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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着方志敏的
《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大
量的书信、文稿原件，这其中，很多章
节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篇。这些极其
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都是方志敏在昏
暗的牢狱中的心血之作，字里行间流
露出一位共产主义者对信仰的绝对忠
诚和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
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
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
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
分情愿的啊！”这是他在狱中写的一篇
《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
中的文字。

这位被蒋介石亲自布置劝降的共
产党人，在狱中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
视、严防死守。人们不禁好奇，狱中的
方志敏是如何运筹帷幄，为文稿“越狱”
打通“信道”，使文稿穿透敌人的“铜墙
铁壁”呈现在今天的我们面前的呢？

方志敏是早期中国革命的领导人
之一，1899年生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
世代务农之家，1924年3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他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
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他“两条半
枪闹革命”开创的革命根据地，被毛泽
东评价为“方志敏式”的农村革命根据
地。1935年1月，方志敏率领红十军
团北上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不幸
被俘，被押解在国民党南昌监狱。

国民党为了劝降方志敏，不择手段
进行威逼利诱。一方面改善他的生活，
另一方面物色了一批党政军要员，网罗
了方志敏的几个同乡同学，轮流探监，
假献殷勤，充当说客。然而方志敏软硬
不吃，他说：“我是政治家，不是阴谋家，
要我加入你们一伙绝对办不到。”

一天，狱中一个40多岁、名叫“永
一”的人主动接近方志敏，他说他很敬
重方先生，想借此机会求教。此人真
名叫胡逸民，曾是国民党中央监狱
长。经过几次接触，胡逸民觉得方志
敏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共产党人；方志
敏也觉得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两人便
成了朋友。

胡逸民在狱中自由度很大，他的
夫人向影心当时借送饭的机会得以自
由出入牢房，方志敏看到了连通牢房
内外的可能。

一次，蒋介石派人转告胡逸民，要
他“劝方自首，将功赎罪”。

第二天，胡逸民把劝降的事坦率
地告诉了方志敏。

方志敏嗤鼻一笑：“老胡，投降那
是大笑话。自从我被捕入狱以后，在
这里实际观察的结果，更证明以前我
们所做的事是十分正确的。敌人只能
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
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
的真理。”铮铮之言使胡逸民脱口赞
道：“好样的，不是软骨头！”

胡逸民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感慨
地说：“我感到方志敏信仰坚定，胸怀
广阔，是一个非凡的人才。狱中结识
他，是我一生中不幸之大幸。”

对于方志敏的“顽固不化”，蒋介
石感到异常气愤，下达了“秘密处死”
的命令。

8月初的一个晚上，在黑沉沉、阴
森森的监狱里，方志敏告诉胡逸民，也

许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了。方志敏
从床底下取出一些稿子，交到胡逸民
手里，拜托他出狱以后，把这些东西交
给鲁迅先生，并把一封写好的介绍信
交给了他。

方志敏叮嘱胡逸民：“请你记住你
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
稿送去，万不能听人打破嘴而毁
约！……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
心，见义勇为，见威不惧，要引导人走
上光明之路，不要被人拖入黑暗之
潭！”胡逸民出狱后，履行了自己的诺
言，将方志敏的文稿转交给党组织，完
成了烈士的遗愿。

除了胡逸民，被方志敏顽强斗志
和坚定信仰感召的，还有一位看守所
的文书高易鹏（又名高家骏）。

刚入狱时，方志敏曾一心求死，但
后来得知案子“缓办”，他开始积极活
动求生。方志敏很快与狱中的共产党
人取得了联系，对看守进行教育、感
召，高家骏就是其中一个被感召的看
守。他将方志敏在狱中给宋庆龄、鲁
迅和李公朴的三封书信和一个纸包，
托给在杭州做小学教员的女友程全

昭，请她将书信送到上海，并嘱咐她：
方志敏替你起了化名叫李贞，就是“力
争”的意思。

身负嘱托，程全昭随即赶往上海，
几经辗转，最终将书信和纸包送达。

就这样，方志敏在狱中完成的手
稿分四批，通过胡逸民、向影心、高易
鹏、程全昭四个人传出来。在入狱的
100多天里，方志敏写了《我从事革命
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死！——
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
中纪实》等16篇文稿，现存13篇。这
些手稿凝聚着烈士的心血，也凝聚着
传送人为之付出的艰辛努力。

1935年8月6日夜，年仅36岁的
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被秘密处决，为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假如投降，或者改变信仰，方志敏
都有活下来的机会，然而这位共产党
人却选择了舍生取义。他的生命虽然
短暂，但他呕心沥血凝结而成的文字
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他的光辉
形象一直在人们心中闪耀。

记者白国龙 崔清新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新疆石河子大学校园的一处草坪
上，静静矗立着一座雕像。年轻学子
走过时，总会放缓脚步，投以崇敬的目
光。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大
学优秀援疆教师孟二冬教授的雕像。

校园里的苹果树繁花盛开，学生
们诵读树下，广播里汉语和维吾尔族
语交替播报着新闻，一切宁静又充满
活力。生前最牵挂这片土地、这方校
园的孟二冬，已离开10年。

1957 年，孟二冬出生于安徽蚌
埠，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
毕业后留在北大中文系任教。

此后十多年，他埋头于尘封的古籍，
孜孜求真，潜心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
诗学通论》《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等多
部论著。尤其历时7年艰苦研究，完成的

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登科记考〉补正》，
得到了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2004年3月，为支援新疆高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孟二冬主动要求到新
疆石河子大学支教。

中文系2002级学生张瑜记得，那
一天，《唐代文学》第一课，一位身材高
大、衣着整洁的老师走到讲台：“同学们
好，我是北大的孟二冬，现在开始上课”。

旁征博引，文采飞扬，隽永的竖行
板书，中气十足的嗓音……浩瀚古代
文学的大门就这样为边疆的学子缓缓
打开。那堂课，大家做了厚厚一沓笔
记，有的“甩着胳膊直喊手酸”。

在石河子大学，除了为中文系
2002级100多名学生授课外，孟二冬
还为中文系教师教授《唐代科考》选修

课。年轻教师张凡最喜欢去“蹭听”孟
老师的课。在他的印象中，孟老师“学
问好、课讲得好、心态好”。

然而，没过多久，孟二冬就出现了
严重的嗓子喑哑症状。在医生开出

“噤声”的医嘱后，他仍以惊人的毅力，
忍受巨大的痛苦，坚持为师生授课。

后来，“咳嗽得厉害，脸憋得通红”
“几乎是用气流在讲课”。大家实在不
忍心，请求老师不要再上课。孟二冬
却依然倔强，“我还可以讲”。

经医院诊断，孟二冬罹患食管恶性
肿瘤。人们这才知道，一个乒乓球大小的
肿瘤正卡在他的食道里，气道被挤得只剩
下五分之一，随时都有窒息死亡的可能。

但孟二冬放不下他的学生们。
2004年4月26日，憔悴的他被搀扶着

走上讲台，为学生们留下最后一课。
张瑜永远忘不了，那天，老师用细

微的声音将晚唐诗词逐一梳理，“每讲
一句都十分困难，额头上的汗珠一滴
滴往下淌”。大家哭着求他不要再讲，
他却笑说“没关系”。

“没给大家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很抱歉。”课后，孟二冬向学生鞠了一
躬，艰难地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
大家要多看些书，都会比我强。”他转身
在黑板上写下那句经常对学生说的话：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
台下，学生们的泪水早已流成河，

凝望着老师的背影，不舍离开。
回北京住院，病痛折磨中，他坚持

指导研究生，学生们络绎不绝拿着论文
到病床前汇报，“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2006年4月22日，49岁的孟二
冬因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
讲台和学生。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模范教师等称号，被追授为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涓涓细流，
最终换来山花烂漫。如今，孟二冬的60
多名新疆学生已成长为人民教师，其中
45人留疆执教。而一批批燕园师生，多
年来也在接力着火炬，志愿到新疆、西
藏、青海、内蒙古、云南等支教。

“孟老师用生命之火给了我们温
暖和爱，让我们感受到教师职业的神
圣与伟大。在祖国的边疆，我们将接
过这火炬，在三尺讲台上继续传递爱
与希望！”学生们说。 记者魏梦佳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6月25日电
（记者赵焱 陈威华）针对菲律宾单方
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巴西专家学者
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菲律宾执意单方面将南海问题诉诸仲
裁庭，不仅无益争议解决，反而加剧地
区紧张局势，美国作为域外国家无权
干涉南海问题。

巴西亚太问题研究所所长塞维利
诺·卡布拉尔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因为全

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深化而变得更具
侵犯性，南海争议的加剧就是美国重返亚
太地区、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结果。

他说：“众所周知，美国插手其他
国家事务的传统由来已久，在英国、法
国、荷兰等国对东南亚的政治和经济
控制结束后，美国就一直在这一区域
干预各国事务。”

卡布拉尔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
的主权在二战后的《开罗宣言》和《波

茨坦公告》上都有明确提及和确认，日
本被要求归还其占领的中国领土。

他认为，在尊重中国主权的前提
下，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对话解决，同时
要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别是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巴西著名专栏作家、中巴问题顾问
卡洛斯·塔瓦雷斯认为，美国在南海争
端背后施加影响、插手亚洲国家事务是
非常不当的。“美国应该远离亚洲国家

的争端，他们没有权利干涉其他国家事
务。中国没有干涉任何北大西洋的事
务，为什么美国要干涉南海事务呢？”

他指出，菲律宾政府单方决定将
南海问题诉诸仲裁庭，令这一问题引
起更大关注，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仲裁庭没有权力决定领土争端问题，
菲律宾政府的这一做法也不符合《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罗尼·

林斯认为，南海争端只有通过对话才
能解决。“我认为将国家主权问题诉诸
仲裁庭是很奇怪的事情，类似问题应
该通过对话解决。通过对话才能分析
问题的利害，找到解决方法。”

林斯说：“中国和菲律宾曾承诺通
过谈判解决争端，不知道为什么菲律
宾单方面将问题诉诸仲裁庭。”中国不
接受仲裁结果并不是不遵守国际法，
相反这是遵守国际法的体现。

巴西专家：美国无权干涉南海问题

新华社地拉那6月25日电（记者刘力航）
阿尔巴尼亚前工业和能源部副部长、国际问题
专家多利安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菲律宾单方面提请就南海问题进行仲裁脱离了
直接、公开、透明对话的原则。和平谈判与合作
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多利安说，中国在亚洲以及世界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历史上一直奉行和平政策，从来没
有试图欺压过周边邻国，同样也不允许别国侵
害自己的尊严与主权。中国历史上富裕而强
大，但从来没有以“航行自由”为借口征服侵略
他国，反而凭借海洋航行的优势同其他国家和
文明加强贸易往来，促进共同繁荣。

多利安表示，南海是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重要
走廊，关乎世界经济安全，南海周边国家保持稳定
开放的合作符合中国利益。通过公开透明的对话
合作，南海周边国家相互增进往来、促进贸易、共
享资源，带来共同繁荣和双赢、多赢的黄金机遇。

他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顺应了时代要
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也为南海规划出美
好愿景，中国在对待发展友邻关系上从来都是
言出必行，不会泛泛而谈。

针对有些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抱有疑
问，多利安指出，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历史已证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是一个负责任
的国家、是值得信任的朋友。但中国也全力捍
卫自己的主权，在主权受到质疑时，从来不接受
任何借口的敲诈。

阿尔巴尼亚专家：

谈判与合作才是
解决南海问题的出路

光辉历程

民族脊梁

舍生取义：方志敏13万字的狱中文稿是如何“越狱”的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七

师者孟二冬：燃烧生命之火，点亮希望之灯

新华社巴塞罗那6月26日电（记者周喆）
西班牙政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博士马克·塞尔
加斯·科斯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双
边谈判才是解决南海争议的最佳方式。

科斯强调，关于南海争议，不应该通过仲裁
庭单方面裁决作出结论，而应该由当事国之间
通过政治层面的协商寻求解决办法。他说，谈
判有助于促进双方合作。“如果我们了解当事国
各自文化中包容性与和谐性的部分，我们会知
道达成一个双边协议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科斯说，仲裁庭在南海问题上作出的任何
仲裁都是单方面的，作出仲裁的整个过程都不
具备合法性。而如果当事国中有一方不承认仲
裁庭的合法性，那么仲裁将没有意义。

科斯进一步说，中国与东盟10国于2002年
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各方承诺由直接有关的
当事国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有关
争议。他说，双边谈判才是解决争议的关键。“仲裁
庭的仲裁将无助于解决南海争议，反而会让争议更
加严重，同时加剧国家间的紧张局势。”

西班牙专家：

双边谈判是
解决南海争议最佳方式

据新华社长沙6月26日电 记者从湖南省
宜章县政府部门了解到，26日一辆旅游大巴在该
县境内因撞到隔离带护栏发生油箱漏油起火，
目前已造成35人死亡，其中两名小孩；11人住院
治疗，其中4人重伤。车上载人一共为55名。

湖南宜章境内大巴事故
共造成35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