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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拂歷史塵埃話延安
▓陳澤豐

「革命聖地」延安

延安是陝西省北部的一個地級市，

係當年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終站，是

中共1935年至1948年的根據地，更是中

共中央、毛澤東所在的地方。就中共黨

史而言，它的地位比江西的井崗山更為

重要，被視為「革命聖地」，是人民心

目中一盞「明亮的燈」。

延安舊稱膚施，這是有典故的。相

傳仁慈的黃帝為救一個人，把他自己身

上的肉割下來餵給一隻貪饞的神鴉吃，

所以叫「膚施」，就是施膚的意思。有

說楊家將中的楊六郎就戰死在這一地

方。主要景點有九層寶塔（建於唐代）

和窯洞，附近則有黃帝陵及黃河壺口瀑

布等人文自然景觀。

我們可以先從近代史上去認識延

安，瞭解延安，看一看七、八十年前

中共治下的延安生活狀況。英哲培根

（Francis Bacon）曾謂：「歷史使人智

慧」，願與僑協會員同仁分享。

中外記者筆下的延安

延安既是「革命聖地」，雖然路途

遙遠、交通不便，但當年還是有不少中

外記者蜂擁前往延安朝聖，訪問中共領

導人。例如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和史諾（Edgar Snow, 《紅星照耀中國》

或《西行漫記》的作者），都留下常被

引述，膾炙人口的紀錄。但外國記者筆

下的延安，畢竟是隔著一層雲霧看的，

還不如本國記者來得真切細膩。

1940年代，有不少記者，如趙超構

（南京《新民報》）、陳學昭、舒湮

（《每日譯報》）、范長江（《大公

報》）等，透過各種不同管道訪問過

延安，並留下《延安一月》、《延安訪

問記》、《戰鬥中的陝北》等第一手資

料，對瞭解當時的延安頗有幫助。茲將

他（她）們的觀察，做一個綜述，分別

摘錄如下：

— 延安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是

粗糙、幼稚，然而是頗為剛健的農業都

市。

— 延安的春天只有風聲，清早很少

鳥聲，夜晚很少蛙聲。

— 延安人的生活標準化，思想也是

標準化，戀愛與結婚差不多標準化。

— 延安的街上，沒有高跟皮鞋，

沒有花花綠綠的綢衣服，女子同男子一

樣，穿著布軍裝，有的還打起綁腿。

— 延安最缺乏的空氣是學院氣，或

書卷氣。

— 延安有三多，雲多、山多、茅廁

多（只要有需要，處處是茅廁）。

— 延安盛傳著一句笑話：「延安

就三樣東西－太陽、廁所、空氣是平等

的」。

— 邊區的女性都是前進的、熱情

的、豪放的，和愛好自由的，有所謂

「一杯水」的故事，美其名為「戀愛的

游擊戰」，但不像外邊人所誤解的那樣

隨便。

— 男女平時因工作或學習關係，各

自住在機關或學校的宿舍裏，只有禮拜

六晚，允許他們在外面過夜，所以小客

棧每逢周末便是男女情侶投宿、春宵一

刻值千金，辦「一週大事」的好去處。

第二天清早又依依不捨的分手，這是

「禮拜六」的故事。

陳嘉庚對延安的印象

陳嘉庚（1874-1961），福建廈門

集美人。如眾所知，他是新加坡華僑領

袖，早年斥資創立廈門大學。抗戰爆發

後，號召南洋華僑籌款，抵制日貨，並

動員南洋僑界參與抗日運動。1940年，

率僑團返國，至各地慰勞考察，並訪問

延安。透過他的《南僑回憶錄》，讓我

們瞭解他對延安的一些觀感和印象，有

▲當年中共中央辦公室窑洞。

▲當年中共中央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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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是他把重慶與延安作比較：

— 余到重慶所見，則男長衣馬褂，

滿清服制仍有；女則唇紅口丹，旗袍高

跟染紅指甲，提倡新生活運動者尚如

是。政府辦事機關，……辦事員多者百

餘人，少者數十人，月費各以萬計，不

知所幹何事。酒樓菜館林立，一席百餘

元，交際應酬相徵逐，汽車如流水，需

油免計核，路燈日不禁止，管理乏精

神。

— 迨至延安，則長衣馬褂、唇紅

旗袍等，都絕跡不見。常聞陝北延安等

處，人民如何苦慘，生活如何窮困，稍

有資產者則剝榨淨盡，活埋生命極無人

道，男女混雜人倫不講，種種不堪入耳

之言。

—  但延安男女衣服均極樸素，一律

無甚分別。沒有一兩人粉裝華麗，錦衣

特色，不但被人視同怪物，自己亦羞愧

不能自然，然陝北地貧、交通不便、商

業不盛、地方非廣，故治理較易，風化

誠樸。

—  重慶「虛浮乏實，絕無一項稍

感滿意，……與抗戰艱難時際不甚適

合」。而到了延安，「感覺別有天地，

人民安居樂業，社會風氣也好」。

—  延安三面環山，形勢優美偉壯。

平等無階級，無苛捐雜稅，無失業遊

民，無盜賊乞丐，縣長民選。惟工業尚

幼稚。

—  延安風多雨少，泥粉時常飛揚蔽

空。當狂風一作，滿天如充滿黃霧，數

十步外不能見人，屋內黃塵佈蓆。每人

日從鼻孔吸入不知多少，故宜多注意衛

生。

參政員間關萬里延安行

1945年5月，隨著盟軍打垮並占領

了德國，取得歐洲戰場上的決定性勝

利，國際形勢急轉直下，抗日戰爭的勝

利在望，以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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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首的一些儒生策士，為了促成國共和

談，共同團結抗日，於6月初由褚輔成

（國民黨老黨員）、黃炎培（民盟）、

冷遹（民盟）、王雲五（社會賢達）、

傅斯年（無黨派）、左舜生（中國青年

黨）、章伯鈞（民盟）七位參政員聯名

致函毛澤東、周恩來，提議訪問延安。

延安方面回電表示歡迎，蔣介石也批准

同意。

7月1日，褚等一行六人（王雲五臨

時因發高燒未同行），乘專機從重慶到

延安，展開一連串的訪問。事後，黃炎

培、左舜生、傅斯年都留下訪問紀錄，

黃、左與傅同毛澤東數度交鋒，過程精

彩，值得重溫。

傅斯年與毛澤東在窯洞相會

傅斯年與毛澤東早在五四時期便

相識，當時，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管

理員，傅斯年則是北大學生，常去圖書

館看書，因此二人相識。這次傅斯年來

延安，毛澤東為表示親近，便單獨邀他

談了整整一個晚上，稱讚他在五四時期

反封建主義方面所做出的貢獻。傅斯年

回答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

們才是項羽、劉邦」。毛澤東當時對此

未做正面回答。兩人無拘無束，上天下

地，無所不談，當長談結束時，傅斯年

向毛澤東提出想要一幅毛澤東的親筆題

字，以為留念，毛欣然答應，後來毛給

傅斯年一封短箋和所寫條幅，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

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

謙，故書唐人詩以廣之。敬頌

旅安

              毛澤東  上  7.5
毛的條幅這樣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此 詩 為 晚 唐 詩 人 章 碣 的 〈 焚 書

坑〉，詩中「劉、項原來不讀書」一

句，或為毛澤東自況，含有自謙沒有傅

▲1945年7月1日國民黨參政會參政員飛延安與共產黨商談國共合作，左起：毛澤東、黃炎培、   
褚輔成、章伯鈞、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來、王若飛。

▲毛澤東寫給傅斯年的短箋與條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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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年讀的書多之意。

左舜生的延安見聞

左舜生曾與曾琦、李璜並稱「中青

三傑」。左舜生從延安回來後，寫了一

篇〈記民主政團同盟與延安之遊〉，後

來收入他的《近卅年見聞雜記》。

左舜生和毛澤東於二十年前在上

海見過兩次面，也算是老相識了。除了

歡迎晚會和三次宴會之外，毛也邀請左

舜生和章伯鈞到他的私人住處吃飯長

談。總結延安五天之遊，左舜生所得的

印象甚深，「承認他們是在那裡苦幹，

關於組織訓練，他們十分注意，生活安

排，也另有一套辦法；像延安那樣一個

貧瘠之區，他們居然能夠胼手胝足創造

出許多為生活所必需的東西，也算難

得。可是他們處在那樣一種環境，天然

的只能『孤陋寡聞』，也只好『因陋就

簡』。」

最後，左舜生強調兩點：

第一、他們軍人的素質要比文人來

得好，依賴組織的力量，軍人可能接受

文人的領導，決不是假的。

第二、他們的黨員和公務員的生

活，相當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們沒

有脫離群眾。

黃炎培與毛澤東談人亡政息

黃炎培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教育家和

社會活動家，中國職業教育社的奠基人

之一，在延安住了一宿後，清晨起身，

黃炎培的感受是：

「清晨五點鐘起身，朝陽給一道山

脈擋住，還沒有露面，而紅霞已佈滿天

空，這時候空氣最清新，很像北平秋天

之晨。肌膚和它接觸，發生無法形容的

爽快。在招待所門外空地，照例舉行早

操，散步小園裏，成律詩一首」。

這首名為〈延安〉的小詩，藉宋代

范仲淹守西北的故事，抒發了詩人對延

安人生活的讚美之情…，茲錄之如下：

飛下延安城外山，萬家陶穴白雲間。 

相忘雞犬聞聲裏，小試旌旗變色還。 

自昔邊功成後樂，即今鈴語訴時艱。 

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蒼生空淚潛。 

在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問他

有什麼感想？黃炎培回答：「我生六十

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

所謂『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

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

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

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

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

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

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

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

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

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

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

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

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

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

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

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

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

之沒有能跳出這個週期律。中共諸君從

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

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律的支

配。」

聽了黃炎培的這番見解後，毛澤

東對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

能跳出這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

懈，只有人民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

息。」

在回到重慶後所寫的《延安歸來》

一書中，黃炎培明白表示，中共現時所

走的路線，不求好聽好看，切實尋覓民

眾的痛苦，因此對延安的新氣象更是讚

嘆不已。他在書中寫道：

—就我所看到的，沒有一寸土地是

荒著的，也沒有一個人好像在閑蕩。

—公務人員不論男女都穿著制服，

女子學生裝短髮，都代表十足的朝氣。

當地老百姓，衣服也很整潔，衣料是自

己織的土布。絕對沒有襤褸污穢的流浪

者。

— 至於中共重要人物，毛澤東是

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於執行者。朱

德一望而知為長者。此外，賀龍、彭德

懷、聶榮臻、林彪、劉伯承等都是沉靜

中帶著些文雅，一點沒有粗俗傲慢的樣

子。

傅斯年的政治洞見

從中外記者到參政員，大家對延

安的印象是新鮮而深刻的，當然有褒有

貶，感受並不一致。與左舜生、黃炎培

二人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卻

有自己獨特的觀感和政治洞見。據羅家

倫（前國史館館長）敘述說：「他認為

當時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

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

在傅斯年眼裡，中共與蘇共是連帶的，

不可分割的，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

所以在一次閒聊時，他對李濟（考古

學家，前史語所所長）說：「我要是

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

生興趣」。接著補充說：「但我自從

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

黨」！（作者為專業史學工作者）

▲左圖：傅斯年與周恩來交談。右圖：毛澤東宴請參政員，背對者為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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