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新正

从烽火硝烟中诞生的《新湖南报》，
它的创刊、组建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艰
难曲折？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本
人通过采访一些亲历者、 收集一些历史
资料，撰写了几则故事，以纪念和致敬那
一段光辉的岁月。

南下的同志：千里跋涉 历尽艰辛

据参与《新湖南报》创办的老报人、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张式军同志
回忆：

《新湖南报》创刊时，其人员主要是
原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机关报———《群众
日报》 的原班人马 (有一些人中途被留
下， 或分到别的地方)， 其中60余人于
1948年12月10日，携带报社全部印刷设
备赴承德； 另外120余人于12月15日分
乘3辆卡车，从原报社所在地———热河宁
城县（今属内蒙古赤峰市）乡村出发，从
喜峰口入关，于22日到达天津杨柳青镇。
在天津及杨柳青镇学习、 休整了一段时
间。

1949年5月23日， 这批同志从天津乘火车出
发，24日早晨抵达石家庄。因国民党军队撤退前炸
毁了石家庄南几座桥梁，5月26日， 他们又乘火车
折返天津，再顺津浦路南下，在徐州转入陇海路到
达河南开封。6月3日，他们乘火车抵达漯河，因漯
河以南铁路尚未修复， 于是改乘卡车，9日到达武
汉，住在汉口中山街。

他们在武汉住了37天，主要进行《新湖南报》
出版的准备工作。

7月16日，同志们继续南下，从武昌火车站乘
车到达咸宁。因前方铁路被毁，19日，改为步行。湘
鄂边和湘东北的这条山路，崎岖不平，又因国民党
军有时仍出动飞机骚扰，队伍多选择夜行。

7月28日，从得胜洞到平江县城，同志们整整
走了一天一夜。城里百姓说，这段路是180华里。

在平江县城住了4天，一部分同志参加了下乡
借粮。8月2日，队伍步行到达长沙县春华山，次日
到达黄花，4日进驻东屯渡， 隔着浏阳河已能看到
长沙城里的灯火。

8月8日，队伍正式进入长沙市内，接管了蔡锷
中路上原国民党的湖南《中央日报》，并以那里为新
的报社社址。

千里奔波，一路走来，多少曲折，多少艰辛！

采编队伍：三方面组成

《新湖南报》创刊时的采编队伍，主要的是南下
的同志，即原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机关报———《群众
日报》的同志。这些同志在南下的途中，又接收了一
些大学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到长沙后，同地下
党的同志会师了。长沙地下党在新闻界有强大的力
量，很多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各种报纸中任职，他们
熟悉湖南情况，同各阶层人士有广泛的联系，尤其
有办城市报纸的经验。

这三个方面的同志，尤其是南下的同志和湖南
本地的同志在一起工作，正如《新湖南报》创刊时的
社长李锐同志所说：“一开始合作共事， 就亲密无
间，水乳交融，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他还说：当时

“‘报社班子’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专业班
子和战斗集体”。

图书资料：从热河带来

1948年12月从热河入关以前， 报社南下的同
志就被告知：到天津是“过路”，还要继续南下到湖
南。因此，报社的同志从冀察热辽带来了一套在当
时困难情况下比较完整的图书资料；在天津又设法
补充了一些资料，包括敌伪档案中关于湖南的资料
和湖南出版的书刊。

这些图书资料加起来共有10多箱，比较笨重。
将这些图书资料从热河一直带到湖南来， 实属不
易。开始时，报社这支队伍基本上是乘坐卡车和火
车，搬运起来还算顺利。但当队伍要从汉口继续南
下时，因铁路还没有修复，只好让押运这些图书资
料的同志留守汉口， 待铁路交通恢复后再运来长
沙。

印刷设备：完整地接收

《新湖南报》创刊时的印刷设备，主要是接收原
国民党湖南《中央日报》的。

李锐同志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在回顾《新湖
南报》的创刊经过时，不应该忘记原国民党湖南《中
央日报》社社长段梦晖先生的贡献……在原《中央
日报》经理部和工厂许多职工和工人的协助下，段
先生将全部机器设备、房屋、纸张等各项资财，完整
地移交给我们，这样就在物质和技术方面为《新湖
南报》的创刊提供了有利条件。”

报纸创刊时的老同志柳思也说：“报纸出得如
此之迅速，原因之一，是我们接收了湖南《中央日
报》作底子，拥有现成的印刷设备、大量纸张和数千
元光洋作流动资金。这是原《中央日报》职工在党的
领导下团结战斗的结果，其中原《中央日报》社社长
段梦晖先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创刊号社论：在武汉写好

南下的同志在武汉停留37天。报社全
体同志约七八十人， 都住在一个旅馆中，
社长李锐和副社长兼总编辑朱九思同住
一间可以办公的房子。 当时天气特别热，
晚上热得只好睡在阳台地上。 尽管如此，
他们仍悉心研究湖南情况，并开始编辑头
几天的报纸，商量着哪些重要的政策性文
件应先介绍，综合编写了可供10天连续发
表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新闻资料。

报纸创刊社论《庆祝新湖南的诞生》，
也是在武汉写好的。

正式创刊前：出版“号外”

2008年初， 一位集报爱好者将一份
《新湖南报》正式创刊前出版的“号外”拿
来给我看。

这是一张用淡红色类似毛边纸单面
印刷的16开印刷品，左下方印有毛主席题
写的“新湖南报”4个字，在这之上，印有

“号外”两个字，并印有日期———一九四九
年八月十三日（“号外”二字及日期均为从

右至左排列）。其内容为《湘水西岸 解放湘潭安化宁
乡 赣南攻克兴国县城》。消息来源为“北平新华广播
电台”。文章全部为竖排，并附有一张手绘地图，标明
湘潭、安化、宁乡等地的地理位置。报道说：华中前线
人民解放军在(八月)六日、八日和九日三天内，先后解
放湖南省的安化、宁乡和湘潭三座县城。挺进到江西
省南部的人民解放军在(八月)八日解放了江西省南部
的兴国县城。在这几次战斗中，一共活捉了国民党匪
军两千多人。另外还报道了河南人民解放军某部追剿
豫西南淅川股匪任小秃匪部等情况。

《新湖南报》创刊时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的朱九思
同志看过“号外”的照片后说：到8月13日，我们到达长
沙已经七八天了，并且有了自己的电台，有印刷条件，
遇到重大新闻，如三座县城解放，出一张“号外”是可
能的。

笔者经核对，报道所写的事实与当时实际相符；“号
外”中的“新湖南报”几个字，与两天后创刊的“新湖南报”
几个字一致；“号外”版式也符合当时排版的格式。

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新湖南报》创刊前，确实
出版了这张“号外”。

“创刊号”三个字 搭凳子才拣到

老湖南报人罗璋，在《新湖南报》创刊时，刚刚15
岁，是报社印刷厂拣字排版车间学徒。

他说：创刊前一天（8月14日）下午，我们比平时提
前4个钟头就上班了。不久，副社长兼总编辑朱九思拿
来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新湖南报》报头，大家都凑过
来观看，热烈议论报头该放什么位置，最后一致决定
放在头版正上方中央。很快，报头下方的日期、刊号等
也已拣好。但排成版后，大家觉得其中“创刊号”三个
字用黑体太笨重了点，最好换成清秀的正楷字体。

我正在看热闹， 师傅杨开善大声叫我：“满伢子，
快些拣‘创刊号’三个二号正楷字来！”当时我们的字
架比一个大人还高， 字架上的字按偏旁部首排列，每
个字在什么地方我们记在心里。听到师傅叫唤，我飞
快奔向铅字架，因为个子矮，只好搭起凳子，从右上角
拣出“创刊”两个字，再从左下角拣出“号”字，交给了
师傅。

罗璋说，第二天清晨，拿到刚刚印出来的报纸，看
到自己亲手拣的“创刊号”三个正楷字印在报纸上，心
里好高兴，好自豪！

第二次题写报头：是哪一天？

同样是叫《新湖南报》，为什么要再次题写报头？
是在哪里写的？是哪一天写的？

《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一书，记述了毛主席1960
年3月回湖南的情况。其中第177页记载：“应省委的要
求，毛主席第二次为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题写了报
头”；第185页记载：“张平化请毛主席为湖南省委机关
报题写报头。毛主席欣然答应”。

湖南省委及张平化同志为什么又要请毛主席再题
写一次《新湖南报》报头呢？这似乎应放在当时的大背景
下来考量。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 湖南省委领导班子换
了，张平化同志接任省委第一书记。新书记请毛主席重
新题写一次省委机关报的报头，在情理之中。再来看第
二次题写的报头正式使用的日期，是1960年3月19日，而
这一天头版报道的内容全部是省第二次党代会开幕的
消息，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新的省委要请主席重新为
省委机关报题写报头一事。

第二次题写报头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肯定是在长
沙，是1960年3月11日或3月12日。毛主席是1960年3
月10日晚到达株洲车站，随后到达长沙的，他在专列
上住了两晚，3月12日便去了江西。

3月11日，他视察了长沙汽车电器厂，还顺路游览
了湖南烈士公园， 又观看了湖南湘剧团的演出。《毛主
席五十次回湖南》一书接着记述：“那天早晨，天气晴
朗，毛主席精神特别好，起了早床，要工作人员拿来笔
墨……我还要给《新湖南报》写一幅报头……”。毛主
席应该就是在“那天早晨”第二次为《新湖南报》题写
了报头。这里没有写明“那天早晨”到底是3月11日，还
是3月12日。但可以肯定就是这两天，而且，3月12日的
可能性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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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正

一位伟人为一张报纸三次题写报头，极为罕见。毛主席三次为《湖南日报》题写报头，几代湖南报人感到无上
荣光，也深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一直砥砺前行。

毛主席三次题写报头，不光是写个报头而已，而是各有故事。

1960年3月，毛主席又一次回到湖南。这一次他先
是在广州校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然后乘坐火车北
上到湖南。3月10日晚从衡阳到达株洲， 随后到达长
沙，在火车专列上住了两晚。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于 2008年编辑出版的
《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一书记载：“3月11日夜晚，
毛主席还观看了湖南湘剧团的演出。在长沙，张平

化把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拟议的几个刊名送给毛主席，
请毛主席题写刊名。那天早晨，天气晴朗，毛主席
精神特别好，起了早床，要工作人员拿来笔墨，圈
定了‘新湘评论’这个刊名。毛主席还说：我还要给
《新湖南报》写一幅报头……”就这样，毛主席第二
次为《湖南日报》题写了报头。这个报头于1960年3
月19日启用。

第二次：“我还要给《新湖南报》写一幅报头”

1949年4月，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首都”
南京也已解放。4月30日， 已确定南下湖南负责创办省委
机关报的朱九思同志，邀约已在北平的张式军同志，来到
北平南长街中南海东门的一个小四合院， 找到了毛主席
的秘书胡乔木同志。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受已拟任湖南省
委书记黄克诚同志的委托， 请毛主席为即将在长沙创办
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题写报头。

胡乔木同志说，主席正好在家，他马上就去请主
席题写。约40分钟后，胡乔木同志手捧字迹尚未完全
干的毛主席题写的报头交给了他们，并说：主席说国

民党在长沙有一份《湖南日报》，我们省委机关报以《新
湖南报》作报名为好。

毛主席题写的《新湖南报》报头，一式三份，写
在同一张纸上。 在第二排报头右边打了一个圈，在
第三排报头右边打了两个圈。胡乔木告诉朱九思和
张式军，毛主席说：报社的同志认为哪几个字好，就
用哪几个字。报社最后使用的是毛主席打了两个圈
的那个报头。

现在，新湖南客户端中的“新湖南”3个字，就是来
源于毛主席题写的报头，体现了传承。

1964年7月18日，毛主席乘专列从长沙返京途中，
在岳阳停车休息。在岳阳时，他建议《新湖南报》改名
为《湖南日报》。湖南省委欣然同意并请毛主席再次题
写新报头。

1964年7月29日，毛主席题写了新报头，并给省委
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写了一封信。

平化同志：
《新湖南报》报头写得不好，宜改换为《湖南日报》，

使与《湖北日报》相一致。现写了多张，不知可用否？如
不可用，退回重写。如可用，则以在今年国庆节改换改
（为）宜。请你酌定。

敬礼！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1964年10月1日起，《新湖南
报》改名为《湖南日报》，并启用毛主席题写的新报头，
一直使用至今。

第三次：“宜改换为《湖南日报》，使与《湖北日报》相一致”

毛主席为《湖南日报》题写报头（油画） 贺安成 作

第一次：“我们省委机关报以《新湖南报》作报名为好”

三题报头 无上荣光
———毛主席三次为《湖南日报》题写报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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