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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选读

《遗信》一文，是方志敏殉难前，
写给胡逸民先生的一封信件。 信中
写道：“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
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万不
能听人打破嘴而毁约！ ……大丈夫
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
见危不惧，要引导人走上光明之路，
不要被人拖入黑暗之潭！ ”这是这封
遗信中的“点睛”之笔！ 其意是告诫
人们为人处世，要信守“诺言”，不要
“毁约”；要见义勇为，见危不惧；要
引导人走上正道， 不要被人引入歧
途！ 至理名言，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方志敏同志被捕入狱后， 脚带
重镣，备受苦刑。 敌人为了诱降，使
用了各种方法和手段，软硬兼施。 然
而，方志敏虽身入囹圄，心却日夜想
念着党，惦念工农群众和革命战友，
为了革命事业，他“不怕饥饿，不怕
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 他说：
“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
我都能忍受下去！ 这些都不能丝毫
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练
我的意志！ 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
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
我有一天生命， 我就应该为它们工
作一天。 ”

正是因为有这样坚定的信念，
所以方志敏在狱中， 利用敌人要他
“写点东西”的笔和纸，坚持在昏暗
的牢房里奋笔疾书。 由于他早年染
有肺病，入狱以后又备受苦刑，身体
是虚弱到了极点。 有时写作的时间
稍长一点，他就头发晕，全身无力，
这时候他会咬着牙， 紧靠着桌子坚
持写， 或者拖着铁镣在室内移动几
步，实在支撑不住了，倒在床上躺一
会，起来再干，当然还要时刻防备敌
人的搜查。 就是在这种极端艰苦的
条件下， 方志敏用自己的心血写下
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
临死以前的话》《在狱中致全体同志
书》《可爱的中国》 等16篇约13万字
的文稿和信件， 给我们留下了一份
极其珍贵的革命遗产和精神财富。

胡逸民，何许人也？ 在这里也作
一个简单的介绍。

方志敏同志1935年1月29日下
午因叛徒告密被捕。 1935年2月2日
上午， 敌人出动四辆装甲车和五辆
卡车，将方志敏解往南昌，关押在蒋

介石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牢房里。 方志敏先被关在三等号子
里，后又转入“优待室”。 这“优待室”
是受特别严密监视的一间囚室。 在
这里，方志敏认识了也被关押在“优
待室”的胡逸民。 胡逸民早年追随过
孙中山先生， 后曾担任过江西省高
等法院院长、中央军人监狱长等职，
拥有大量资产，属国民党上层人士，
后因“袒共嫌疑”而被关押在“优待
室”。 起初，胡逸民充当“说客”，由看
守所长引见方志敏。 一开始，胡便作
了一番自我介绍， 说了一些同情方
志敏的话。 方志敏也赞扬他追随孙
中山干革命，也为他坐牢鸣不平。 随
着接触增多，他们也亲如旧友，并借
“说客”这个题目以“谈天”的名义经
常谈一些比较知心的话。 方志敏感
到胡逸民的确倾向进步，同情革命，
对自己态度也真诚。 于是，就义前将
一部分文稿托付给他， 恳切地对他
说：“胡先生，你一定会获得释放，我
俩总算有过囚友之交。 拜托你，出狱
后将这些我写的东西， 送交上海四
川路一位鲁迅先生。 ”与此同时，方
志敏还给胡逸民写了上面的这封
《遗信》， 还给胡逸民夫妇留下遗
书， 指出：“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
国”，要“用自己的力量，从各方面
来帮助苏维埃和红军，摧毁国民党
的统治，这是我们的责任”。 方志敏
还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
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
着共产主义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
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这些
激动人心，感人肺腑的话语，充分
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耿耿
忠心和绝对忠诚！

方志敏壮烈牺牲后，胡逸民非常
悲痛，写了一首七言律诗《悼方君》，
最后四句是：“江山变色灵光减，草木
同悲陌上遗；最晚逢君偏易别，泪痕
犹洒白杨枝。 ”胡逸民出狱后履行了
自己的诺言，将方志敏托付给他的文
稿，亲手交给了上海党组织，完成了
烈士的遗愿，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没有让方志敏烈士失望！

（本文节选自《人生路上》 文选
德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章有
删节。 ）

岁次丙申， 正式入冬后的第一个

周末， 被阴雨天困扰已久的长沙， 终

于迎来了久违的阳光！ 我和一位友人

来到长沙一家古玩城外的地摊市场

上。 驻足一处旧书摊， 忽见杂乱的旧

书中有一本已经泛黄的 《可爱的中

国》。 我弯下腰毫不犹豫地将其拾起，

付款买了下来。

《可爱的中国》 是方志敏烈士的

遗著 。 这次淘到的这本 《可爱的中

国》， 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在

北京第28次重版印刷的。 书中收录了

方志敏烈士就义前在狱中写的三篇文

章， 即 《清贫》 《可爱的中国》 《遗

信》。

实话实说， 这本 《可爱的中国》

在自己的学生时代或许不止一次阅读

过， 兴许在我的藏书中， 还能找到也

许版本不一样的 《可爱的中国》。 然

而 ， 这次买回这本 《可爱的中国 》，

弄清这 《可爱的中国》 版本的来源以

后， 原本平静如水的心， 顿时激动不

已， 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于是， 我用

整整两天的时间， 一字一句、 一页一

页地重新阅读了这本承载着中国共产
党人远大理想和崇高品德的 “大部
头”， 我的这颗近乎老去的心似乎又
激荡起一种青春的活力……

文选德

清贫、 洁白朴素的
生活“是每个共产党员
具备的美德”

在 《清贫》 一文中， 一开头就说： “我从事革
命斗争， 已经十余年了。 在这长期的奋斗中， 我一
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 从没有奢侈过。 经手的款项，
总数在百万元； 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 是一点一
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 这在国民党的伟人们看来，
颇似奇迹， 或认为夸张； 而矜持不苟， 舍己为公，
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

这段开头语， 是全文的中心思想。 在这里， 方
志敏烈士不仅述说了自己在多年革命斗争中保持艰
苦朴素的“清贫” 本色以及自己对金钱的淡然态度，
而且还公开表明： 珍惜一文一物， 坚守舍己为公，
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 也是与国民党的根
本区别。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贫”， 方志敏烈士在文
中说了“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 有
两个国民党军的兵士， “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
一千或八百大洋， 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
东西， 发个意外之财”。 结果两位国民党士兵从方志
敏的“上身摸到下身， 从袄领摸到袜底”， 除了一只

“时表” 和一支“自来水笔” 以外， “一个铜板都没
有搜出”。

由于这两位士兵总是认为共产党的官跟他们国
民党的官一样， 官越大钱就越多， 因而对方志敏这
样“当大官的人” “身上一个铜板都没有” 总是不
明白不相信， 猜想一定是方志敏“把钱藏在哪里，
不肯拿出来”。 于是他们震怒了， 一个手拿拉出引线
的手榴弹， 威嚇地大吼， 要方志敏“赶快把钱拿出
来， 不然就是一炸弹， 把你炸死去！” 一个则以为自
己“是老出门的”， 相信像方志敏这样“当大官” 的

“决不会没有钱的”， 也便“弓着背重来一次”， 将方
志敏的“衣角裤裆过细的捏， 总企望着有新的发
现”。 这两位兵士费尽心思， 瞎忙一阵， 四处“搜
寻” “毫无所得” “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
分， 才算无话”。

而就在这两位兵士“低头注目搜寻” 的时候，
方志敏就要他们“不要瞎忙”， 说“我不比你们国民
党当官的， 个个都有钱， 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都
没有了， 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 还十分幽默地
回答了兵士“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
产？” 方志敏说： “让我想一想， 啊， 记起来了， 有
的有的， 但不算多。 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汗褂裤，
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 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
保藏着———怕国民党军进攻时， 被人抢了去， 准备
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 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
了。” 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 竟是如此清贫， 确实
是国民党当官的无法想象和无法比拟的， 也真要

“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其实， 对于方志敏来说， 不仅在参加革命工作，

走上领导岗位后是如此清贫， 就是他的童年， 也是
在清贫寒苦中度过的。 方志敏七岁开始放牛、 捡野
粪、 割草， 14岁时祖父病逝， 叔伯们各立门户， 他
辍学在家， 一边劳动， 一边学习， 对社会的黑暗和
农民的疾苦， 感同身受。 他常扪心自问： 村里的农
民一年到头， 拼死苦做， 为什么还是过着不得温饱
的生活？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着： “一块小猪油， 可
以涂几十回的锅， 整年不见肉面； 不买盐而吃淡菜；
热天不穿衣服， 宁愿让太阳晒脱一身皮； 晚上不点
灯， 宁愿摸黑； 生病不吃药， 宁愿病死； 荒年就吃
树皮、 草根、 观音土。 租和债逼得紧时， 就出卖儿
子老婆， 或吊颈投水而死。” “看到村中如此情形，
心里总感着难过， 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 （《方
志敏文集》 第12页） 这时的方志敏不仅感受到自己
的清贫寒苦， 而且也看到整个社会整个农民都处在
清贫之中， 于是也开始了对社会改革的思考， 开始
了对人生道路的探索。 也就是这些自己的所见所闻，
促使他毅然走上革命道路， 并始终保持着“清贫”
的政治本色！

何以如此？ “清贫、 洁白朴素的生活， 正是我
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这是方志敏烈
士1935年5月26日写于囚室之 《清贫》 一文中的最
后一句话！ 也是方志敏烈士留给后人的一句经典名
言，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读到这儿， 写到这里， 我想在中国已经进入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 只要我们党的干部特别
是党的高级干部， 都能像方志敏烈士那样， 永远保
持清贫洁白朴素的政治本色， 真正能做到“拒腐蚀、
永不沾”， 永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那我们的党就
会坚强无比不可战胜， 那我们“两个一百年” 的奋
斗目标，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
一定能变为现实梦想成真！ 我们也就可以真正告慰
无数革命先烈的在天之灵！

为了可爱的中国，“又
何惜于我这一条蚁命”

《可爱的中国》 是方志敏在狱中囚室写下的文字较多的
一篇经典大作。 应该说， 这也是一篇充满激情， 极富爱国情
怀的抒情散文典范！ 读之， 会引领你回到那积弱积贫苦难深
重的旧中国， 吞咽那令人凄凉的悲苦酸楚， 同时也会使你重
又回到这流光溢彩的当今社会， 倍加珍惜充满阳光的幸福甜
美生活……也就是这篇 《可爱的中国》， 着实教育、 鼓舞、
激励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血性青年！

《可爱的中国》 共有九个章节。 文章虽然没有开头， 但
方志敏却在文章的开头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很小的时
候， 在乡村私塾中读书， 无知无识， 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
义， 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 自然， 不知道爱国为
何事。 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 知识渐开， 渐渐懂得爱护中
国的道理。” 我以为， 这段文字就是方志敏为何要写 《可爱
的中国》 的原本意旨。

紧接着这段文字， 方志敏满怀激情地讲述了1918年爱
国运动波及他所在高小的情况。 他说， 这以后， 他们也开起
大会来了。 在会场中， 几百个小学生， 都怀着一肚子的愤
恨， 一方面痛恨曹 （汝霖）、 章 （宗祥） 等卖国贼的狗肺狼
心！ 他还说有一个青年教师还跑上讲堂， 将日本帝国主义提
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一条一条地边念边讲。 “他的声
音由低而高， 渐渐地吼叫起来， 脸色涨红， 渐而发青， 颈子
胀大得像要爆炸的样子， 满头的汗珠子， 满嘴唇的白沫， 拳
头在讲桌上捶得砰砰响。” 而此时的同学们， 没有哪一个不
是鼓起嘴巴， 睁大的眼睛都是红红的像要冒出火来！ 紧接
着， 方志敏用了三个章节的篇幅， 讲述了他在高中毕业以
后， 到N城 （大概是南昌市） 和K埠 （大概是九江市） 以及
上海的所见所闻， 更是激怒了他“一个血性青年” 极大的爱
国义愤和强烈的爱国热情。

在上海， “最使我难堪的， 是我在上海游法国公园的那
一次”。 那天， 和几个穷朋友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
目的牌子， 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 几个字。 “这
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 全身突然一阵烧热， 脸上都烧红
了。 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在上海， 到处

“还可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 在黄包车夫和苦力的身
上飞舞； 到处可以看到饮得烂醉的水兵， 沿街寻人殴打； 到
处可以看到巡捕手上的哭丧棒， 不时在那些不幸的人们身上
乱揍； 假若你再走到‘西牢’ 旁边听一听， 你定可以听到从
里面传出来在包探捕头拳打脚踢毒刑毕用之下的同胞们一声
声呼痛的哀音……”

方志敏满怀深情地说： “总之， 半殖民地的中国， 处处
都是吃亏受苦， 有口无处诉。 但是， 朋友， 我却因每一次受
到的刺激， 就更加坚定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决心。 我是常
常这样想着， 假使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 那我又何惜于我
这一条蚁命！”

从这里， 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个革命者博大的革命
胸怀、 远大的革命理想和伟大的革命精神！

方志敏在写自己在家乡、 在九江、 在上海、 在江西以及
在日本的轮船上的一些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 所感所悟以
后， 以极大的热情用了很多笔墨， 讴歌美丽的中国， 赞美可
爱的中国。 方志敏用母亲的口吻大声发问： “难道我四万万
七千万的孩子， 都是白生了吗？ 难道他们真像着了魔的狮
子， 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用自己伟大的
团结力量， 去与残害母亲、 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吗？ 难道他
们不想将母亲从敌人手里救出来， 把母亲也装饰起来， 成为
世界上一个最出色、 最美丽、 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 这种
发问， 就是一种号令： 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团结起来， 为了可
爱的中国， 为了生育我们的母亲， 去战斗！

方志敏同志这位中国民族的优秀儿子， 在经历许多许多
令人难过心酸和悲伤愤怒的事情以后， 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
命的道路。 方志敏同志牺牲后， 叶剑英同志1940年在重庆
读完方志敏狱中手书后， 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 “血染东南
半壁红， 忍将奇绩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
枫。” 方志敏同志为了“可爱的中国”， 为了“生育我们的母
亲”，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

方志敏当时所处的中国， “固然是江山破碎、 国弊民
穷”， 但方志敏相信，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程”。

“到那时， 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欢歌将代替了悲叹， 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富裕将代替了贫
穷， 康健将代替了疾病，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 友爱将代替了
仇杀，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
凉的荒地！ 这时， 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
前， 而生育我们的母亲， 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 与世界上
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方志敏还坚信： “这么光荣的一
天， 决不在遥远的将来， 而在很近的将来……”

想想过去， 看看现在， 革命前辈的预言已经成为美好的
现实！ 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啊！ 然
而， 这幸福来之不易， 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先辈用鲜血换来
的！ 我们要永远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幸福的今天， 展
望美好的未来！

【相关链接】

方 志 敏 ， 出 生 于 1899
年， 江西弋阳人。 1922年加
入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青 年 团 ，
1924年转为共产党员。 在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他
在江西领导农民运动 ， 曾任
江 西 省 农 民 协 会 秘 书 长 。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
命后 ， 领导弋阳横峰起义 ，
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 1931
年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执行委员 、 主席团委员 。 中
共 “六大” 当选为中央委员。
1934年11月， 率红军北上抗
日， 1935年1月被捕。 1935
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

铭记《遗信》“诺言”“要引导人
走上光明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