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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的今天

1957 年 9 月 5 日，毛泽东在
武汉召集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
重、王延春、赵辛初和几位地委
书记座谈，中心议题是总结农业
合作化的经验。

从 1955 年到 1957 年，农业
合作化搞了两年，取得了很大成
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果要
继续前进，就需要认真总结经验
教训。

毛泽东也想听听地方干部
的意见。这天下午3时开会，按照
安排，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是
记录员，一边是王任重，其他人

面向毛泽东。地委书记坐第一
排，省委领导坐第二排。毛泽东
一看说：“这不是三堂会审吗？还
是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
要记录席。”

工作人员很快作了调整，排
成圆桌开会。毛泽东开场第一句
话就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
现在可不按提纲发言，畅所欲
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
假话，否则就会浪费时间。”

没想到会议竟冷场了一刻
钟，后来大家虽然发了言，但是
讲的都是一个调子，只讲农业合

作化的优越性，而对存在的问题
避而不谈或一掠而过。听着这样
的发言，毛泽东有点不耐烦了，
便打断大家的话说：“休会，明天
再开。”

随后，他在纸上写下八个
字：“真可惜，时间浪费了！”并
说：“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
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
开党的一大，会上就有争论。开
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
如此。”讲到这里，他转身对工作
人员李银桥说：“今日开的是重
复发言的会，耽误时间的会。你

把我的意思转告王任重同志，明
日开会，中心议题是农业合作化
的规划问题。要畅所欲言。”

王任重连夜召开省委书记
处会议，重新研究、讨论规划问
题。第二天上午继续座谈，王任
重等几个人详细汇报了湖北省
农业发展未来几年的规划问题。
临近中午，毛泽东宣布休会，并
高兴地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失
望，今日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
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
的眼色行事。”

朱远航

“父亲在香港曾经数次历
险。”女儿聂力在其回忆录里
详细记载了聂荣臻三次遇险
的情形。

第一次是结婚前，聂荣臻
外出和恽代英、叶剑英碰完头，
回自己的住处，刚到门口，就看
到他雇请的阿姨，正把他的行
李往楼下搬。聂荣臻感到十分
奇怪：她为什么搬我的行李？但
警惕性驱使他没有吭声。那位
阿姨倒是个好心人，机警地给
他递了个眼色。聂荣臻知道出
了事，从容地离开了。

事后得知，广东省委机关
被敌人破获了，敌人搜查时见
到一张写有聂荣臻住址的小
纸条，便立即扑过来了。那是
广州起义失败不久，聂荣臻刚
到香港，为了便于联系，就把
自己住址写了一张小纸条给
省委秘书长沈宝同。恰巧那会
儿聂荣臻不在，躲过一劫。

第二次，青年团在一个秘
密地点开会，聂荣臻也要参
会。他去的途中，因事耽搁了
一小会儿，等他赶去时，看到
一群面熟的人正往楼下走。他
们都是来开会的呀，怎么往下
走？聂荣臻立即意识到，他们
被敌人控制了。他镇静了一
下，表情轻松大摇大摆地继续
往楼上走，和敌人擦肩而过，
敌人反倒没怀疑他。

第三次，聂荣臻遇到了叛
徒。那时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
车线路，外出经常坐电车，很
容易碰到特务或叛徒。那天聂
荣臻上了电车，突然看到有个
人的眼神不对，聂荣臻知道遇
上叛徒了。这个叛徒也认出了
聂荣臻，还冲他点点头。聂荣
臻知道不妙，如果他上前动手
就麻烦了，瞅准时机，挤到门
口，抬腿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
来。“那时候香港电车的车门
是不关的，做秘密工作的人，
重要的一条是要学会跳车。”

地下斗争中，聂荣臻还养
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
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路来

“咔咔”响，很有节奏，老远就
能听到，他外出执行任务，尤
其是在夜里，一听到这种声
音，就及时避开。“父亲总结
道，马虎大意的人，不适合白
区工作。有不少好同志，就是
因为粗心大意，白白牺牲了自
己。悲剧的发生，往往就在一
念之间。”

据《福州晚报》

全国第一次妇代会毛泽东：开会发言不能看眼色

聂荣臻在香港
三次虎口脱险

邓小平借钱买文具

领袖家风

1977年7月17日，在决定恢
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党的十
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表示：

“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
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
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
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
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
别的选择。”邓小平这段感人
肺腑之言，是他真情的表白，
也是在家中对家人的要求。

邓小平既是一位伟人，同
时，也是一位凡人。最难能可
贵的是他有一颗普通人的平
常心。他始终把自己作为人民
的儿子。在晚年，他希望自己
能像普通人一样到处走一走，
看一看，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
在家享受爷孙同饮的天伦之
乐。他喜欢孩子，但不惯纵孩
子，希望他们能够学到做事的
本领。1992年2月18日，邓小平
来到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上
海第一百货商店文具柜台，借
钱买了四包铅笔和四块橡皮，
送给孙子们。他对孩子们说，
铅笔是让你们好好学习的，橡
皮是让你们明白，错了就要
改。他还对孙辈们说：“你们要
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大本
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
靠自己去锻炼。”

据《学习时报》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
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正式
宣布成立全国妇女统一的群
众性组织——— 中华全国民主
妇女联合会。何香凝任名誉主
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
全、许广平任副主席。1957年9

月改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简称“全国妇联”。

与胡宗南部
在陕北高原周旋
1947年3月25日至5月初，

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
后，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确定的“蘑菇战术”，与国民
党胡宗南部在陕北高原周旋
打转，于3月25日、4月14日及4
月底5月初，相继取得青化
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
捷，共歼敌1 . 4万余人，基本稳
定了陕北的战局。

国共和平谈判

1949 年 3 月 26 日，中共
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
决定派周恩来、林伯渠、林
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
代表（ 4 月 1 日加派聂荣臻
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
表，以毛泽东 1 月 14 日对时
局的声明及八项条件为基
础，自 4 月 1 日起在北平与
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进行
和平谈判。

据中国共产党网

苏联末任国防部长沙波什
尼科夫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情，
他作为苏军总司令陪同国防部
和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团前往
北京参加有关出售苏-27飞机的
谈判。彼时两国关系刚刚解冻，
双方在相隔20多年后再一次接触
都有些不太自在。某位阿尔巴特
军区首长在宴会开始前大大咧
咧地对中方接待人员说：“如果
是点不着的酒就不要端上来了，
那不是男子汉该喝的东西。”

那是他们的老把戏，在酒桌
上击败对方是取得绝对心理优势
的第一步。宴会上，中方代表团中
一个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参谋被
指派为酒司令。那位身着空军制

服的大校参谋是个瘦得像竹竿一
样的家伙。起先，苏联人以为是中
国人舍不得上茅台酒，所以才派
出这样一位酒司令来糊弄他们。
可是没想到那家伙喝起酒来“就
好像是头饮水的驴。”

最要命的是，他的最爱居然
是将白酒和啤酒掺和在一个大水
晶杯子里然后一口气干掉。要知
道俄国人是贪杯的民族，但是最
怕的就是将伏特加和啤酒混合起
来的“约尔什”。到最后整个代表
团17个将军全都是被抬出宴会厅
的。就这样，“乌斯季诺夫法则”被
反过来用在了他们自己身上。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中方的
姿态明显高出一大截。而苏联那

些被灌怕了的将军们呢？一个个
灰头土脸的就好像是吃了败仗
一样连说话都轻声多了。

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中方赠
送了大量精美的礼品作为“战败
者”的安慰。成套的水晶工艺制
品、精美绝伦的苏州刺绣、崭新
的SONY摄像机和一些他们叫不
上名字的电子产品。代表团的成
员们简直乐坏了，要知道那个时
候一台二手的SONY摄像机在莫
斯科基辅市场能卖到怎样的价
钱，大家伙乐不可支地登上了塞
满礼物的飞机，并在接下来的会
谈中以一个他们现在都不好意
思承认的价格签订了合同。

据《老年文汇报》

苏-27 谈判:他一人喝倒 17 个将军

李立三犯
过“立三路线”
的严重“左”倾
冒险主义错误，但他不止一次深
刻检查过，并在实际行动中努力
认真改正。

1945年11月，在庆祝苏联十月
革命28周年纪念活动中，会议主持
人宣布：“请李隆郅同志作报告。”
只见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接过话
筒就讲开了，他讲了苏联十月革
命的经过和经验，又讲了中国革
命的历史。当讲到李立三等人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时，李隆
郅还提高了嗓门，说完这段历史，
李隆郅突然大声问听众:“你们都
认识李立三吗?”回答：“不认识。”
报告人用手指着自己说：“我就是
李立三!”顿时，全场一阵震动，被
他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感动。

在自己的子女面前，李立三

也不讳言自己的错误。1949年春，
他的儿子从蒋管区来到他身边，
他一见面就问孩子：“我曾犯过
错误，你们听说了吗？”他讲了自
己的错误后又说：“共产党就是
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
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能对
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
评。这在旧社会的人是不能理解
的。人们只会自我吹嘘，保全自
己的面子。共产党人不讲自己的

面子，只讲人民
的面子。”

1 9 5 6 年 9
月，党的八大前夕，他起草了一
份在这个大会上的发言稿，准备
进一步反省自己的错误。在这个
草稿中，他特别提及党的“七大”
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事，不
仅“完全出乎预料”，而且“给了
他莫大的振奋”。他从自身经历
深刻感到党的“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等一整套反对党内错误倾
向的方针的伟大和正确，并认为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在党的建设上的一个重要
发展”，因此，更加强了他改正错
误的信心和决心。毛泽东看了他
的这个发言稿，欣然批示：“好”。
李立三在大会发言后受到广泛
好评，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
员。 据《北京日报》

“我就是犯了错误的李立三”

中央多次重修陈独秀墓
1942年5月12日中午约12时，

陈独秀又像往常一样，用水泡制
蚕豆花茶水。但这次所用蚕豆花
中，有部分已经发了霉，因此中
毒。第二天有朋友来访，午餐食用
四季豆烧肉过量，夜不成寐，至午
夜呕吐，吐后稍缓。至17日，头晕
目眩、多次昏厥。1942年5月27日，
陈独秀逝世，终年64岁。6月1日，
陈独秀被安葬在县城大西门的外
鼎山山麓桃花林邓氏康庄。墓地
及安葬均由江津名绅邓蟾秋叔侄
赞助，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

1947年5月，遵陈独秀遗嘱，
其子陈松年将他的灵柩起运至家
乡安庆市城北后营，于同年6月1
日下葬，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冢。

碑文“先考陈公仲甫之墓”。怕引
起麻烦，立了碑后，只在上面刻上
陈独秀的科考名字“陈乾生”。,

1979年10月7日，是陈独秀诞
辰100周年。安徽省委宣传部主要
负责人批示，陈独秀墓可以家属
的名义修一修，立块碑。1980年由
安庆市文化局出资200元，简单地
进行了修葺，请几位农民挑些土
将坟抬高一些。在原碑不存的状
况下重立了碑。此前，墓地经过多
年的雨水冲刷，已成平地，在当年
为陈独秀抬棺的一位叫朱雅盛的
老农帮助下，大家才确认了墓地。
老农说，原来有块石碑，1958年被
人挖去铺路了。

1981年5月，陈独秀的后代给

邓小平写了封信，其中一点
就是关于墓地之事。邓小平
亲自批示：对陈独秀墓可作

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请安徽省
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
修，并望报中央。安庆市政府先后
拨款2万元进行了修葺。

后来，陈独秀的墓园得到重
修和扩建，墓台占地185平方米，
四周为微红的花岗岩护栏。经过
努力，1999年底国家文物局及安
庆市政府共计拨款130万元，进行
了较大规模的修葺。由占地200平
方米，扩大至1058平方米的二层
墓台的墓地。2005年至2007年，在
安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直
接关注下，倡导市、县各级部门及
党员捐助一千余万元，扩建了目
前较为有规模的墓园，并竖立了
陈独秀的铜像。据《深圳特区报》

李李立立三三和和家家人人

邓邓小小平平南南巡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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