林海里的杉树，茶园中的村
姑。洗却铅华，素面朝天。

亭虽陋，却占得好风景。其背倚
巍峨大气的五老峰，面瞰烟波浩淼的
鄱阳湖。满岭遍野的云雾山茶，在鸟
鸣虫嘶的和谐重奏里，翻着绿波，闪着
晶莹，簇拥在“可以”亭周围。偶尔从
近山飘出几句采茶女哼唱的带着浓郁
黄梅戏味道的采茶调，令人如醉如
痴。倘有外客沿着长满冬茅的小路攀
上七尖岭垭口，正巧曙光透过云彩露
出微笑，催促蒙纱的晨雾如丝如缕地
散去。此时的景致犹如一幅缓缓舒展
的淡淡水墨画，清新而灵动。而万绿
丛中一点红的“可以”亭则无疑是画
眼。颇有唐诗《茶亭》中的意境。“静得
尘埃外，茶芳小华山。此亭真寂寞，世
路少人闲。”

亭是烙着深深中国印记的建筑，
是顽固地驻守在人们记忆里的乡愁。
有路便有亭，路因人而长，亭因路而
生。据记载，茶亭始于唐，盛于明清。
一般分布在桥头、大路、峰巅、山坳、田
畈中央地方。亭内置有石凳、木桌、茶
壶、大碗，供劳作者或旅人小憩。修建
茶亭均是以行善积德为宗旨，福荫子
孙为目的，不涉及朝政时令，不存在经
济价值。是民间自发组织建造的极具
中国特色的公益事业。既是亲朋好友
生离死别的伤心之地，也是文人墨客
流连吟诗之处。持续千百年之久。建
亭经费大多是富裕户领头，捐献田亩

山
林
作
为捐
亭 基
础，然后
发 起 募
捐。在所辖之
地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一鼓作气，一气呵成，形成永固。

在那样的岁月，由于生产力的落
后及交通的闭塞，劳作凭的是肩挑荷
锄，旅行靠的是双脚跋涉。于是，茶亭
便是他们疲惫时的长椅、饥渴时的清
泉、风雨中的油伞。此时，茶亭承载着
一颗颗向善之心、一股股淳朴乡风。

时过境迁。茶亭早已失去了往日
的功能与意义，更多的成为文化的点缀
与景区的摆设。令人疑惑的是：现今谁
人还会在这荒郊野岭的七尖山立亭？

有好事者告之。闻名天下的庐山
云雾茶香型有三：清香、豆花、兰花。
其中“兰花”为稀有珍品，可遇而不可
求。庐山有两位茶痴，一曰：匡庐茶
僮。一曰：道僮。为找寻那缕传说中
的茶香，用苦行僧的方式，近30年花费
所有的业余时间，徒步踏遍了方圆300
余平方公里的庐山，钻透了山谷幽林，
尝全了茶农佳茗，毫无收获。

2007年的早春，他们结伴来到七

尖山的折桂寺
茶场。因山高
路远，疲惫不堪，
便进一茶农家讨
口水喝。好客的
主人立即用刚采制

的新茗泡茶待客。
匡庐茶僮不经心地端

杯小啜，一股淡而含蓄的
兰花香韵袭入口舌，沁入心

田。他震惊了。
“老人家，这是你自家种的茶？”
“笑话，有到茶园喝邻家茶的吗？”

主人颇有不悦。
匡庐茶僮顾不得细细解释，再三道

歉后，率着众人以折桂寺为中心、方圆
10里之内的茶园展开田野调查。花了
几年的工夫，走遍了每一垅茶林，品尝
了每一棵茶树，访问了每一位茶师。并
对此地的海拔、地貌、水系、土壤等诸多
环境，进行了考古探索方式的研究。同
时，还指导茶农对茶青进行分区采摘、
制作、甄别分类，对制作工艺作了规范
化的提升与确定。于是，一款以产地七
尖山命名、有着优雅兰香的极品庐山云
雾茶“七尖兰”便诞生了。

为纪念这次不同寻常的发现，他
们自掏腰包，在七尖山脊建了这座陋
亭。一是为了今后更好地观察“七尖
兰”的生长，同时，也为辛勤的采茶女
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场所。

匡庐茶僮们执著的故事，令我深

受感动。
这是人与山的约定，还是茶与亭

的盟誓？
我有些恍惚了。这浸润着茶香的

陋亭，是否也浸润着茶道的精神？
茶亭命名，是建造者文化素养及

道德水准的综合体现，也是得以传世
闻名的重要因素之一。此亭名“可
以”。寓意何在？或许是我盯着亭楣
的那块木质名匾看得太久，引起他人
的注意。

“此亭的视野怎样？”他问。
“还可以！”我答。
“风景如何？”
“可以！”
“满眼皆绿的茶畦，感觉可好？”
“可以。”
他不再语。
我仍回味。
问者。匡庐茶僮曰胡君也。
答者。江右七闲之白驹矣。
良久，我顿然醒悟。“可以”有着沉

稳豁达的君子之风、宽善仁厚的禅茶
之味。可以，真的可以。猛然，我发现
此亭有名无联。亭虽陋，可不得无
联。这可是独具特色的中国茶亭文化
之精髓。于是，我斗胆撰写一联：

山景可以，水色可以，云逸山水，
夫复可求？

茶味不错，林韵不错，雨润茶林，
嗟叹不已。

权当一笑。

虎穴藏忠魂
曙光迎来早

□□ 宋海峰宋海峰

陋亭笔记
□□ 匡匡建二建二

我穿梭在一个个红色金融旧址。
中国金融已如许发达，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数字金融日新月异，其根在
哪里，魂是什么？那穿越纷飞的战火，
从一张“苏币”中挺起胸膛的共和国金
融，隐藏着怎样的基因密码？那历史
悠久的红色金融，我们今天该怎样完
整叙述其历史，准确表述其精神？

一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

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
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
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
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
在《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中，用诗一
般激情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富有预
见和远见的人，都懂得并善于看“桅
杆”。

中国革命如此，共和国金融亦
然。毛泽东等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
没有金融作保障，红色根据地谈何生
存和发展？

因此，当红军抵达赣南关山后，迅
速落地生根，发展壮大。在成立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后，
又迅速成立了国家银行。

毛泽民受命担任国家银行行长。
作为一名军人，他渴望的是策马扬鞭，
冲锋陷阵，疆场杀敌。但苏区革命告
诉他，还有一种战争，叫做共和国金
融。

的确，共和国金融自诞生起，就沾
满硝烟。

作为一名“带枪的行长”，毛泽民
领着银行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冲
上战场，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深入
前线接收、押运战利品，筹集军费和战
备物资，在刀尖上筹款，在战火中营
业，想方设法打破封锁，千方百计发展
经济。

枪杆子与钱袋子，就这样相依相
生。钱袋子需要枪杆子保护，枪杆子
需要钱袋子支撑。

他们的足迹踏遍赣南、闽西的山
山水水，算盘声淹没在猛烈的枪炮声
中。

漳州一役，两名银行工作人员倒
在了疆场，鲜血染红了手中的银元。

长征途中，国家银行被编入十五
大队，用“一根扁担”把国家银行挑到

了陕北。这是世界金融史上唯一一次
国家银行用肩挑背扛的方式进行的长
途大搬家。一路上，不断有同志倒下，
或战死，或饿死，或冻死，或累死，或被
雪山草地吞没。到达陕北时，14名国
家银行干部牺牲了 6位，200名运输工
只剩下两名。

二
如果这些还不够贴近金融，那就

让笔触穿过战场，深入到金融运作本
身。

受命筹建国家银行的毛泽民，千
挑万选了 4 位跟银行工作沾过边的
人。5张白纸一样的履历，要做一件从
未做过的金融大业，办一个从未办过
的国家银行，建一套从未有过的中央
银行体系，想想都犯难。

历史的神奇之处即在于此。他们
来不及考虑自己是否能行，就在瑞金
叶坪村租了个农家小院，拉开几张桌
子，摆下几把算盘，楼上办公，楼下营
业，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
创业。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在这样一
个“袖珍银行”奠基。

且看看他们经历过怎样的传奇。
众所周知，“挤兑”是最严重的流

动性危机，足以让一个银行彻底破
产。刚成立不久的国家银行，就得面
对这致命风险。

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
在经济金融上大做文章，对苏区实行
严密的经济封锁，制造大量假币流入
苏区，造成苏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
纸币贬值。百姓恐慌不已，手持苏币，
成群挤到银行兑换现洋。

“国币信用，必须保证！凡来兑换
现洋的，一律保证兑换。”毛泽民的话
语坚定，可内心却隐隐不安。银行库
存的现洋能顶多久？一旦银元储备被
挤兑一空，苏币信用将马上崩塌，后果
不堪设想。他立即组织人马，将藏在
石城县烂泥坑秘密金库里的金银财宝
取了出来，在营业厅摆下“金山银山
展”。

次日，营业厅准时开门，如潮水般
涌来挤兑的群众惊呆了——一座由金
条、金锭、金项链、金戒指垒起来的“金
山”巍巍耸立柜台上，层层叠叠的珍
珠、玛瑙卧在“山脚”，如一条盘龙。旁
边，是用银锭、银元、银针、银链搭成的

“银山”。
群众瞬间“石化”，大厅里寂静无

声。从小到大，何曾见过如此多的金银
珠宝！

苏维埃政府趁热打铁，把棉布、食
盐等日用品大量平价出售，明确只收
纸币，不收现洋。百姓见此情景，又到
银行兑换纸币，购买生活用品。没过
几天，收回的现洋比换出去的还多。
一场挤兑危机，就此平息。

行文至此，不得不敬佩毛泽东的
远见卓识。漳州之役，缴获和筹款100
多万元银元和金银珠宝。毛泽东把这
些金银藏在石城县的秘密金库，要求
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这批财宝，
仅动过两次，一次是应对这次挤兑风
波，一次是长征撤离时被带走。试想，
若没有这批备用金，国家银行能否有
效化解这次挤兑风波？

共产党人的金融想象力着实惊
人。

面对国民党“假币幽灵”的冲击，
毛泽民从羊毛衫被油灯点燃发出焦味
中受到启发，在制币时掺入一定比重
的羊毛，这样既可通过透视纸币的特
殊纤维，又可通过火燎纸币发出的羊
毛焦味，来辨别钞票的真伪。从此，苏
区货币多了一个防伪标志，国家银行
多了一道金融防线。

他们从零起步，在极短的时间内发
行了货币和债券。没有印钞用的纸张，
他们深入深山老林的纸槽调查，发明了
用原料加布、树皮、麻，用石灰水漂、捣、
舂，再用醋浸泡的办法造纸；没有印钞
油墨，他们发明了猪油拌锅灰的办法；
他们还从一张战场上缴获的“税收事务
四联单”得到启示，设计出了国家金库
收支账册……困难一个个被克服，难关
一道道被攻破，一套完整的金融体系就
此建立，为中国金融事业发展进行了一
次伟大的实践和预演。

三
当然，这还不算金融的本质。金

融的本质，是信用。而信用，来自民
心。

一直以来，党领导的民主政权都
是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和拥护基础上
的。红色金融更是直接为这种信任服
务。

国家银行制定了《借贷条例》，明

确规定借贷利率“短期的不得超过月
息一分二厘、长期的不得超过月息一
分”。同时发动群众创办信用合作社，
从信贷资金方面给予有力支持，把苏
区人民从沉重的旧金融体系中解放出
来，让深陷高利贷泥淖中的苏区百姓
看到晴朗的天空。

为了保持币值稳定，毛泽东指示：
“做银元时不要掺假，一定要用纯银。”
即使面临挤兑风波，国家银行也严格
遵守规定，坚持一元纸币兑换一元现
洋。

在遵义，为筹集部队给养，国家银
行在很短的时间里，发行了长征路上
唯一的一次“苏币”。部队撤走前夕，
国家银行设置了多个兑换点，通宵达
旦收回红军票，维护了“苏币”的信誉
和群众的利益。

可以说，没有通货的公信力，政府
的公信力就无法确立。苏区的货币政
策、信贷活动，乃至于打击假币、稳定
市场，都是为巩固这种政权与人民鱼
水相依的信用关系。

有一组数据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国家银行在苏区发行了三次公债，其
中两次革命战争公债共178万元，一次
经济建设公债 300万元。三次公债发
行均得到群众踊跃支持，迅速购买一
空。

这是国币信用的力量，更是民心
的力量。人民的货币只有为人民的利
益服务，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赖，
才能拥有强大、持久、牢不可破的货币
信用。

终于明白，董必武缘何给央行命
名为“中国人民银行”，共和国的货币
缘何叫做“人民币”。因为红色金融的
本质，就是以民为本、坚守信用；就是
一切来自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

这种信用，还体现在金融先驱们
严守纪律、廉洁奉公的精神上。

长征结束，国家银行到达陕北，工
作人员清点现洋和金银珠宝，除去长
征途中的正常开支，无一短少，账实平
衡。这些贫穷的“富翁”，即使自己饿
死，也未动用国家一分钱。

那位在草地上牺牲的无名战士，
为捡掉到草丛中的一块银元而身陷沼
泽。沉没前，他拼尽全力把银元丢给
同伴。那块银元，记录下了一名金融
工作者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和对金
融事业的赤胆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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