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 年袁日军侵
占巢县后袁经常下乡
野扫荡冶袁民众苦不堪
言遥 新四军第四支队
从鄂豫皖边东进皖
中敌后袁于 4 月展开
于舒城尧桐城尧庐江尧
无为地区袁开展游击
战争遥 到达银屏山区
的新四军第四支队
九团了解这一情况
后袁决定伏击骚扰日
军遥

为 了确保 首战
胜利袁打击敌人的嚣
张气焰袁鼓舞淮南人
民的抗战热情袁团长
顾士多派出侦察员
连续三天进行跟踪
侦察袁发现一股日寇
一连几天都在蒋家
河口出没袁每天早晨
八九点钟袁乘坐汽艇
从巢县出发袁在蒋家
河口靠岸袁到附近村
庄欺压百姓袁搜刮民
财遥 而蒋家河口位于
巢县东南袁 河道纵
横袁 岸边杂草丛生袁
芦苇茂密袁堤坝上灌
木繁茂袁十分有利于
伏击队伍的隐蔽袁是
伏击敌人的理想战
场遥

九 团将侦 察情
况和作战方案上报
支队后袁立即得到许
可遥 5 月 12 日凌晨袁
九团政治委员高志
荣尧二营营长黄仁庭
率团侦察队和四连袁
早早地就埋伏在伏击地点袁 静待日军
上钩遥

上午 8 时许袁 河面上隐约传来汽
艇的马达声遥 不一会袁两艘汽艇越驶越
近遥 靠岸后袁20 余名日军耀武扬威地
下了船袁扛着枪大摇大摆向岸边走来遥
参谋郭思进见时机成熟袁 果断扣动扳
机袁发射信号子弹遥 由于他舍不得浪费
这颗子弹袁 于是就用信号子弹瞄准敌
人射去袁一个日本兵应声倒地遥

埋伏的战士们见敌人有人倒地袁
于是纷纷开火遥 日军顿时乱作一团袁不
少中弹倒地遥 剩下的不敢抵抗袁纷纷朝
汽艇逃窜遥 此时袁新四军机枪手用猛烈
的火力封锁了河口袁 切断了日军的退
路袁 侦察队用手榴弹炸翻了敌人的船
只遥 顿时袁日军完全处在夹击之中袁有
的敌人被逼到了河岸下面袁 还在水中
垂死挣扎袁但不久便纷纷毙命遥

第一枪打响后的 20 多分钟里袁这
股日军被新四军全歼袁 而我方无一伤
亡遥

战士们将战利品收集到一块院共
有 10 余支野三八冶步枪尧手枪 2 支尧军
刀及弹药尧 军用品少许袁1 面日本军
旗遥

此时的蒋家河人声鼎沸袁 当地群
众听说新四军取得了战斗胜利袁 还打
死了 20 多个日军袁 纷纷从四处赶来遥
大家高兴地向新四军指战员竖起了大
拇指袁 还送上了自家的鸡蛋和水果慰
劳英雄遥

新四军蒋家河口大捷的喜讯随着
电波传遍了大江南北尧长城内外遥 继蒋
家河口取得首场胜利后袁 新四军四支
队在合安尧 合六公路两侧共与日军进
行数十次战斗袁歼敌千余人遥 四支队还
在公路两侧成功伏击了日军运输车
队袁击毁 150 余辆军车袁缴获大量军用
物资袁成功阻滞了日军西犯遥

本报地址院瑞金市金都大道 77号 邮编院猿源圆缘园园 电话院渊园苑怨苑冤圆缘圆圆缘怨源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院猿远圆员园圆4园园园园员远 赣南日报印务中心承印 本报法律顾问单位院江西南芳渊瑞金冤律师事务所 顾问律师院钟文华 李彦 刘建兴

08 WEEKLY 档案荫周 刊
姻2019 年 11 月 4 日 星期一 姻责编院危永华 校对院温云高

张雪岩发起创办反映农民心声的
叶田家半月报曳袁发行范围遍布全国及至
英尧美等多国袁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报
史最长尧 影响最大的面向农民的报刊遥
他还参与创立了九三学社袁当选为九三
学社理事尧常务理事袁为九三学社的创
建做出了重要贡献遥应中共邀请回国出
席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袁被推为周恩
来任组长的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
委员袁参加了开国大典遥

献身叶田家半月报曳

1919 年袁时值五四运动时期袁列强
的霸道尧国家的懦弱袁对张雪岩刺激很
大袁他萌生了报效国家的思想遥 这一年
春节袁他在自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要要要
野长剑一杯酒袁高楼万里心冶袁以示志向
与情怀遥

1929 年春袁张雪岩到上海袁受邀在
广学会担任编辑袁得到原文华中学校长
维里华森的帮助袁1930 年进入南京金
陵神学院袁 开始了半工半读大学生活遥
1934 年 8 月袁他创办叶田家半月报曳袁从
此便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遥

20 世纪 30 年代袁中国农村经济危
机加重袁复兴农村的呼声高涨遥 叶田家
半月报曳的创办袁适应了正在发展中的
乡村建设运动袁 填补了中国农村读物
的空白遥 田家半月报社隶属于华北基
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文字部袁 社址初
期设在齐鲁大学院内袁 抗战时期先后
辗转长沙尧成都尧重庆袁1946 年 8 月迁
到北京遥

叶田家半月报曳 名为半月报袁 实乃
16 开本的综合性杂志袁 它呼吁社会发
扬野爱人如己冶之心袁帮助灾难深重的农
民遥 其内容广泛袁有言论尧新闻尧天下大
事尧外论尧农业尧工业尧宗教尧生计尧文艺
渊文学作品冤尧常识尧家事尧儿童尧卫生尧通
讯尧小消息尧法律题解尧综合渊游戏尧谜
语尧笑话等冤尧读者园地等等袁大量向农
民输送国内外消息袁尤其是有关抗战的
信息袁以及科学知识尧个人修养等多方
面内容袁成为农民学认字尧长知识尧明是
非尧有道德的教科书袁是农民的良师益
友遥

叶田家半月报曳 发行国内外尧 持续
23 载 渊1934窑08要1957窑12冤袁叶田家半月
报曳的发展成为我国现代传播史上重要
的一章遥 资料显示袁叶田家半月报曳订户
一度达 3.5 万户袁读者约 40 万人袁发行
范围扩展到全国 24 省袁 以及英国尧美
国尧暹罗渊泰国冤尧朝鲜等国遥

为抗日救国鼓与呼

抗战期间袁叶田家半月报曳发表了大
量旨在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文章遥张雪
岩本人亲笔撰写了叶我们要永远纪念双
十曳叶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自尊自信曳
叶正义之声曳叶军事第一与士气民气曳叶国
内战局与国人信念曳叶纪念抗战五周年曳
等文章袁强调野只有全国团结袁一致对
外袁最后才能获得光荣的胜利冶遥针对英
美等国当时的政策袁他发声呼吁英美等
国野永做良友袁共患难袁制强暴袁以互助
互爱的精神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冶遥

1942 年 9 月袁张雪岩参与筹备野中
国基督徒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成都分
会冶袁成立后他担任宣传组的组长遥 1943
年 2 月袁他被推选为中国基督徒节约献
金救国运动会成都分会的主席遥 1945
年 1 月袁参加由天主教和基督教两团体
联合成立的慰劳救济动员委员会的征
募活动袁征募队共有 80 多个大队袁冯玉
祥和于斌主教为总队长袁他担任田家大
队队长遥 张雪岩竭尽全力开展工作袁利
用叶田家半月报曳广为宣传袁号召全国人
民有钱出钱尧有力出力袁慰劳为国浴血
的将士袁赈济流亡颠沛的民众袁使节约
献金救国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遥冯玉祥
作诗说他是 野一位苦斗士袁 生活似战
线冶袁野不但品学高袁更是爱国汉冶遥

1945 年 7 月初至 8 月底袁 张雪岩
率领几位专家组成野军委会战时部队生
活考察团冶袁 至湘黔桂等省考察部队生
活袁重点考察精神生活尧物质生活和军
民合作三大方面袁野将亲眼目睹的实情袁
报告政府并公诸社会袁提高士气袁充实
反攻力量冶袁 这次考察袁 在其后的抗战
中袁发挥了积极作用遥

参与创建九三学社

1944 年底袁张雪岩与重庆科技界尧
文化界尧 教育界的其他一部分知识分
子袁如许德珩尧潘菽尧梁希尧黎锦熙尧劳君
展尧涂长望尧黄国璋尧张西曼尧何鲁尧叶鼎
彝和税西恒等人袁发起组织野民主科学
座谈会冶袁主张野团结民主袁抗战到底冶遥

1945 年 9 月 3 日袁 张雪岩出席在
重庆青年大厦召开的 野民主科学座谈
会冶纪念抗战胜利袁会议商定袁将野民主
科学座谈会冶 改名为 野九三座谈会冶遥
1946 年 1 月 6 日袁参加重庆学术界尧文
化界人士举行九三座谈会袁出席这次会
议的还有许德珩尧褚辅成尧税西恒和张
西曼尧梁希尧何鲁尧刘及辰尧潘菽尧吴藻溪
等 20 余人遥

1946 年 5 月 4 日袁 张雪岩出席在
重庆召开的九三学社成立大会袁与卢于
道尧王卓然等 6 人发表自由演说袁通过
社章尧缘起尧成立宣言尧基本主张尧对时
局主张及致美国会文后袁选举理事和监
事袁张雪岩被推举为理事遥 12 日袁九三
学社召开理监事第一次联席会议袁张雪
岩又被推举为常务理事遥

1946 年 8 月袁 张雪岩到北平筹备
叶田家半月报曳复刊事宜袁并同时投身爱
国民主运动袁参与了反饥饿尧反压迫尧反
蒋尧 反美等活动以及营救余心清的工
作遥 1946 年底袁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一手
包办的国民大会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
纷纷发表意见袁张雪岩在叶田家半月报曳
上编刊了叶政府召开国大袁中共拒绝参
加曳的消息遥 1947 年 2 月袁国共谈判完
全破裂袁他参与了九三学社成员举办的

为中共代表饯行的活动遥 1947 年 10
月袁 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 野非法团
体冶袁勒令解散袁九三学社与民进的民主
人士联合北大尧清华等各校教授发表抗
议书袁张雪岩将抗议书送交到上海叶观
察曳周刊发表遥

他在 1948 年出国讲学期间袁 仍用
邮件方式与九三学社保持联系遥 1949
年夏回国后袁他积极参与九三学社的活
动袁常与许德珩等九三学社成员在田家
社召开会议遥九三学社商讨参加新政治
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代表时袁他提出
自己有两个团体的名额可参加袁自己用
宗教界的身份参加袁使九三学社多了一
个代表名额遥

迎接新生的中国

1949 年夏袁 张雪岩受中共邀请,冲
破美国教会的利诱和阻挠袁回到北平共
商国是遥他当选为新政协的宗教界代表
后袁因批评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反
动政策袁经常受到攻击曰纽约的教会方
面也要他悔改袁并要求每期刊物者必须
寄一份让纽约方面检查袁否则停止刊物
的经费遥 面对重重阻碍袁张雪岩并未屈
服袁为保持叶田家半月报曳的独立自主的
立场袁他筹划创办工艺社袁以副业生产
来补助办刊经费遥

1949 年 9 月袁 张雪岩作为基督教
团体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袁同时担任了共同纲
领草案整理委员会的委员遥 1949 年 10
月 1 日袁张雪岩登上天安门城楼袁参加
开国大典遥 随后袁他在叶田家半月报曳上
发表两篇文章袁热情盛赞新政协和新中
国成立遥 他指出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野是真正民主精神的结晶袁这是一个
空前的大创造冶袁新政协会议的召开野是
一个轰动历史的大会议冶遥

1949 年 11 月下旬袁全国基督教协
进会男女青年协会等机构为向各地教
会团体宣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盛况
和成就袁联合组织了参加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的基督教代表访问团遥他与赵紫宸
负责华北各地的访问袁 除了京津之外袁
他还访问西安尧太原尧开封等地的教会
团体遥 12 月袁北京市各教会举行会议学
习政协文件袁华北基督教联合会邀请他
于每星期三午后在青年会讲解政协的
三大文件遥 1950 年 1 月中旬袁为响应政
府发行胜利公债的号召袁华北基督教联
合会与北京市宗教界联合组织推动公
债的认购工作袁宗教界公推他和侯孚允
二人担负推动与联络的总责遥 1950 年 1
月 16 日至 19 日袁应华北基督教联合会
邀请袁张雪岩作为访问团成员赴保定教
会访问袁并演讲有关人民政协会议的情
况遥

1950 年 1 月 28 日, 张雪岩由于操
劳过度袁突患脑溢血在北京病逝遥 叶人民
日报曳发表了叶张雪岩先生治丧委员会
公告曳袁全国政协为其举行了葬礼袁葬礼
由时任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主持袁遗体
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遥

2009 年 4 月袁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尧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
题写馆名的野张雪岩纪念馆冶在山东寒
亭建成开馆遥 2012 年袁被九三学社中央
列为野九三学社人物丛书冶的叶张雪岩
传曳 正式出版遥 2015 年袁野张雪岩纪念
馆冶被九三学社中央命名为首批野九三
学社全国传统教育基地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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