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05月13日 星期五
编辑：汪静赫 E-mail：hhym2011@163.com 校对：筱华 美编：马丽 红色资本

本报记者 汪静赫/文
1915年的李铁民决计想不到 25

年之后的一次意外受伤会直接改变
一次至关重要的旅程。

1890年，17岁的福建少年陈嘉庚
跟随下南洋的人潮到了新加坡。1915
年，另一个17岁的福建少年也踏上了
下南洋的旅程，他就是李铁民。

25年之后，陈嘉庚和李铁民一同
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启程

1940年，身为华侨领袖的陈嘉庚
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实地
考察抗战情况，这位少时白手起家、
历经商海波澜的爱国商人，彼时未曾
想到，他将踏上的是一段奇异的旅
程。之前担任过新加坡《叻报》总编辑
的李铁民以南筹总会秘书的身份一
路随行。

1940年的陈嘉庚，早已是驰名海
内外的大实业家，他的实业以橡胶和
胶制品业为主，鼎盛时期其销售网遍
及全球，堪称新马树胶王国的四大开
拓者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橡胶大
王”。
在此之前的几年中，眼见国内抗

战形势日益艰巨，远在异国他乡的陈
嘉庚，组织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
国难民总会”。陈嘉庚亲自担任主席，
团结各埠华侨，激励爱国热情，募捐
款项支援抗日。南洋华侨捐款对战时
财政经济的支持起了巨大作用。

1940年3月15日，南侨筹赈总会
华侨回国慰问团正式出发，陈嘉庚任
团长，李铁民任秘书，一行共四人，乘
飞机抵达重庆。

出发前的憧憬和热情，很快消
散。
在陈嘉庚眼前，战时的“首都”，

一派虚华。政治的空气里充满了与抗
日艰苦征战截然相反的气息。

蒋介石特意指拨的8万元接待经
费，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豪华酒楼，身
居要职的国民党官员生活奢华，街市
灯红酒绿，达官贵人挥金如土。见此
情景，陈嘉庚的心一天天往下沉。
陈嘉庚拒绝了蒋介石的奢侈应

酬，他在重庆各报刊登启事，说明“慰
劳团一切费用自理，不需消耗政府和
民众财力”。
在重庆的日子里，陈嘉庚越来越

失望。与此同时，来自国民政府蓄意
挑拨的反面“宣传”，也让他对知之甚
少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
有了强烈的好奇心。
站在陪都街头，陈嘉庚望着李铁

民，两人似有默契，有了新的主意。他
们打算为这次旅程找一个新的目的
地。

延安。这是一个陌生的地名。陈
嘉庚决意前往。他在一次和蒋介石共
进午餐后坦言“延安通车亦欲前往”。
一提延安，蒋介石便“有话要说”。在
一如既往地“大骂”之后，蒋介石叮嘱
陈嘉庚“千万不要受骗”。

然而，陈嘉庚去意已决。
5月26日，陈嘉庚一行抵达西安。

次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访见陈

嘉庚, 并请他到第18集团军驻地西安
办事处吃午饭。陈嘉庚慨然应允，但
陕西省政府招待负责人寿家骏借故
力阻其行。朱德只好改到下午3点,并
说从延安经西安往重庆的周恩来也
在此一同候见。陈嘉庚再次允诺。不
想寿家骏有意将接待车驶往别处,拖
延很晚方回。陈嘉庚十分恼火，但这
更激发了他非见不可的决心。

5月30日，陈嘉庚一行乘车由西
安去延安, 第18集团军办事处派车随
行。临行时寿家骏忽然提出省政府已
派他送陈嘉庚到延安,于是同行，实际
他是奉命监视陈嘉庚。

车行途中至洛川，一伙有组织的

“民众”半道拦车，名义上是控告，实
为诋毁延安。陈嘉庚和李铁民相视一
笑，不为所动，继续前行。

奔赴

1940年5月31日下午5时，陈嘉庚
一行抵达延安。各界民众5000多人齐
集城外，欢迎陈嘉庚的到来。陈嘉庚
走下汽车，向欢迎人群鞠躬, 挥手致
意。在随后举行的欢迎会上,陈嘉庚动
情地说：“我早就希望来延安访问 ,现
在实现这一愿望我很高兴, 广大华侨
热切盼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 共同抗
战, 惟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侨胞爱
国之心,为祖国抗战多做贡献。”

6月1日上午，朱德和夫人康克清
陪同陈嘉庚一行参观延安女子大学。
李铁民惊喜地认出了一个叫廖冰的
马来亚归国女侨生，正是女儿李芳
娇的同班同学。异地重逢，分外欣
喜，李铁民向陈嘉庚引荐认识，陈嘉
庚向廖冰仔细询问了在延安的生活
和所见所闻，并同在校的20多名华
侨学生进行了交谈。从这些华侨学
生的口中，陈嘉庚第一次真实地了
解了延安。他和李铁民都感到了振奋
和欣喜。

从学校出来后，李铁民上车时不

慎撞到了汽车门顶，头部受伤，流血
不止，当即被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治
疗。

李铁民的受伤，改变了陈嘉庚的
原定计划，原本只是短暂逗留的旅
程，有了未知的变数。

当时为李铁民疗伤的是中央总
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日章。
傅连日章向陈嘉庚介绍了八路军、新四
军在缺少军饷弹药和缺医少药情况
下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陈嘉庚深受
感动。

此后的几天里，李铁民住院疗
伤，陈嘉庚则展开了真正的延安之
旅。

震撼

在朱德陪同下，陈嘉庚前往杨家
岭会见毛泽东。陈嘉庚第一次见到了
毛泽东。这个场景令他无比意外：一
个穿着旧军衣的中年男人，站在窑洞
门口———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
导人的住所。

虽然刚到延安的陈嘉庚已经初
步感觉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与众不
同”，但是近距离接触到如此朴实的
毛泽东，他还是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之前，陈嘉庚无数次想象过与这位中
共最高领导的会面，但这样的情景绝
不在他的预想之中。

窑洞里陈设简陋，陈嘉庚不禁联
想起蒋介石府邸的豪华。相对于当日
重庆的盛宴，陈嘉庚和毛泽东的第一
次共宴，设于窑洞门前的空地上。没
有高档圆桌，只有一张四张白纸当桌
布的旧桌子，席间，一阵风吹来将白
纸吹走，毛泽东索性弃之不用。饭菜
仅有白菜、咸饭，惟一的荤菜是鸡汤。
毛泽东抱歉地说：“我薪俸有限, 没钱
没鸡, 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我有远
客,送给我的。”

虽无丰盛饭菜，但陈嘉庚吃得舒
坦有味。那顿饭，陈嘉庚终生难忘。

相谈中，陈嘉庚坦诚地表示对两
党的摩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共产党
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毛泽东
诚挚地表示“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
大党,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赞同以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
治基础。总之 ,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
但是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 才能达到
真正的团结”。

此后的几天，陈嘉庚与毛泽东的
多次见面。一些小事让陈嘉庚既惊讶
不已又无限感慨。一次他和毛泽东谈
话时, 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
生走过来，不敬礼便坐下，并参加谈
话，毫不拘束。一次，陈嘉庚在毛泽东
办公室与之会谈，总司令部内的人都
来参加,顷刻席间坐满,有一勤务兵迟
到,望见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
便塞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
己身躯移开点, 以便让他坐得更舒适
些。陈嘉庚甚至亲眼见到这样一幕：
毛泽东烟瘾很重,有时烟刚抽一半,忽
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扔掉那半截,遂将
烟火熄灭, 客人走后又将那半截烟蒂
拣回吸完。

毛泽东平等待人、勤廉朴实、虚
怀若谷，让陈嘉庚惊讶之余更是钦佩
至极。

在延安，陈嘉庚除和毛泽东等领
导人交谈外，还亲自走上街头，实地
观察。目之所及，朝气向上的延安与
腐朽虚华的国民党陪都截然不同。

希望

延安城外一里路，有一条百米长
的小街，当地军民称它为“新市场”，
是惟一的商业街。陈嘉庚专门前往观
察。这里有百多家商铺，还有一家照
相馆，土特产不少而工业品奇缺。陈
嘉庚问一个店主：“政府有没有存货
公卖？”答：“没有，都是我们自行经营
的。”又问：“这里大商店大概有多少
资本？”答：“大商店很少，听说有10万
和二三十万的，大多是收买土产生意
的。”与此同时，养伤的李铁民也和陈
嘉庚一样被延安所折服。他甚至在住
院期间向中共中央的工作人员要求
加入中国共产党。

6月7日，李铁民伤愈出院，陈嘉
庚也即将离开延安。当日，延安各界
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送晚会。陈
嘉庚登台讲话，他说这次访问延安，
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了中共方面坚
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
态度诚恳, 真正感受到延安党政军民
所激发的艰苦奋斗精神, 所形成的良
好的社会风气”。

陈嘉庚延安之行，实地了解到了
延安之真相。在此之前，他把民族的
命运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而通过延
安之行，他开始认定“中国的希望在
延安”，断定“惟有住在窑洞里的毛泽
东才有希望拯救中国”。
“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

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
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
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
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陈嘉
庚的这番话，为他历时7天的奇异旅
程画上完美句点。

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从来都和经
济发展紧密关联。

早在红军时期，瑞金红色根据地
就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组织了农业生
产和少量的手工业和工业生产。1928
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两支起义
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了中国工农
红军和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为了解决
日益困难的部队给养和行政开支，他们
在上井村创办了首家红军造币厂，出炉
了红色政权首批金属货币，并取“工农
苏维埃”之意，在币面隐蔽位置加凿了
一个“工”字标记，因而被统称为“工字
银元”。紧接着，吉安县东固平民银行
成功地开印了苏区第一张纸质货币铜
元票，为红色政权货币事业的发展奠
定了第一块基石。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中央苏区
“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苏区的工农

商业受到很大的损伤，影响了财政收
入。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根据地
军民克服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具
体措施之一就是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和
经济建设公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
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和抗日战场军事
格局的变化，因地制宜制定了军事经
济工作方针和政策，并有针对性地开
展了灵活有效的军事经济工作，加强
财政金融建设，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军
事工业生产，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
如著名的南泥湾开荒；繁荣对外贸易
和进行对敌货币斗争等。中国共产党
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军事经济
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的
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为解放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
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部队除了进行生产自给和掩护农
民生产外，还大力帮助群众开展生产。

晋察冀根据地部队，每在农忙季节，都
以1/2的劳动力帮助农民生产，帮助贫
苦农民解决了不少困难。除军队外，民
兵也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劳动力和武
力相结合，战斗和生产相结合”的方
针，—手拿钢枪，—手拿锄头，创造了
许多既便于生产又便于对敌斗争的组
织形式。积极发展根据地对外贸易，努
力增强军需物资的供给能力。
“皖南事变”以前，各根据地对外

贸易部门大都是采办性质，主要从根
据地外面采购物品，保障军民物资需要。

根据地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很大
程度上增强了对抗日战场军需物资的
供给能力，为我敌后根据地度过抗日最
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指出：“战争不仅是军事和
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在抗日
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
地军民在开展军事经济工作过程中积
累了大量的经验，比如，“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力行
节约、反对浪费”、“统一领导、分散经
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等等。

另一方面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
地改革运动。1946年起 ,各解放区开始
了以“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为主题
的土改运动，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土
地，分配给失地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
田。这一土改涉及解放区的所有农村
人口的利益，它成为广大农民拥护共
产党领导的最主要动因之一。于是，当
国民党在城市和农村日渐失去所有社
会阶层的支持时，共产党人则从土改
运动中赢得了人心。

解放区开展军事经济工作的基本
做法和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武
装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不仅
为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的胜利
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为新中国成立
后开展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
验。

1938年的夏天，30岁的薄一波站在山顶，远远注视着森
林掩映中的小村庄。他刚刚做了一个决定，将上党银号驻扎
在这个地理位置既险要又隐蔽的村子里。

一年前的 8 月，“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正式成立，薄一
波任抗战决死队政治委员兼总队长，这是山西第一支特殊形
式的抗日武装。10月，薄一波率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
队及山西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进驻沁太岳山区县，创建以沁
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太岳区抗日根据地。

1938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扼杀建立之初的晋冀鲁豫边
区，不仅进行残酷的军事进攻，还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由于
根据地所处的位置在各县的交界区、游击区等偏僻落后的山
区，又加之日军扫荡后留下的创伤，根据地民生凋敝，社会经
济困难，市场上金属铸币被百姓储藏，原有的货币失去购买
力，货币交易出现了以“小米”为计价单位的物物贸易，金融
市场满目疮痍。

1938年 4月，在粉碎日寇第一次“九路围攻”晋东南行动
后，为了支持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建设事业的发展，维持战时
经济和统一财政管理，掌握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粉碎敌人的
经济封锁，克服货币紊乱现象，抵制伪币的推行，保证抗日救
国顺利进行，经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三专署、五专
署共同商定，成立自己的银号，掌握自己的财政命脉。

同年 8月，时任山西省第三行政公署专员的薄一波在沁
县郭村创设上党银号，经理由薄一波兼任，王鹤五、王干卿任
主管。银号下设会计股、发行股、总务股。并随即发行了壹角、
贰角（两种图案）、伍角、壹元、伍元（两种图案）共五种面值的
上党银号币（均由上党银号印刷厂印制），在晋东南三、五两
专区市场上与省钞、法币同时流通使用，上党票与省钞比值
为一比一。

当时，创办银号的基金近百万元。一部分是阎锡山给抗
日部队的经费；一部分来自于三专署财政拨款、各县士绅富
商捐助和百姓捐助抗日政府。薄一波后来在《沁县人民革命
斗争史》回忆录中提到：“上党银号开始的资金，阎锡山不是
给咱们点钱嘛，八路军不是也有点钱嘛，开始就是这个资金，
资金也不大。”同时，银号也是初级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
在实地采访后写道：“银行的简便，会让西方的银行家们瞠
目。”

当时的晋东南存在着各色各种的杂币，其中不仅有各种
银行发行的钞票，而且数以千百计的杂货铺、当铺、饭馆等店
铺出的期票也进入了流通领域。上党银号正是通过兑换逐步
清理了杂币，使币制得到统一，也稳定了币价和物价。在兑换
中，经过一定的审批手续，人们也可以用上党票无限制地兑
换法币，以方便群众，活跃经济。上党银号还提供低息借贷。
通过此项业务，扶植群众生产，促进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帮
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和对工人进行救济。上党银号借贷利息
一般为月息六厘，期限为两个月，比社会上的借贷利息低了
一倍还多。上党银号通过报纸等宣传渠道，反复向群众宣传
抵制伪钞的重要性。采取有效措施严禁伪钞在根据地流通，
并广泛宣传辨认伪法币、伪省钞的方法，从而把伪钞逐步地
排挤出流通领域，巩固了法币和省钞的地位。

上党银号在晋东南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监督之下发行
了一定数量的流通纸币，即上党票。上党票的发行，其最大的
特点是发行数额大，人民有了自己的主币。上党票在根据地
流通使用的范围广，占领了 68豫的日伪“联合票”货币市场。
上党银号在统一战线形式下，财政权完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
政府和八路军手中，是完全独立的金融货币机构。资金的使
用直接服务于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和抗日军队。

上党票的发行，使敌人不能再用伪钞通过正常的商业流
通形态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一斤米、一担菜，这是对日
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企图的一个极大打击，有效保护了人民
的劳动成果。

上党票的流通范围，最初是在三、五行政区境内（即太
行、太岳地区）。后来随着抗日民主政权威信的提高，上党票
流入了敌占区。1940年初，上党银号结束，其财产并入冀南银
行时上党票共发行近 400万元。

让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是银号的生存状态。战争时期 ,战
斗十分频繁和激烈 ,业务人员是一手拿枪、一手持账，白天工
作，夜间行军，跟随部队与敌人周旋。特别是会计和出纳更要
具有坚定的决心和不畏牺牲的精神，千方百计，采取各种途
径，保证账款的安全，做到“人在款在，款在账在。”储备金的
黄金、白银、银元等财宝，都要埋在地下或藏在山洞里。埋藏
时，只有银行经理、出纳和一名党员知道所藏之处，并且根据
当时环境只能将埋藏地默记在心里。

薄一波领导的上党银号在极其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为掌
握和发展太岳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金融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支持边区政府活跃抗日根据地经济和有力
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经济封锁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随着冀南
银行成立，以掌握根据地财政、活跃金融，抵制、打击伪币，巩
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支援抗战为己任的上
党银号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多年后，当年的上党银号经理薄一波成为解放后新中国
第一任财政部部长。

陈嘉庚的奇异旅程

为迎接建党 90周年，本报从本期起开辟《红色资本人物列传》专栏。无
论是公私合营过程中资本家的爱国故事、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第一战的另类
硝烟，还是中国工业企业先驱的奋斗情怀、改革风云中的央企巨擘……红
色资本人物的传奇经历和奋发精神都跨越时代、历久弥新。

“上党银号”
经理薄一波

马铭/文

硝烟战火中的红色资本

淤 于

背景

薄一波在山西

陈嘉庚和毛泽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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