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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程，党
领导下的红色出版发挥了凝聚力量、团结人心、振作士气、引导舆
论的巨大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革命历史时期，结合不同历史现
实，因时应势、因地制宜开展的形式多样的出版工作，其手段与措
施，其精神与特质，其韬略与智慧，都值得后人去认真总结。

红色出版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 吴永贵 左 军

苏区 -抗日根据地 -解放区
红色出版见证革命历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
即着手创办出版机构，有组织有计划
地出版马克思主义及相关著作，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及主张。先后
成立的出版机构有上海的新青年社、
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汉
口的长江书店，南昌的文化书社、明
星书店等。这些早期的革命书店，有
的不单纯仅承担书刊出版发行的任
务，往往还是共产党组织进行革命活
动的据点和联络机关。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
党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道路，先后建立了以赣南为中心
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闽浙
赣、湘赣、赣东北等几十个地方革命
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随着苏维埃政权
的建立，亦称“苏区”。闽西是中央苏
区出版业的发祥地。在这里，中国共
产党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家出版发
—闽西列宁书局。1931年
行机构——
11月 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在瑞金正式宣告成立。1931年
底，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
军军委机关报《红星》等报刊相继创
刊发行，中央出版局作为苏区新闻出
版和发行事业的中央管理机构也随
之成立。当时出书较多的出版机构有
闽西列宁书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出版局和编译委员会、马克思共产主
义学校编审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总
会编译部、工农美术社、工农剧社编
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出版
科、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编审出版
科等。据叶再生编制的《苏维埃出版
物通览（1927-1937）》表统计，十年
间苏区出版书刊有 755种。
苏区出版物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大力宣传共产党
的主张。出版物的内容往往结合当时
宣传中心任务，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以图书出版为例，1930-1931年苏
区初创时期，主要出版以宣传马列主
义理论和党的基本政策为主的图书、
小册子，如《马克思主义浅说》、《社
会主义浅说》、《列宁主义概论》、《共
产党和共产党员》等。1932年是暂时
稳定时期，主要出版培养教育军政干
部的高等学校教材，如《阶级斗争讲
义》、《政治问题》、《武装拥护苏联》
等。1933-1934年是反“围剿”斗争剧
烈阶段，为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苏维埃
政权，主要出版政策宣传的小册子和
鼓动性的革命歌曲，如《劳动问题讲
授提纲》、《财政问题讲授提纲》、《土
地问题讲授提纲》、《革命歌舞》《苏
区新调》、《苏区新歌舞》等。苏区出
版物文字通俗易懂，语言活泼生动，群
众喜闻乐见，宣传效果好。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创
建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
华中、山东等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抗

红色出版逆境中成长
折射人心向背

作为政党主导的红色出版，不管是在先
日根据地出版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
前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后来的国民党
直接领导下，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据笔
统治时期，二十余年一路风雨兼程下来，取得
者统计，抗战八年时期，延安共有 72家
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显示了与中国共产党组
单位出版了总计 539种图书。其中解放
织一样坚强与坚韧的秉性。
社和新华书店是最重要的两家出版机
1926年 2月 4日，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
构， 出书数量超过延安出版总量的
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封
50%。其他如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华北书
闭了上海书店。1929年 6月，国民政府公布了专
店、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陕甘宁边
门针对共产党书籍的 《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
区政府办公厅、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
法》。“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南京、上
究室等机构，出书数量都在 10种以上。
海、北平、天津等地，先后成立了新闻检查所。
较之于延安，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3年 9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重要
的出版事业起步相对要晚。中共中央一
都市新闻检查办法》，实行全面的新闻检查制度。
方面下达指示：“各根据地都要建立印
刷、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运输机关”； 读书出版社在国统区出版的三卷本《资本论》 据张克明辑录的资料统计，1927年 8月至 1937年
6月间，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的书刊目录计 2000余
另一方面则派出几批出版、印刷、发行
条，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物和
等专业的综合工作组，到晋绥、晋冀鲁
宣传马列主义及苏联革命历史的著作。
豫、晋察冀、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予以协
在红色政权直辖下的出版机构，由于敌人的
同和支援。在此情况下，各根据地的出
经济与物资封锁，出版条件十分艰苦。苏区出版
版事业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发展起
物的印刷基本以油印为主，个别还有木刻和手抄
来。
的。瑞金就曾用木板印刷了《共产党宣言》。在延
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的
安时期，边区纸张供应存在较大缺口，造纸工人
出版活动，是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用马兰草土法生产的纸张代替，不得已时甚至节
开展起来的，因而表现在出版物上，承
制书籍的印数。油墨来源出现断绝，则以松树自
接了苏区出版物注重政治的特点，带有
烧烟灰，轧制油墨。印刷设备陈旧落后，只能因陋
鲜明的党性特征，党报与党刊、党的领
就简地以油印、石印，甚至传统木刻的方法印书，
导人著作、党的政策文件、党的历史文
同时派人前往西安和上海，通过各种关系，设法
献、马列主义著作，被当作出版的首要
购买铅印及其他现代印刷器材，一步步向前改
任务，成为根据地出版物的重中之重。
进。这种坚毅勇为和艰苦朴素的出版作风，是值
为现实政治服务，为军事斗争和思想文
得后人学习的。
化斗争需要服务，贯穿着各抗日根据地
红色出版之所以在逆境和困境中生生不息，
出版活动的全过程。那些体现时代精神
从本质上说，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理想与
的抗战文艺作品，那些为适应整风运动
成功的执著追求与坚定信念。早在中共一大决议
而出版的书刊，那些为人民军队建设而
—人民出版社
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社——
印制的教材，那些为打击分化日寇、汉
的出版计划中，主管出版的中央局宣传部主任李
奸、伪军的宣传品，那些关于解放区政
达，就以广阔的理论视野与过人的理论勇气，提
权建设的论述，以及那些为促进生产、
出了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的重大构
保障供给和传播生产经验的通俗性作
想。在出版条件异常艰苦的延安初期，延安解放
品，无不体现了那个战争年代，在复杂
社调用了当时最为主要的出版资源，先后翻译出
的斗争环境中，党的出版物所具有的品
版了 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以及 20卷
质和特性。
本的《列宁选集》、5卷本的《斯大林选集》。中共
抗战胜利后，随着解放区范围的日
中央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反
趋扩大，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出版事业
映了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现实理论需要以及
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各地的新华书店充
达到的思想高度。“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
当了解放区出版业发展的主力军。至建
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善于充分地利用
国前夕，全国已建立新华书店分支店
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
735处，职工 8100余人。
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任务”。这样的认识和实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华书店，从偏僻
践，贯穿于红色出版过程的始终。
乡村到中心城市，从区域之地到全国范
红色出版的发展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围，最终发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
政治智慧。国统区的红色出版活动，由于处在国
事业的重要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
民党政府的严厉监视与审查之下，书店往往以商
城市的过程，也是新华书店没收敌方书
业面目作掩护，所出书刊或者内容呈现“灰色”，
刊资财的过程，同时又是人民出版机构
或者发行通过秘密渠道，或者装帧改头换面“伪
纷纷新建的过程。物质条件的改善，大大
装”。在那个年代，国共两党间关系的分合变化，
提高了解放区出版物的印刷质量，原先
成为影响国统区出版环境最敏感的因素，共产党
的油印、石印和土造纸，被替代成铅印、
出版组织据此判断大局，把握出入进退的尺度与
彩印和新闻纸与道林纸。旧貌换新颜，改
时间。在国共合作较好的抗战初期，读书生活出
变的只是出版物的形式，不变的是出版
—服务于战争，
版社及时抓住机遇，在国统区推出了三卷本的
物所蕴含的价值取向——
服务于宣传，服务于人民政权的革命传
《资本论》，创造了中国国统区出版史上的奇迹；
统。这一传统沿承着苏维埃政权时期和
而在 1941年 1月“皖南事变”之后，遭受国民党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出版道路，也引领了
政府蓄意打击与破坏、几近奄奄一息的生活、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出版方向。
书、新知三家书店，在周恩来的具体指示下，一面
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
时机”的精神，妥善疏散安排人员；一面将“书店
划分一、二、三线三条战线，以便生存和斗争，避
免更加严重的损失”，或更改名称，化名自营；或
变化方式，实行投资合营；或从事副业，以丰补
歉，策略性地做着化整为零的工作。这样的出版
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活 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以及后来的中
策略和路线，一直坚持运用于抗战胜利后的内战
动，是共产党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等左翼
时期，直到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彻底结束。
分，与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共产 团体，都建立了自己的出版阵地。
从整个民国出版史看，共产党领导的红色
党的出版事业，构成了同时并存又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
出版算不上是出版的主流，出版的数千种书刊
为奥援的两条出版主线。
次合作。尤其是抗战初期，“全国各方
与整个民国出版物十余万种的巨大数量相比，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实行 “清 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
比例也不算大，但它的影响却巨大而又深远。首
党”和“分共”政策，国共关系破裂。在随 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各种政
先，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出版是民国时期政党出版
后十年，有共党赤化嫌疑或文化内容左 治理论读物，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
的杰出代表，具有某种出版类型上的典型意义，
翼的书刊，均在国民政府打击之列，国 宁、斯大林著作以及毛泽东等中共领
其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出版作风，其紧扣时局、
民党统治区内的禁书禁刊事件层出不 导人的著作，在抗战初期的汉口、广州
灵活变通的智慧胆识，其思想鲜明、一以贯之的
穷。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政府文化专 等地，曾有相当数量的出版；虽然随着
精神理路，
都值得后人领会与学习。其次，红色政
制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共产党善 以后形势的变化，这些著作受到了国
权下的红色出版氤氲而成的出版传统，
成为新中
于在困难的环境中，既坚持不懈又讲究 民党当局的限制与查禁，但始终不曾
国出版的真正源头，
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
策略地开展着出版活动，除了直接创办 在大后方禁绝。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
的新格局，至今影响犹在。而在当时，多少青年学
了诸如无产阶级书店、华兴书店、北方 报馆，是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合法的
子奔赴延安学习和参加革命，
其中很多是受到了
人民出版社等地下或半地下的书店外， 新闻机构，也是共产党在大后方出版
进步读物的潜移默化和感召。当年国统区最著名
更见影响的是秘密领导了像生活书店、 发行书刊的重要阵地。生活书店、读书
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基本上采用商业
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等一些以 出版社、新知书店等共产党领导的民
化运作的方式下，出版图书 2000余种，期刊 70
民营书店面目存在、因而可以公开出现 营出版机构，在抗战初期相对宽松的
种，若没有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支持，绝难取得如
的出版机构。
政治环境中，一度在国统区发展快速，
此可观之成绩。正是从这无言的巨大支持中，
折
另外，20世纪 30年代左翼文化运 后来虽受当局的打压和摧残，但依然
射出了一个时代人心之向背和思想潮流之变迁。
动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参 一息尚存于政治的风雨飘摇中，并用
共产党之得人心而得天下，也能从出版的角度见
与乃至于予以引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实际行动支持着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
出端倪。
（左联）、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 的出版活动。
图书出版部主办 责任编辑：王大庆 联系电话：010—67078616 电子邮箱：gmdushu@163.com 美术编辑：朱江

在“国统区”
红色出版始终星火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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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递

《鲁迅诗编年笺证》
80余年来，关于鲁迅诗歌，国内外
曾先后出版过为数不少的各种形式的
注解或赏析。《笺证》一书以鲁诗的写
作时间先后为序进行笺证，纠正了其他
同类书中大量的明显知识性讹误或说
“硬伤”。其中包括事实认知之误、典故
引用之误、作品系年之误、文本出处之
误、书名引署之误等等。原鲁迅博物馆
馆长（现为中国人大文学院院长）孙郁
在序言中称，《笺证》 一书是鲁迅诗研
究的集大成之作。
阿袁笺证 人民出版社 59.00元

《金陵十三钗》

故事发生在 1937年 12月被日寇攻
陷的南京。金陵城中的威尔逊教堂里藏着一
群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一天清晨，十几个来
自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也来到教堂避难，神
父收留了这些在女学生眼里不 “干净的”
“特殊女人”。在毫无人性的日军眼里，没有
进不去的地方，威尔逊教堂终于被日军侵
入。日军以庆祝圣诞之名，逼唱诗班女学生
到军营献唱。在无可退避的时刻，十三位“特
殊女人”挺身而出，顶替女学生随日军而去。
本书是严歌苓对旧作的补充扩写，由张艺谋
导演的同名电影正在拍摄中。
严歌苓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9.80元

《探索全球智库之路》

本书作者为经济学领域知名学者、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秘书长。本书共
分三篇。第一篇：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
坛走向全球智库的探索。主要介绍了高
峰论坛走向全球智库的历程、背景及形
成的主要成果。第二篇：中国能源环境发
展综合报告（2008-2010三届峰会专家
主要观点综述）。分为中国能源环境现
状与形势分析、中国能源未来战略选择、
发展绿色能源、推进节能减排等九个部
分。第三篇：发展研究篇。汇集了作者在
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主要著作和文
章，包括：《超越 WTO
》、《区域发展新
论》等。
林智钦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36.00元

《平民话筒》

书 中 精 选 了 2000年 至 2010年
《工人日报》 刊发的新闻评论 120余
篇。利益的博弈，理念的纷争，价值的
冲突，人性的多面……国家转型期的历
史现场与时代表情从中可窥一斑。本
书如同一枚透视镜，借助它，可以透视
21世纪最初的 １ ０ 年间，在中国这块
土地上，曾经发生了哪些标志性事件，
又留下哪些值得纪念的人物身影，它
们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又将对我
们的未来产生怎样有形无形的影响，
真实、坦诚而理性。
刘文宁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25.00元

《动物王国的故事》
像许多童话一样，故事发生在大森
林里。主人公小猪珠珠姑娘没有什么神
奇的魔力，她贪吃、爱玩、喜欢漂亮衣服
和小动物，同情弱者、开朗乐观……就
像是小读者身边的一个朋友、一个同
学，或者就是小读者自己。珠珠在挫折
磨难中锻炼意志、增强自信，最终实现
梦想、找到幸福。作者通过神秘的动物
世界和珠珠离奇的冒险经历，形象地表
达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情感真挚淳
朴，文字生动有趣。
安安著 东方出版社 21.00元

《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蓝皮书首发
由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张保生、常林教授主编的系

列蓝皮书《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1978-2008）》卷和《中国证据
法治发展报告 2009》卷日前在京首发。蓝皮书试图从证据立法、司
法和证据科学学术进展的全景视角，审视中国证据制度发展的来
龙去脉，梳理证据科学的研究成果，总结证据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
验。蓝皮书 1978-2008年卷和 2009年卷，分别论述了改革开放 30
年和 2009年中国证据法治发展进程和演进阶段，简要介绍证据科
学专著、教材、译著和论文，为开展证据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
料线索。
（曹建文）

《打开文化管理之门》出版
曾主编《中国企业文化大辞典》与《中国企业形象大典》的学者

徐文中，近日又推出《打开文化管理之门》一书。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出版，集中论述企业文化调研的理论与实践。文化管理被称为
企业管理的新境界、新阶段。本书所论述的就是进行文化管理的基础
性理论，主体内容分调研计划制定、调研计划实施、调研资料诊断三
章。书中还附有四篇分量较重的调研报告案例。本书具有较强的开创
性、基础性和应用性，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企业界、企业文化
界人士的欢迎。
（贾立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