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战争年代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里，党徽图案一直处在变动
的、不规范的状态中。中共中央
及各级组织有过多次明确党徽图
案为“镰刀斧头”的规定和决议。
但同时又受苏联国旗的影响，党
徽图案也出现过“镰刀锤头”。

斧头劈开新世界，

镰刀割断旧乾坤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发
出《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
通知》：“各级军旗一律用五角星
红旗，星内排列镰刀斧头之国际
徽……”1933年9月，红三十军解
放四川达县后，军政治部设在一
家地主宅院内。红军在宅院门楼
两旁的石柱上錾刻了一副对联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
乾坤”，巧妙嵌入了“镰刀斧头”，
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
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江西瑞金举行，宣布成立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使用的印信标志，
更多地体现为“镰刀锤头”图案。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
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新落成的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大
礼堂隆重召开，会上通过了《第二
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
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新颁布
的国旗图案因为设计较为复杂，
加之条件有限、通讯不畅等原因，
并未能广泛使用，但党徽上的镰
锤组合图形逐渐深入人心。

由“镰刀斧头”

到“镰刀锤头”

1943 年 4 月 28 日，毛泽东在
延安杨家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党旗
样式并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有两
个要点：一、仍以“镰刀斧头”象征
工农联盟；二、去掉原来旗帜上的
五角星，以与苏联旗帜相区别。

1945 年 4 月至 6 月，中共七
大在延安召开。七大会场上第一

次悬挂党旗。尽管两年前杨家岭
会议作出的决定，党旗样式是

“斧头镰刀”图案；但在七大会场
上及在此前后各抗日根据地所
出现的党旗党徽图案，基本上都
统一于“锤头镰刀”，已经鲜见

“斧头镰刀”图案。
1950年，中央组织部拟定党

旗制作方案，规定“旗面为红色，
长方形，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
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镰刀斧
头。旗杆套为白色。”需要指出的
是，这份文件的档案原稿，竟有9
处将“锤”字改为“斧”字，但文件
所附的设计图样使用的仍是“镰
刀锤头”组合的图案。

195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
党旗问题的通知》指出：“在党的
三十周年纪念时，各地可按旧
例，一律采用左上角缀以黄色镰
锤图案的红旗，旗上不另加中国
共产党字样或其他记号”。1952
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党
旗问题的批复》指出：“党旗上只
有锤头镰刀，并无五星（苏联国
旗上有五星），此点请注意。”这
两个文件的发布，“镰刀锤头”的
说法从此才固定下来。

据《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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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徽“镰刀锤头”的演变 何长工：
设计工农革命军军旗

何长工，1900年12月生，湖
南华容人。1919年在北京参加了
五四爱国运动，同年底赴法国勤
工俭学。1923年底回国，从事党
的秘密工作。

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长
工经组织安排，到武汉国民政府
警卫团工作。不久，他参加了秋
收起义，并设计出中国工农革命
军的第一面军旗。在秋收起义部
队向井冈山转战过程中，他奉命
到长沙联系上湖南省委，又到广
东韶关犁铺头找到朱德、陈毅，
使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取得了
联系。

1929年6月，何长工任红五
军第五纵队党代表，率部开赴鄂
东南，建立湘鄂赣边根据地，红
五纵队由近千人很快发展到
6000余人，一度比红五军其他四
个纵队红军指战员的总和还多。
1930年6月，红三军团组建时，红
五纵队编为红八军，何长工任军
长。8月，红一、红三军团组成红
一方面军，成立总前委，他任总
前委委员。

1931年秋，何长工在瑞金参
与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3
年秋，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
员，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何长工
任两延河防司令员，担负保卫党
中央的任务。此间，他创建了我
军第一所“荣军教导院”。之后致
力于军队教育事业，先后任抗日
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校长，抗日军
政大学总校教育长、副校长，为
党和人民军队培养了大批军政
人才。 据《党史文苑》

耿飚：
没授衔的国防部长

耿飚，1909年8月生，湖南醴
陵人。1928年8月成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

1930年9月，耿飚率领游击
队参加红军，1933年春任红一军
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先后参加
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
中，他率部担任第二师前卫，血
战湘江、强渡乌江、首夺天险娄
山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耿
飚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率
部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
渡乌江、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
河等许多重要战役战斗。1936年
12月任抗日红军第四军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耿飚任八路
军第一二九师第三五八旅参谋
长、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1944年
9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耿飚任晋察
冀野战军参谋长，1948年5月任
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副司令员兼
参谋长，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太
原战役、宁夏战役，为华北地区
的解放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
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初，根据中央决定，耿
飚到外交战线工作，他是新中国
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

1978年3月后，耿飚任国务院
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务
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是继彭德
怀、林彪、叶剑英、徐向前四位元
帅之后的新中国第五任国防部
长，也是唯一一位没有授衔的国
防部长。 据《党史文苑》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两
株风干了的小草静静地躺在
展柜里，这种高4 . 5厘米左右、
有一定毒性的植物，却是红军
过草地时的救命食物……

松潘草地位于青藏高原
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海拔
3500米以上，遍布沼泽。长征
中的红军经过这里时，除了行
路难和变化无常的天气，饥饿
是红军面临的最大困难。为了
找吃的，红军还成立了一个野
菜委员会，有二十几个人，由
朱德领导，有老农也有医生。

然而，草地中的野菜是有
限的，前面的部队把可以吃的
野菜都挖光了，后面的部队再
找到能吃的野菜就非常困难
了。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到
了第三次，许多战士因误食毒
蘑菇、毒草而死，仅在 1936 年
7 月 22 日的夜晚，就有 140 人
在饥寒中牺牲了。

这时，有一定毒性的“黄
花草”，因为食用后不会有生命
危险，被迫成为战士们充饥的
选择。战士们先将它放在水中
煮沸，减弱毒性后将水倒掉，再
放清水煮，吃起来有点苦味，吃
后肚子有些胀，拉绿水，手脚也
会有些肿。尽管如此，战士们还
是不得不以此充饥。

1936年7月1日，红四方面
军第31军93师274团干事刘毅
随部队第三次过草地到达葛
曲河畔。那天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5周年纪念日，开完庆祝会
后，刘毅和几个战友一起采了

“黄花草”充饥，并特意留下两
株放在随身携带的小盒中珍
藏。1975年10月，刘毅将自己
珍藏了近 40 年的两株野菜捐
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据《老年生活报》

红军的救命菜
“黄花草”

1974 年七八月间，在北京七
三八厂部分职工中，流传一本没
有作者署名和出版时间的手抄
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小说
先在少数工人中传阅，后被
刻写油印 4 8 册（每册 1 6 0
页，约 8 万字），在单位内外
传阅。《第二次握手》虽是小
说体裁，但书中描写的许多
人物，用的是真名真姓，如
竺可桢、华罗庚、钱学森、王
淦昌以及杨振宁、李政道
等；还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
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副总
理。工厂党委发现后，认为
擅自传抄、翻印未公开发表
的文章、读物等，是错误的。
因此，当即制止继续翻印，
对于已经散发出去的责令
有关部门追查收回。

1974 年 10 月 11 日，《北
京日报》社编印的《内部参
考》第 960 期，以“鲜明政治
倾向”的语句———“一本坏
书《第二次握手》在暗中流
传”为标题，刊登内参，对有
关情况向上作了反映。

内参 1974 年 10 月 11
日发出，12 日，姚文元批示：“请
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是哪
里。”很快，书就送到了姚文元

处。姚文元 10 月 14 日的电话指
示：“这是一本很坏的书。它的恋
爱故事，是形式、公开的东西。实

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查
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
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
帮助查。”

按照姚文元的具体要
求，北京市公安局内部治安
保卫处（十处），“组织了五
名干部，从十月中旬开始，
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
开展了追查工作。”经过一
个多月的时间，市公安局十
处于 12 月 8 日写出了“追
查情况”报告。报告大体分
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小说在
北京的传抄情况，“最早是
1972 年上半年传入北京的，
原名叫《归来》，后改成《第
二次握手》”。“分三条线索
在北京传抄，涉及十多个单
位，收缴到三十九册”。再一
部分是作者张扬的情况，当
时张“在湖南浏阳县”。

作者张扬，因小说《第
二次握手》1975 年初入狱，

坐牢 4 年，“内定死刑”。后因政
治形势大变，于 1979 年初张扬
平反出狱。 据《党史博览》

“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宋庆龄
同志，你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
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
位读者。书中的不妥之处请见谅。”
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宋庆龄故居
中，陈列着一本埃德加·斯诺送
给宋庆龄女士的1937年版《红星
照耀中国》。

斯诺与宋庆龄的友谊在很大
程度上成为他能够前往陕北，顺
利采访“红色中国”，并成就《红星
照耀中国》的决定性因素。斯诺于
1936年春专程到上海拜访宋庆龄
请求帮助，以便到红军地区以后
起码有作为一个中立者的待遇。

经宋庆龄联系，斯诺与外籍医生
马海德获得了可以前往陕北考察
的确切信息。1936年春末，宋庆龄
派人给马海德送去一封信，约他
到寓所面谈，并对他说“中共中央
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
生，到陕北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
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
斯诺一块儿去吧！”此后，宋庆龄
安排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也就
是后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提
到的“王牧师”，在西安与他们接
头并护送他们到陕北。

于是，斯诺成为第一位进入
陕北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红

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由英
国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
到11月就发行了五版。书中开篇
所叙述的携带用隐形墨水准备
的给毛泽东的介绍信以及得到
北平朋友的帮助等经历，其主要
的促成者和联络人之一便是宋
庆龄。1938年该书在上海被译成
中文版《西行漫记》。

虽然宋庆龄并没有参加过
长征，但是其对中国共产党和工
农红军给予了热情帮助，特别是
帮助和促成国际友人采访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让全世界了解到
了真实的长征。 据《新民晚报》

宋庆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位读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
人把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
行漫记》当作向世人介绍红军
长征的第一本著作。实际上，早
在《西行漫记》面世前近一
年的 1936 年春，就有署名

“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
录》问世，连载在巴黎出版
的《全民月刊》杂志上。

“廉臣”是谁 ?抗战初
期，有人以为他和斯诺都
是美国人，直到 1 9 8 5 年，
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 5 0
周年，《红旗》杂志重新全
文刊登了《随军西行见闻
录》，才明确指出“廉臣”就
是陈云。

长征之前，陈云是中
央政治局常委、红五军团
中央代表，长征开始后，随
红 五 军 团 踏 上 漫 漫 长 征
路。但在 1935 年 6 月上旬，
中央派陈云到了上海。中
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
文透露，陈云是带着重要
使命回上海的：一是作为
中共中央代表，恢复我党在国
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 ;同时
也要在上海设法寻找同共产
国际的联系。

这一决定是中央的核心机

密，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
1935 年 7 月初，陈云几经周折
终于抵达上海，他化名李介生
住进了位于当时法租界天主堂

街 (今四川南路 )的永安旅
馆。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
更加严重，一时间，工作难
以展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团知道后决定请陈云等
人尽快赴苏联。

李海文说，《随军西行
见闻录》便是陈云在上海等
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
里写下的追述红军长征的
文稿。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与
流传，他以“廉臣”为笔名，
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
民党军医的口吻，详细地记
载了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
由江西出发，历时 8 个月、途
经 6 省、行程 1 . 2 万里的传
奇经历。虽然全文只有短短
的 3 万字，但写得生动活泼、
真实可信。

陈云去苏联后，《随军
西行见闻录》的书稿也被带

到苏联，最早于 1936 年春以连
载的形式公开发表在法国巴黎
华侨组织主办的中文杂志《全
民月刊》上。同年 7 月，在莫斯
科出版单行本。 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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