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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袁我于朋友处发现一张
1934 年 12 月 27 日出版的第
257期叶红色中华曳报袁报纸虽有
残损袁但内容基本完整袁为四开
四版铅印袁报头印有中国共产党
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
报字样遥 头版文章为叶粉碎敌人
清剿斗争中的群众游击战曳遥

叶红色中华曳报是苏区时期
苏维埃政府重要的机关报袁中央
红军长征前的 10月 3日发行了
最后一期即第 240 期 叶红色中
华曳遥 该报整版刊登中央政府和
中央委员会联合发表的叶为发展
群众的游击战告全苏区民众曳社
论袁 中央红军 1934 年 10 月 10
日就离开瑞金踏上漫漫长征路袁
怎么 1934年 12月 27日还发行
了报纸呢钥

人民出版社在 1982年影印
出版了叶红色中华曳报合订本遥 翻
看影印本中的第 257期叶红色中
华曳报袁报纸的出版日期是 1936
年 2月 19日袁报纸为四开四版袁
手写油印袁报头为中华苏维埃人
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袁头版
文章为叶热烈拿出钱来帮助抗日
经费曳遥 为什么同一期的叶红色中
华曳报会有两个版本袁而且时间
相差一年多钥 为解开这个谜团袁
我从苏区文史资料中去寻找答
案遥

1931年 11月 7日袁 中华苏
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
西瑞金召开袁庄严宣告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遥
会议闭幕仅 20余天袁即 12月 11
日袁由王观澜任主编的叶红色中
华曳报第一期和读者见面了遥 其
创刊的宗旨非常明确院野要发挥
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
的积极领导作用冶遥

叶红色中华曳报为铅印袁4开
4版遥初期(第 1耀49期)为周刊袁后

改 渊第 50耀147 期冤 为 3 日刊袁
1934年 2月 12日出版的第 148
期以后改为双日刊遥 主要编辑人
员先后有王观澜尧周以栗尧沙可
夫尧瞿秋白尧李一氓尧任质斌等遥
苏区时期的叶红色中华曳报配合
苏维埃党政中心工作,反野围剿冶
斗争袁苏区扩红袁筹措战争经费袁
开展查田尧整风尧劳动竞赛等运
动袁展开大规模的宣传动员遥 高
峰时期报纸发行量达 4万余份袁
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叶大公报曳遥 至
1934年 10月袁红军长征后袁瑞金
出版的叶红色中华曳停刊袁据统计
自 1931 年 12 月到 1934 年 10
月叶红色中华曳在红都瑞金共刊
出 240期袁10月 3日刊出最后一
期遥

中央红军长征历经千辛万
苦袁 于 1935年 11月到达陕北袁
作为红色政权的喉舌 叶红色中
华曳 亦于 1935年 11月 25日在
陕北瓦窑堡复刊遥 仍沿用苏区原
来的报头和期码袁复刊第一期即
为延继苏区时期 240 期后的第
241期袁报纸为四开四版袁因条件
所限袁使用手写油印遥 毛泽东同
志十分重视它的复刊袁接受了记
者的采访袁并撰写了题为叶毛泽
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
国辩曳的文章袁陕北版叶红色中
华曳初为逢一逢六出版袁后改为
每逢三六九出版袁所以人民出版
社影印出版的 1936 年 2 月 19
日第 257期实为陕北版叶红色中
华曳遥 陕北版叶红色中华曳继承和
发扬了瑞金版叶红色中华曳办报
的党性原则和群众办报的风格袁
充分发挥了红色政权的舆论宣
传作用遥 从 1936年 12月 8日的
第 314 期开始毛泽东亲自题写
了叶红色中华曳报头遥 因时值西安
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缘
故袁1937 年 1 月 25 日 叶红色中

华曳渊第 324期冤停刊遥 1937年 1
月 29 日 叶红色中华 曳渊第 325
期冤袁更名为叶新中华报曳出版遥

从这张 1934年 12月 27 日
出版的第 257期苏区报纸可知袁
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离开中央
苏区后叶红色中华曳报在中央苏
区并没有停刊袁 而是继续发行遥
从凌步机叶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
的红色中华报曳一文也能找到答
案遥 据解放后采访当年任叶红色
中华曳编委委员韩进等老同志介
绍袁红军长征前夕叶红色中华曳报
社有 5 个编委袁即瞿秋白尧任质
斌尧徐明正尧韩进尧谢然之遥 红军
长征时任质斌尧徐明正两人随主
力长征了袁谢然之因病休养后叛
变投敌遥 报社编委只剩下瞿秋白
和韩进两人袁时任中央分局宣传
部长的瞿秋白为了报纸能按时
发行袁废寝忘食尧带病工作遥 使得
红军长征后叶红色中华曳仍能每
周编二期到三期出版袁后由于环
境恶化袁最后每周一期出版遥 报
纸按原期数从第 241 期开始编
发遥 报纸也由原野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冶袁 改称留
守苏区的野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
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报冶袁 报纸
发行主要依靠各地苏维埃政府
机关人员负责遥 发行对象仍是中
央苏区军民遥 因敌军大举进占苏
区袁所以发行量锐减袁最后仅发
行三千余份遥 报纸由苏区印刷厂
用铅字印刷袁印刷厂从瑞金县迁
入会昌县白鹅乡梓坑村的深山
中袁编辑部则设在中央分局驻地
于都县黄麟乡井圹村袁因征稿困
难袁报纸的宣传内容主要是以扩
红尧征粮尧开展游击战争尧保卫苏
区尧揭露国民党罪行等为主遥 为
了保守秘密袁 对于红军主
力长征的消息叶红色中华曳
始终只字未提遥

1935年 2月袁坚持在
中央苏区斗争的中共中央
分局尧 中央政府办事处和
留守的红军部队袁 被敌人
围困于于都南部狭小的地
区内袁形势十分严峻袁党中
央给中央分局发电报袁要
求立即改变斗争方式袁将
机关人员和部队分散到各
地去打游击袁 这时报纸已
不能再继续出版了袁 根据
分局部署袁 报社工作人员
将机器填埋后同分局和赣
南省苏的机关尧 部队于 3
月 4日从于都南部地区突
围袁 突围中大部分工作人
员牺牲或失散袁 瞿秋白则
在 2月上旬就离开中央分
局驻地井圹村袁同何叔衡尧
邓子恢一道从瑞金县武阳
乡往福建省长汀县突围袁
24 日抵达福建省长汀县

濯田区水口乡被敌人包围遥 在突
围中何叔衡牺牲袁 邓子恢脱险袁
瞿秋白被捕袁6 月在长汀英勇就
义遥

从这一事件脉络分析袁可基
本上厘清叶红色中华曳第 257 期
为什么会有两个版本袁且时间相
差一年多遥 那是因为 1934年 10
月红军长征后留守苏区的中共
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从第
241 期起继续编发了 叶红色中
华曳袁 而中央红军 1935年 11月
到达陕北后袁复刊叶红色中华曳袁
由于通讯困难并不清楚瞿秋白
同志继续编发了叶红色中华曳袁陕
北版的编委们仍按照离开苏区
时的编号从 241期开始编发袁从
而导致期号重复遥

据查自 1934 年 10 月红军
长征后到 1935年 1月袁叶红色中
华曳报在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长
瞿秋白的主编下袁至少出版了 24
期遥 即从 241期到 264期遥 目前
已发现红军长征后出版的叶红色
中华曳共有五期袁分别是 1934年
10 月 20 日出版的第 243 期 尧
1934 年 12 月 27 日出版的第
257期尧1935年 1月 4日出版的
第 259 期和 1 月 8 日出版的第
260 期尧1935 年 1 月 21 日出版
的第 264期遥 第 264期是目前发
现的最后一期袁由瑞金纪念馆收
录半张遥

解读这段历史袁令人倍感唏
嘘袁红军长征后袁敌军大兵压境袁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袁叶红色中
华曳报在中央苏区坚持出版发行
了 4个余月袁极大地激励了苏区
军民的革命斗志和战胜敌人的
必胜信心袁它在中国革命新闻史
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遥

同期《红色中华》的两个版本
阴刘 强

1934年 12月 27日苏区出版的第 257期叶红色中华曳

1935 年 2 月 19 日陕北出版
的第 257期叶红色中华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