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江，天下眉目之地。有着 2200多年的历史，
文风鼎盛、名人辈出。书院文化、山水文化、红色文
化、商业文化、宗教文化、青铜文化、建筑文化等多种
文化在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交融共生，更有陶渊明
在此归隐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田园诗作；周敦颐在
此著书讲学，以莲自喻，写下传世名篇《爱莲说》；董
奉隐居庐山，演绎“杏林春暖”；“八百头牛耕日月，三
千灯火读文章”，累世同居、耕读传家、忠义孝悌的义
门陈，其“家法三十三条”被宋朝奉为“齐家”的典范；
而刺字“精忠报国”的岳母和截发延宾、封坛退鲊的
陶母也与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渊源……所有这些共
同构建了璀璨华美、博大精深的浔阳文化。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名山大湖孕育出来的
浔阳文化中，有着许多弥足珍贵的精神特质。

明理崇德。白居易谪居九江时，赞“儒风绵绵、
相续不绝”。聚天地灵气，汇百家思想，浔阳文化中
最核心的精神特质，就是明理崇德。九江的书院教
育核心就是德育：崇仁义、知礼节、尽忠信、由孝悌，
这一理念更是集中体现在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之
中。受赓续千年的书院文化潜移默化影响，九江人
自古以来居家则克己自省，孜孜于德业进步；出仕则
造福黎民，耿耿于百姓安居乐业；经商则急公好义、
志在福民。

家国天下。浔阳文化中深植着“家国天下”的情
怀。江州义门陈历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同炊共
食不分家，被誉为“齐家”典范；修水“陈门五杰”耕读
传家，为后人传颂。白鹿洞书院走出状元3人，进士
数百，其中不乏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
朱熹、文天祥、陈三立等国家栋梁、政治精英……

包容开放。作为移民城市、码头城市的九江，不
忘本来、吸收外来，展现了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除
了不同学术思想在此交流碰撞外，不同的宗教也在
九江蓬勃发展，“一山藏六教”而互不干扰。在征战
频仍的古代，江湖通达的九江，经历多次外来人口移
民，不同地域的语言、饮食、衣饰、风气等在此共融共
生。更重要的是，码头作为人流货物、信息风气的集
散地，成就了九江包容开放的气度。特别是开埠以
后，更多元的文化、更繁荣的商贸，让九江人有了更
开阔的眼界，更包容的胸怀。

敢为人先。九江人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具有敢为
天下先的探索意识、开拓意识。陶渊明开田园诗派先
河，义门陈氏东佳书院被誉为世界“最早的私立大
学”，辛亥革命九江率先响应，九江走出的新闻先驱黄
远生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记者”，袁隆平
研制的杂交水稻让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
中。近代以来，九江人更是与时俱进、敢为人先，邮
政、电报、电话、发电等方面都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列。

敢于斗争。常把“不服周”挂在嘴上的九江人，
面对欺压、面对不公，历来不畏惧、不服气、不服输，
坚持不屈不挠、斗争不止。租界时期，面对帝国主义
欺凌，九江人民同仇敌忾、愤而反抗，英勇顽强地收
回英租界，开创反帝斗争胜利先河；98抗洪，战天斗
地的九江军民与洪水殊死搏斗，战胜了一次又一次
洪峰，展现出超人的勇气和惊人的毅力，创造了伟大
的抗洪精神。

刚正守节。九江这座城市气度不凡，还离不开九
江人的宁折不屈、刚正守节。爱国丞相江万里面对元
军高官厚禄诱降，毅然投水殉国，天地动容；碧血伉俪
张朝燮、王经燕，英勇就义的汪仲屏，壮烈牺牲的刘为
泗，被日寇残忍割耳削鼻的蔡公时……武人不怕死，文
人也有气节。陶渊明坚持操守、守住本心，不为五斗米
折腰，人称“靖节先生”；周敦颐以莲自喻，追求淡泊，“出
淤泥而不染”的濂溪文化成为九江历史文化瑰宝之一。

…………
浔阳文化是全体九江人民的身份标识，是凝聚

九江人民价值认同的文化符号。蕴含其中的大思
想、大智慧，在当下有着超越时空的价值意义。

传承浔阳文化，要胸怀国之大者。明理崇德、家
国天下，是无数优秀的九江儿女最鲜明的品格。我
们应该始终怀“大智”而立“大志”，以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梦想为个人梦想，以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为
个人价值，始终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与时
代同进步。

传承浔阳文化，要敢闯创新之路。包容开放、敢
为人先是浔阳文化基因传承不息、不断丰富的关键
所在。面对“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区域竞争态势，
要抢抓机遇，锐意创新，勇立时代潮头，敢于走前人
没走过的路。

传承浔阳文化，要砥砺担当之责。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担当。赓续红色血脉，我辈“后浪”当知重负
重、知责担当。

传承浔阳文化，要常怀律己之心。要怀德自重、
不媚不骄；要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要淡泊名利、防微
杜渐，筑牢“防火墙”，划清“隔离带”。

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不负这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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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如果说明确的办报思路为红色报业提供了
战略方针，那么高超的办报艺术则是关系到红色
报业能否发挥现实作用。而能否适应苏区社会
的舆论环境，制定恰当的办报策略，是关键所在。

苏区的舆论环境是特殊的。苏区面积和人
口有限，相对狭小的传播空间让群众对政府的各
种看法和意见，群众与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红
军官兵的交往等，在苏区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呈现
出传播迅速、影响广泛的特点，并极易形成舆
情。因此，能否在舆论零距离的环境中，处理好
舆情，并引导其为苏维埃政权和战争服务，考验
着中国共产党首次局部执政的智慧。而把握好
新闻规律，利用报纸主动引导舆论，正面回应社
会关切问题，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成为解决这一
问题的关键。

主动出击是苏区办报者引导舆论的第一把
钥匙。在红军到来之前，苏区的通讯、舆论大部
分都由国民党报刊和当地豪绅、宗族势力掌控，
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有限。为消除这种信
息不对称，中国共产党借助红色报刊主动刊登
大量苏区工作情况、政策方针、先进事迹的报
道，如《红色中华》1933年第 80期刊登的《简易防
空防毒法》等。通过主动公布信息，让群众对苏
区工作的内容和性质有直观了解，塑造了公正
透明的政府形象。

直面热点问题是苏区办报者引导舆论的第二
把钥匙。江西苏区各地的红色政权建立后，贪腐
问题、反革命事件等时有发生，这些关系到群众经
济利益、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直接影响到群众对
苏区政府的评价，能否处理好这些热点问题，事关
苏区政权的稳固。对此，苏维埃政权直面焦点问
题，多举措引导社会舆论。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
审理过大量反贪肃反案件，这些案件判决的依据、
结果、庭审现场的群众反应等都会详细刊登在《红
色中华》上，让无法来现场参与庭审的群众了解苏
区审判活动，增强群众对新政权的信心。如《红色
中华》1933年12月12日刊登了瑞金县贪腐案的审
判情况，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被撤职查办，会计

科长唐达人交法庭处以极刑。苏维埃裁判部将这
些情况刊登在《红色中华》后，公正廉明的审判让
群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赢得了群众
的认可。

坚持内容的真实性是苏区办报者引导舆情的
第三把钥匙。假新闻不同于口头谣言，它被刊登
在报纸上后会被固化，并引起群众对报纸内容可
信度的警觉，长此以往，不仅会让报纸丧失公信
力，还会让政府失信于民。因此，苏区报纸严禁刊
登内容失实的报道，对于事后发现的不实报道也
会严厉批评。《红色中华》1933年12月5日刊登《夸
大狂！长胜吹牛皮的动员工作》，对长胜县通讯员
在该报 1933年 10月 3日第 115期发表的《长胜县
扩大红军三千》报道失实问题进行批评。

用人民的语言讲故事，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这是苏区引导舆论的第四把钥匙。1931年《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颁布后，由于内容不完
善，引发了江西苏区等地离婚率偏高、军婚不稳
定等社会问题，引起一些群众对该法的抵触。为
此，1934年中央苏区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
姻法》，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为了让群众了
解、接受新婚姻法，苏区政府在《红色中华》开展
了大量释法工作。该报一改平时严肃的语言风
格，以生动、幽默的语言，问答式的报道，回应了
苏区民众对新婚姻法的疑惑。1934年初《红色中
华》首先刊登向荣的《关于婚姻条例的质疑》，“假
使一个男子或女子，提出离婚？另一方却坚持不
肯，可否准他离婚？”对此，项英在《红色中华》立
刻回应，“毫无疑问的，要准许离婚”。项英指出，
新婚姻法就是要实现婚姻自由，离婚自由也包含
其中，但考虑到之前《婚姻条例》颁布后女性走出
家门并引发较多男性“被离婚”的情况，就安慰

“现在离婚主要不是男子而是女子”，只要尊重女
性就不用太担心，“请有这些顾虑的男同志，不要
害怕”。一问一答中，群众对新婚姻法的疑虑就
在通俗风趣的对话中释然。

时移世易，红色报业在江西苏区蓬勃发展，并
建立丰富的报业体系的尝试和探索，并没有随着时
间的脚步而消逝，反而在解放区乃至新中国的报业
发展实践中不断被发展，为今天党的新闻事业的发
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

斗转星移，红色报业实行的政治家办报方针，
不仅在解放区报业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践行，还在
新中国成立后被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成为指导新
中国报业发展的重要思想。

光阴荏苒，红色报业的创办者们在江西苏区
利用报纸凝聚人心，打好舆论战，为革命鼓与呼
的实践，不仅在解放区得到继承，在今天人人都
是麦克风的舆论环境下，更凸显了舆论引导的当
代价值。

探寻浔阳文化的探寻浔阳文化的
当代当代价值价值

□ 潘熙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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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诞生。它的创刊
拉开了苏区大规模、系统性发展红色报业的帷幕。近 90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红色报业用新闻记录历史，用报纸承载故事，红色基因在铅字油印中代
代相传。

图1：1931年12月1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期

图2：1931年12月11日出版的《红星》第1期

图3：1931年7月1日出版的《青年实话》第1期

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
党的工作重点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江西农
村随之建立起一批苏维埃政权。为提高当地
群众的政治觉悟，江西苏区陆续创办了一些
刊物，如 1930年 3月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创办
的《剑锋》报，但这一时期的红色报业还没有
得到系统发展。

1931年到 1933年，在粉碎了国民党四次
反革命“围剿”，江西苏区迎来全盛时期的背
景下，新闻出版业才迎来大发展。这一时期
的红色报纸不仅数量、种类快速增加，各地的
办报机构、出版流通系统、读报用报体系也逐
步完善，一个完整的苏区报业系统在江西初
步形成。

1931年 11月，中央苏维埃政权在瑞金建
立。在此之前，1929 年到 1930 年，江西苏区
红军出版的报纸只有 1种，但 1931年到 1933
年，增加到 20 多种。同时，中国共产党和苏
维埃政府在江西出版的报刊也有大幅增加。

除综合报纸外，工人、妇女、青年、儿童等
行业报也纷纷创刊。江西苏区 1931 年到
1933 年，专业报刊有 10 余种，其中江西苏区
出版的儿童刊物就有7种。

同时，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的画报也大
量出现。如中央儿童局主办的《加紧准备大
检阅画报》、互济总会筹委会主办的《互济画
报》等。而特刊、捷报等专门为某一活动出版
的报刊也屡见不鲜，如 1931 年 12 月出版的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等。
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建立，
则让苏区的信息传播更为多样化，媒体矩阵
初显。

除了丰富报刊种类，江西苏区还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报刊发行和读报用报体系。如
《红色中华》在瑞金就设立了发行科，之后随着
报纸发行量快速增加，发行科改为中央出版局
总发行部，承担苏区相关报纸的发行业务。苏
区出版的报纸除部分赠送给各级机关群团组
织外，其余都实行零售和订购。为促进报纸普
及，《红色中华》实行大众化的销售策略，每份

《红色中华》的零售价在大洋三厘、铜元一枚到
大洋七厘、铜元二枚之间，定价不高，便于群众
购阅。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
关报《青年实话》不仅在瑞金建立了总发行所
和书店，专门销售该报，还在各红军部队建立
了分发行所，并在许多县城开设了代销点，组
织少年儿童叫卖队。多样化的销售渠道让《青
年实话》成为苏区热销报刊。

同时，为让报刊真正发挥传播文化知识
的作用，苏区各级政府机构还组织了多样化
的读报用报活动。1932年中共湘赣省委发布

《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要求各级宣传
组织建立读报组，学习党报《湘赣红旗》，提高
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江西苏区组建了贫农
团读报组，让一些文化程度稍高的干部将报
纸读给农民听，并教他们识字。另外，江西苏
区各地的列宁室和夜校也开展了丰富的读报
活动。1934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刊登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动部在夜校
举办红军家属读报活动的新闻，介绍了该部
门两天一次的读报活动，深受当地农民的喜
爱，成为快速提高当地农民文化水平的法宝。

红色报业在江西的全面发展不仅促进
了报刊产业雏形的形成，还成为苏区文化
发展的助推器，为苏区社会治理贡献了传
媒力量。

媒体矩阵 发行传播 读报用报
——报业体系在江西苏区初步形成1

红色报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扩大规模，还要有正确的办报思路
引领，用以武装办报者的头脑。何种思想可以指导苏区办报？中
国近现代报业的发展过程中，给出了三种方案。

近代以来，同人办报、商人办报和政治家办报是三股本土重要
的办报力量，也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办报思路，其中同人办报一度处
于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实践中创办的一些报刊，如陈
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等，虽然对共产主
义思想进行了广泛宣传，办报队伍中也有大量共产党员，但从办报
思路和目标看，仍跳不出同人办报的窠臼。

这一局面在苏区被打破。1929年开始，各类由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具有鲜明党性原则和阶级属性的报纸大量出现在江西苏
区。这些报刊呈现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状态，是中国
共产党对政治家办报的早期探索。

在江西苏区，报纸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创办的。红军办
的报纸由红军政治部门领导，各级党委创办的报纸则由各级党委
宣传部领导。正因为如此，红色报刊的主编或主笔大部分为机关
干部，如《红色中华》首任主笔就是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内务人民委
员周以栗。机关办报保证了办报人员的配置、经费等，推动了红色
报业的发展。

为了提高报纸的内容质量，红色报业在江西初步尝试了全党
办报，即让党员干部带头办报或给报纸写稿。1933年，邓小平担
任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的主编。其间，他不仅
带头为《红星》撰写大量社论，还力邀罗荣桓、袁国平、彭加伦、罗瑞
卿、向仲华、张际春、舒同等人为《红星》供稿，如《红星》第9期刊登
了罗荣桓的文章《瑞京野营演习政治工作会议的成功 武阳区是

“那么温”》。共产党员的广泛参与不仅为报纸提供了内容，还把稳
了报纸思想的方向盘。

列宁提出“要把机关报办得生动活泼、生机勃勃”，实现这个目
标仅有机关工作人员及党员的参与是不够的。因此，江西苏区各
级党组织、红军政治部门，十分重视从群众中培养新闻干部、发掘
通讯员，让“五百个、五千个非著名作家”组成红色报业的通讯网，
成为苏区报纸鲜活的信息源。为此，《红色中华》刊登了大量欢迎
青年农民、工人、战士等为报纸投稿的启事，“凡在苏维埃旗帜下工
作的同志，最好而且应该将对苏维埃运动一切有关的文字，在本刊
贡献出来”，稿费为“每篇每条自二元到一毛”不等。除稿费，《红色
中华》还规定通讯员享有免费获赠《红色中华》，寄给编辑部的邮费
只要一分等福利。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苏区群众的参与度，促进
了红色报纸普及，还让新闻编辑工作逐渐职业化，促进了现代新闻
出版事业的发展。

红色报业对“政治家办报”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苏区实
践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办报思想进一步成熟的体现。

机关办报 全党办报 群众办报
——从同人办报到政治家办报的

早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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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引导 正面回应 拉近距离
——舆情零距离中的办报艺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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