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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文化事业建设
的总方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袁中央
苏区各地在建立革命政权的同时袁都认
识到文化教育事业野已成了苏维埃主要
任务之一冶袁 并在各自发布的政治纲领
中袁简明扼要地提出了苏区文化建设的
宗旨和方针袁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提出
苏区总的文化教育方针和任务积累了
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遥

1931 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
会通过的 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
纲曳第 12 条规定院野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
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
的遥 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
围内袁 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
育袁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
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袁积极地引
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袁以
发展新的社会力量遥 冶叶宪法大纲曳指明
了苏维埃共和国文化教育事业的目的尧
任务和方向遥

1933 年 4 月 15 日袁 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颁
布野训令第一号冶叶目前的教育任务曳袁规
定院野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袁是要用
教育与学习的方法袁启发群众的阶级觉
悟袁 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袁
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袁以深入思
想斗争袁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遥 冶

1933 年 9 月袁张闻天在叶论苏维埃
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曳一文中指出院野苏
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袁是在使每个
苏维埃公民受到苏维埃的教育遥 这种教
育不是在愚弄民众为剥削阶级服务袁而
是在启发民众袁使民众为自身的解放而
斗争遥 冶

1934 年 1 月袁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
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袁明确
指出必须在苏区大力开展苏维埃文化
建设遥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院野在于
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
民众袁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
级斗争服务袁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
来遥 冶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院野是

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袁是发展广泛的社
会教育袁是努力扫除文盲袁是创造大批领
导斗争的高级干部遥 冶

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事业
的发展

土地革命前袁赣南尧闽西等地的教育
文化事业十分落后遥 教育大权操纵在封
建官僚和土豪劣绅手中袁广大劳苦工农
大众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遥 由于教育与
文化紧密相连袁所以这一地区文化事业
十分落后遥

为着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袁党
和苏维埃政府逐步建立健全了苏区教育
行政领导机构遥 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
政府成立之前袁各省尧县尧区尧乡苏维埃政
府都设有文化部渊或称文化教育部冤袁专
门领导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遥 党和苏维
埃政府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袁
不仅大力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袁而
且十分注意团结利用旧知识分子遥 1929
年 3 月毛泽东在长汀为红四军起草发布
的叶告商人及知识分子曳明确宣布院野知识
分子若肯参加革命袁工农阶级均可收容
他们袁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袁分派他们相
当的工作冶遥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招
揽人才袁发出叶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曳袁
以优厚待遇从国民党统治区域聘请医疗
卫生尧无线电及军事等方面技术人才到
苏区工作遥 1933 年 5 月 29 日袁苏区中央
局作出的叶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
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曳中袁要求各地注意
吸收那些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
加入共产党组织遥同年 10 月召开的苏区
教育大会上袁凯丰代表苏维埃政府宣布院
野苏维埃政府是工人和农民的政府遥 他
吸引一切愿意为苏维埃服务的人才袁旧
的教员尧专门家尧旧的知识分子以及自
由职业家来工作冶遥 1934 年 2 月 16 日袁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专门发布了
关于野小学教员优待条例冶的第九号命
令袁条例规定院小学教员享受与苏维埃工
作人员的同等待遇曰乡苏政府要组织群
众为小学教员代耕土地曰小学教员可以
减免土地税袁享受免费医疗曰对工作积

极成绩显著的教员袁每半年给予一次奖
励遥 为了克服经费尧师资尧校舍缺乏等困
难袁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袁党和苏维
埃政府强调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办
学遥 实行国家办学与群众办学相结合袁
以国家办学为主袁同时鼓励和支持民办
乃至私办遥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
下袁中央苏区广泛开展了文化教育事业
建设袁扫除文盲袁培养干部袁使教育与劳
动结合起来袁提高工农群众群众的文化
水平尧政治水平袁加强了阶级意识遥 中央
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袁提高了全民的文
化素质袁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兴盛遥

中央苏区文化事业的繁荣

苏区的文化是革命文化袁它既是革
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也是军民精神
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遥 在党和苏维
埃政府领导下袁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如
奇葩绽放袁繁荣兴盛遥

中央苏区的革命文化最具特色的是
戏剧尧歌谣尧绘画尧新闻出版业遥

苏区戏剧空前繁荣遥 早在红军和苏
区初创时期袁红军中的宣传人员就常自
编自演一些小型的活报剧来教育动员群
众闹革命遥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袁一些
有较高艺术素养的戏剧人才如李伯钊尧
赵品三尧钱壮飞尧沙可夫尧胡底尧石联星
等袁 先后从上海等地汇聚到瑞金遥 1931
年冬袁他们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率先成
立野八一剧团冶遥 剧团刚成立袁国民党第
26 路军在宁都起义编成红五军团袁剧团
即前往起义部队慰问演出袁受到起义官
兵热烈欢迎遥 1932 年 9 月 2 日袁以野八一
剧团冶为基础在瑞金成立业余性质的野工
农剧社冶遥 1933 年 3 月袁野工农剧社冶在共
青团和工会组织支持下开办了第一期戏
剧训练班袁培养了一批戏剧演员袁以他们
为主组成了野蓝衫剧团冶袁戏剧训练班也
改名为野蓝衫团学校冶遥 这期间袁博生尧兴
国尧于都尧胜利等县以及汀州尧叶坪等地
和红军学校袁都先后成立野蓝衫剧团冶袁粤
赣省也成立了野蓝衫剧团冶遥 这些剧团都
属专业性质袁演员队伍发展到六七百人遥
为加强对这些戏剧组织的领导袁中央政
府教育部专门设立艺术局领导苏区的文
艺工作遥 1934 年 2 月瞿秋白到中央苏区
后袁将野蓝衫剧团冶改名为野苏维埃剧团冶袁
将野蓝衫团学校冶改名为野高尔基戏剧学
校冶袁并领导制定了苏维埃戏剧运动的方
针尧政策和制度袁使苏区戏剧运动走上了
群众化尧组织化尧革命化的道路遥 戏剧运
动的广泛开展袁促进和推动了戏剧创作
的繁荣遥 苏区的戏剧家们袁创作演出了
几十个艺术感染力很强的现代革命戏
剧遥 1934 年 10 月红军主力突围长征后袁
中央工农剧社编成野火星冶尧野战号冶尧野红
旗冶3 个剧团袁留在赣南苏区坚持游击战
争遥 演员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袁深入前线尧
医院和农村屋场巡回演出袁鼓舞人们奋
勇杀敌遥 1935 年 2 月中旬袁在国民党军
队严密包围中袁瞿秋白主持野火星冶等 3
个剧团在中央分局驻地于都黄龙井塘村
举行汇演袁使中央苏区戏剧运动发展到
高潮时期遥 汇演后第二天袁瞿秋白与何
叔衡等一起离开井塘村往白区突围袁不

幸落入敌手袁英勇就义遥 3 个剧团的演员
们也随中央分局机关转移到于都南部禾
丰地区袁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袁不久就编
入赣南省游击部队开展游击战争遥

苏区歌曲悠扬嘹亮尧威武雄壮遥中央
苏区的歌曲有威武雄壮的红军歌曲尧乡
土气息浓郁的客家山歌和发表在苏区报
刊尧墙报的诗歌等红色歌谣袁这些歌曲都
深受苏区军民的喜爱遥 如曲调优美的客
家山歌袁一句悠长的野哎呀嘞冶开头袁接着
就是野同志哥冶尧野同志妹冶你来我往地对
唱起来遥 苏区的音乐工作者对客家山歌
或民间曲调稍加改编袁填上革命的新词袁
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革命山歌袁到处传唱袁
如 叶送郎当红军曳尧叶铁打红军炼出来曳尧
叶苏区干部好作风曳等遥 这些红色歌谣成
为战斗号角袁 鼓舞着千千万万优秀青年
参加红军袁打土豪袁闹翻身曰激励着红军
将士们奋勇作战袁杀白匪袁反野围剿冶遥

苏区的文学犹如怒放的山花遥 以苏
区火热的斗争生活为背景袁一批热爱文
学创作的青年人创作了大量反映苏区革
命斗争生活的小说尧散文尧报告文学等文
学作品袁尤其是反映红军战斗生活和英
雄事迹的报告文学的创作袁取得更为丰
硕的成果遥 如叶红星报曳编辑部编辑的报
告文学集叶火线上的一年曳出版后袁红军
将士们争相阅读袁爱不释手遥 此外在叶红
色中华曳尧叶青年实话曳等报刊中也登载了
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袁它们就像烂漫的
山花袁点缀着青山绿水袁丰富着苏区军民
的精神生活遥

苏区的美术得到了很大的普及遥 苏
区时期袁为了宣传党和苏维埃的方针尧政
策袁宣传红军的宗旨和政治主张袁充分利
用美术的直观尧形象的表现形式袁在红军
驻地的村前村后袁墙头地角袁饭堂卧室都
画满了生动尧形象的红军漫画袁让人一看
就懂袁过目不忘袁起到了极佳的宣传效
果遥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袁 美术创作
在随后所办的报刊如叶红色中华曳尧叶红星
报曳尧叶青年实话曳尧叶苏区工人曳更是随处
可见袁为大家喜闻乐见遥 叶红星曳报社专
门出刊有叶红星曳画页遥 这些植根于火热
的斗争生活的美术作品袁成为苏区宣传
群众尧组织群众尧教育群众的重要武器遥

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非常繁荣遥 在
苏区袁无论是党政组织尧群众团体袁还是
红军部队袁 都非常重视新闻出版工作遥
中央苏区先后成立了中央出版局尧中央
总发行部等数十个出版发行机构袁建立
了 10 余个印刷厂尧印刷所袁先后创办出
版了叶红色中华曳尧叶青年实话曳尧叶红星曳尧
叶苏区工人曳尧叶斗争曳 等 130 余种报纸杂
志袁其中叶红色中华曳报发行量竟高达 4
万份遥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
征后袁叶红色中华曳报仍在赣南苏区出版
发行到 1935 年 2 月初才停刊遥苏区出版
机构编印出版的马列经典著作尧政治理
论书籍和各类军事尧科技书籍袁计有 350
余类袁印刷数万册之多遥

中央苏区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袁还
在瑞金建立了中央博物馆和中央图书
馆袁 收藏了不少文物和图书资料遥 毛泽
东对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袁曾
给予很高的评价袁称野这是人类精神解放
绝大的胜利冶遥 渊朱万红 整理冤

蓬勃发展的苏区文化事业

野欢庆一苏大冶情景再现遥 本报记者袁南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