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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的新华日报，
从“创刊号”开始就吹响了战斗的号
角。在武汉出版的 10个月时间里，新
华日报共出版 287 期报纸，见证了当
时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艰难历程。日
前，新华日报记者再次走进当年的老
报馆，重温 77 年前新华日报用新闻
武器参与抗战的峥嵘岁月。

当年老报馆成了寻常百姓家

大陆里，位于武汉市汉口民意一
路，是一片弄堂式的老房子。大陆里
4-9号，是新华日报社旧址，第一张
《新华日报》于 1938 年诞生在此。记
者走进大陆里大院，历史的味道顿时
从老汉口的沧桑建筑中弥漫出来。

记者看到，一栋小楼上有两块石
牌，上分别写着：“武汉市文物保护单
位，新华日报社旧址，大陆里 4-9 号，
1938 年。”“……随着战局日益紧迫，
1938 年 10 月 24 日，《新华日报》从
武汉撤离。”

新华日报社汉口旧址为二层楼里
弄式民房，占地约 600 平方米，建筑
面积大约在 1200 平方米左右，当年
分别作为编辑部、印刷厂和工作人员
宿舍，现为居民住宅。记者往巷子深处
走，碰见一位正在扫地的婆婆。今年已
经 70岁的陈杰在大陆里住了 25年。

“听人说过，周恩来总理当年在
这里办公，所以这个房子没让拆。”陈
杰说，这两栋楼目前属于国家，由房管
所代管。得知来者是新华日报记者，几

个住户饶有兴致地走过来说，“经常有
人来这里拍照，尤其是这几年。”一位老
大爷说。一位抱着小孩的中年女子说，
“过去听老人说，当年这一带每天出报
很热闹呢。”新华日报老报馆，今天里面
住着寻常百姓家，昔日的故事仍然零零
星星地在后人的闲聊中存在着。

1937 年 10 月，经过以周恩来为首
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反复交涉，争取到
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新华日报》的
权利，并在南京筹备出版。后因日寇猖狂
的进攻，南京危在旦夕，筹备中的新华日
报从 1937 年 11 月下旬起，向武汉撤
退。迁武汉后，社址先设在成忠街 53
号，1938 年 1 月 11 日正式创刊时报社
迁设于此，同年 10 月 25 日武汉沦陷，
报社迁往重庆。

“创刊号”上呼吁抗战到底

《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仅 10 个
月。今天，在武汉大学图书馆文献部，收
藏有影印版《新华日报》。翻开当年的老
报纸，历史的硝烟，时局的险恶，民族的
存亡，仿佛近在眼前。

新华日报当时吹响的战斗号角，非
常鼓舞人心。1938 年 1 月 11 日《新华
日报》创刊号上，一版头条发刊词道出
创刊宗旨：“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
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
角……” 报眼部位则是一幅木刻版画，
一个军人在振臂高呼，标题是：“巩固团
结，抗战到底。”二版是国内新闻，以战
况为主，有中央社的报道，也有本报专

电。二版上的一篇重要文章是以专论形
式发表的彭德怀演说词《目前抗战形势
与今后任务》。彭德怀的名字和演说词
突然在报上出现，激起了很多读者的好
奇心，许多进步青年争相传看。三版是国
际新闻，同时有特派记者的战区通讯。四
版是文艺副刊《团结》，开场白里强调了
取名《团结》的意义：只有团结才能战胜
一切困难，取得最后胜利。当日报上还有
孔祥熙、邵力子等国民党要员的题词。

《新华日报》在及时传播国内外战
况，关注战事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在抗战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1938 年 10 月 21
日的第 283 号报纸开始出版半张。当时
武汉即将沦陷，街市上已呈现混乱局面，
敌机不断轰炸市区，报馆已经毁坏无法
工作。当日的报眼是大号黑体的战斗口
号：“我们不应自馁，我们要在持久战
中，把已经陷入泥沼的敌人葬埋下去！”
10 月 22 日的第 284 号报纸，报馆地址
更改为五族街。两则紧要启事更为醒目，
一是继续告知八路军办事处迁湘，二是
公告新华日报重庆版日内出版。当日的
报眼大字口号是：“现在保卫武汉的战
斗，已临到最后关头。我们保卫武汉固然
重要，而产生新的力量坚持长期抗战更
为重要。”

“新华日报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在汉口出版的最后几期 《新华日
报》，印刷质量已经明显不如先前，这和
战局形势有关。日军正在逼近，报纸仍

旧保持着战斗号角的力量。资料介绍，
10 月 24 日夜，汉口秋雨淅沥。周恩来
在报馆口述 25 日发表的社论，题为《告
别武汉父老兄弟》，郑重宣告：“我们只
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武汉终究会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工
人排印的时候，周恩来对大家说：“撤
退，我们要最后走”。中国共产党武汉党
组织派来的 9 位印刷工人留下来坚持
最后的斗争。当日晚，报馆大部分人员
撤离汉口。25 日的第 287 号报纸，报馆
地址已经变更为重庆苍坪街，社论是
《本报迁渝发刊》。事实上，当日，武汉
和重庆出了两份内容不同的 287 号《新
华日报》。只可惜，在汉口编印的这份报
纸没来得及和大众见面，敌寇兵临城
下，印刷的一些报纸在炮火中化为灰
烬。

新华日报在武汉，直属中共中央长
江局领导。从 1938 年 1月 11 日在武汉
正式出版，到 1938 年 10 月 24 日在武
汉出版最后一期，共出版 287 期，5 月 2
日曾休刊一天。在汉口出版虽然只有短
短的 10个月时间，但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新华日报在武汉的工作，中共中
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一年来，《新
华日报》 正确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路
线，坦白地反映了全中国同胞的意志，坚
定地发扬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
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责任。”毛泽
东同志后来曾称赞说，“我们的《新华日
报》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新华日报

炮火下的 287 期报纸
———走进汉口大陆里《新华日报》报馆旧址

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观察社
会现象，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
派都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关
于“纸老虎”的理论，也有一个历史的
形成过程。在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上，
革命群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
不同历史时期，曾经屡次使用“纸老
虎”这个说法。

最初出现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的提法，是在 1922 年 3月。当时的情
况是：1922 年 1月，中国工人运动以
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出现了罢工高
潮。到 1月底，罢工人数达 3万余人。
2 月 1 日，英帝国主义下令封锁香港
海员工会，拆去了这个工会的会牌，并
用大炮对准工会会所。但罢工工人并
未被英帝国主义气势汹汹所吓倒。到
了 3 月间，香港形成了达 10 万余人
的总同盟罢工。英帝国主义为了强迫
工人复工，采取了欺骗镇压、软硬兼施
的手段，甚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沙
田惨案”。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更激
起了罢工工人的愤怒和反抗，他们在
广东和全国工人的坚决支持和大力援
助下，进行更加团结一致的英勇斗争。
加上当时国内外强烈的舆论压力，3
月 5 日英帝国主义被迫不得不向罢
工工人提出复工条件，答应取消对工
会的通令，并抚恤在罢工中的受难者。
3月 6 日这一天，在 10 万罢工工人热
烈欢呼“海员工会万岁”声中，英国人
恭恭敬敬地将工会会牌挂在工会大门
的原处，罢工取得胜利。在欢庆胜利的
日子里，香港和广州的工人将英帝国
主义形象地比喻为“纸老虎”。于是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的提法便迅速
传播开来。

1922 年 9 月，恽代英在《东方杂
志》第 19 卷第 18 号上所撰题为《政
治运动》的文章指出，有些人总希望
复古，像最有权势的那拉太后、袁世
凯、张勋等人，但他们都以失败而告
终。接着，恽代英以讽刺的笔调写道：
“纸老虎是不好戳穿的，一经戳穿了，
还盼望用愚民政策，使他再信这个是
真老虎，这简直是可笑的梦想。”此处
将“纸老虎”与“真老虎”对称。

1922 年 12 月，蔡和森在《向导》
第 13 期上发表 《革命中的希腊》一
文，对该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妄图

复辟给予了无情的揭穿。然后他说：“已
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
展的”。

1924年 10 月，蔡和森在《向导》第
88期上发表《商团失败后广州政府的地
位》一文，评论说：英国帝国主义支持的
商团军是“反革命的纸老虎，经 15 日一
日的恶战，便完全戳穿了！”比喻帝国主
义及勾结的一切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古、近、现代优秀
文化传统和生动民族语言，将帝国主义
和一切反动派比喻成纸老虎，最初是在
1940 年 2 月 1 日他在延安讨伐汪精卫
的一次大会上作的 《团结一切抗日力
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中。讲演最
后指出：他们“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
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
制的狗肉”，“我们今天开大会，就要戳
穿他们的纸老虎”。1946 年 8 月，毛泽
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的谈话》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一切反动
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到了 1948
年 1月 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
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的党内指示
中，详细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
和战术思想统一的客观根据。他说：“全
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
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
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
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
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
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
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
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1958
年 12 月 1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
会议上，毛泽东又充分地发挥了以上论
点。特别是 1956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
同志在与拉丁美洲人士的谈话中，把帝
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
点，和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联系起来，极
其透彻地指出：“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
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在社会历史领
域中，它表现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必
然性，“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
量大的，反人民的，弱。”这样，中国人民
在近、现代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关于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认识，得到了
科学的总结和规定，并且成为革命人民
认识和分析一切反动派的锐利思想武
器。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为什么中共领导人曾多次使用“纸老虎”这个说法？

“全体官兵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珍爱
英雄的名誉和荣光！有人恶意抹黑英雄，
让我们非常气愤。”邱少云生前部队的官
兵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诋毁英雄形
象、质疑英雄事迹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
社会各界、各类媒体、网络意见人士等开
展了许多形式丰富的“捍卫英雄”活动，
以真实、权威、客观的视角，再现英雄事
迹，批驳诋毁英雄的谣言，增强社会对英
雄的价值认同。

5 月 22 日，解放军报“强军文化论”
栏目文章《捍卫我们的英雄》见报后，不
仅在部队官兵中荡起波澜，也在地方读者
中引起强烈反响。

网友郭松民在转发 《捍卫我们的英
雄》 一文时评论说：“我们的主力军上来
了。”短短九个字的评论，饱含了众多正义
网民的热切期待。

与此同时，部分媒体开始重访英雄生
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探访英雄事迹。解
放军报专门开设“认识英雄·关爱英雄·尊
崇英雄”专栏，并组织记者先后赶赴狼牙
山等地，还原英雄原貌，弘扬浩然正气，向
大众传递更立体、更真实、更丰满的英雄
形象。

捍卫英雄，社会各界都在行动。7月 6
日至 20 日，一场“我们和英雄在一起”网
络名人走进军营活动在邱少云、黄继光、
“狼牙山五壮士”生前所在部队举行。来
自军地 52 位网络名人、新媒体账号负责
人和媒体记者走进军营，走近英雄传人，
感悟英雄精神，传递强国强军正能量。

网络名人“椒江叶 sir”直言：“官兵
们‘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的座右铭
让人感动，英雄的基因已经渗透进了广大
军人的血脉。他们是我们心中的英雄。维
护英雄形象，我们义不容辞。”

此次活动过程中，涌现出很多影响力
强、传播范围广的佳作。“当代海军杂志
社”微信公众号 7 月 10 日推送的作品《8
个数字告诉你这支部队为何这么牛》，用
67 天完成首次跳伞、4 次被授予荣誉称
号、担负 36项重大任务、走出 245 位将军
和 288 名英雄模范等典型事例，浓墨重彩
地展示了黄继光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的辉煌
历史，一上线就引来网友关注和媒体转发。

此外，许多媒体还积极利用镜头、声
画承载独家的新闻信息；用互联网思维构
建英雄传播体系，用网络语言讲好英雄故
事，做到真性情、近人情、接地气，让广大
网友特别是“80 后”“90 后”和“00 后”
们通过网络触摸真实的党史军史，爱看
“英雄大片”……

中国军网、“军报记者” 微博微信与
解放军报客户端多管齐下，开始用多媒体
语言讲述英雄的故事。“军报记者”微博
共发布相关微博 30 余条，新浪平台平均
阅读量 15.6 万；推出热门话题“我们和英
雄在一起”，阅读量突破 4000 万次，4.2
万人参与讨论。

“当前的网络舆论斗争形势复杂，网
络空间暗流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
须绝地反击，在形势发展的关键时期采取
有效措施，坚决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网
络名人洪源向记者表示。 新华网

识英雄 重英雄 敬英雄
———社会各界开展“捍卫英雄”行动

这是 7 月 15 日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拍摄的草原云朵。眼下，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草原进入“观云
季”，辽阔草原，云卷云舒，美景伴着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 支茂盛 摄

随着近年来韩国政府采取宽松
的驾照考试制度，赴韩国考驾照的
中国游客数量增多，尤其是对中国
游客免签的济州岛俨然成为热门考
场。

为什么中国人会舍近求远赴韩
国考驾照？“容易简单、价格低、拿
证快”是优势还是噱头？“驾照＋观
光”的旅游产品是否会在未来吸引
更多人尝试？

传统旅行社：不推荐

北京某高校研究生一年级学生徐
琳在暑假开始后仍然没有回山东老
家，而是留在北京，奔波于校园和驾
校之间。她抱怨道：“大热天学车太
辛苦了，每天坐驾校大巴往返就要
两个多小时。”

正值暑期学车高峰，小徐无奈
地说：“约车比春运抢火车票都
难！”她保守估计，需要至少三个月
才能考取驾照。对于韩国考驾照的
快捷，她一方面认为有吸引力，另一
方面又怕不正规会受骗。

神州国旅集团的工作人员告诉
笔者，去韩国考驾照的需求量其实
很少，因为不可控因素很多，风险很
难控制，所以他们基本不做这种项
目。工作人员介绍说：“边学驾照边
玩，无法跟团，只能选择自由行。”
而且由于在韩国旅游停留时间较
短，他并不推荐利用赴韩旅游的机
会“顺道”考驾照。

除了神州国旅，据笔者了解，中

国国际旅行社、北京青年旅行社、中
国康辉旅行社等正规旅行社均不提
供主打赴韩考驾照类型的旅游产
品。笔者又致电途牛网客服人员，得
到的回复也是否定的。对于赴韩旅
游路线，主要还是侧重观光、美食和
购物体验等。

“物美价廉”？未必

在传统旅行社对赴韩考驾照纷
纷不太“感冒”的同时，许多网上旅
游服务提供商却纷纷出手。

在著名旅游攻略网站穷游论坛
上，一些网友纷纷热议赴韩考驾照，
有网友把赴韩国济州岛考驾照的行
程地点标出，还有网友发帖征人一
同前往韩国考驾照。

在淘宝上搜索关键词“韩国考
驾照”，卖家的广告语眼花缭乱。笔
者随机点击进入一家名为“韩国济
州通”的网店，“掌柜”说：“最好是
在国内先学会直线行驶，有一定基
础后再去韩国，最快五天就能拿到
韩国驾照”。这位“掌柜”随后开价
7800 元。价格不包含机票，包含五
天四晚青年旅社标准的食宿、接送
机、韩语翻译和驾校培训费用。“一
条龙服务”是指观光和考驾照两不
误，“学车空闲时可以去周边逛
逛”。笔者在网上查询发现，一般的
国内赴韩国济州岛旅游的 4-5 天
的旅行团，包含机票住宿等费用，价
格一般在 2000-3000 元左右。而
国内驾校培训价格，以北京为例，一

般多在 5000-6000 元左右。如此计
算，在费用方面，赴韩国考驾照也并未
像网上宣传的那样“物美价廉”。

换证容易 日渐严格

韩国留学生小朴曾在清华大学做
交换生，她是在韩国考取的驾照，“虽
然在韩国考驾照时间比中国短，但我
还想多学一段时间呢。”小朴想多练
习驾驶技能，避免以后开车发生交通
事故。为了方便在国内驾车，她还提前
查询了持境外驾照申领国内驾照的相
关事项。

然而，持境外驾照申领国内驾照
的审核条件和程序严格，有的中介承
诺“换证轻而易举”实则是虚晃一枪。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规定》以及相关的规定，持境
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的，应当考试科目一，即驾驶员理论考
试；申请准驾车型为大型客车、牵引
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机动车驾驶证
的，还应考科目三，即大路考。

由于两国不同的驾车文化和驾照
考试国情，导致国人对韩国驾照考试
含金量的怀疑一直没有停止过。许多
网友纷纷质疑：如此容易考出来的驾
照，在中国上路到底安不安全？许多地
方也已开始着手调整相关政策。从 ７
月初开始，上海已停止办理没有“外国
人登陆证”的韩国驾照换证业务。这意
味着，上海市民已无法通过短期旅游
获得韩国驾照后再换取中国驾照。

新华网

去韩国考驾照，真像传说中那么“美”吗？

“千年琥珀，万年蜜蜡”，长久以
来，人们用时间的比喻来形容琥珀和
蜜蜡的优质。作为森林的孩子，琥珀和
蜜蜡是由松树科、柏树科、杉树科或是
豆科等树种分泌出来的树脂形成。当
下的琥珀和蜜蜡市场，怎一个“涨”字
了得。两者价格的上涨幅度就像小说
里的情节，让人琢磨不透。由于各种各
样的概念炒作花样迭出，重填、烤色
……甚而人工合成，以假充真，琥珀和
蜜蜡已被珠宝行称为造假最严重的有
机宝石。

千年琥珀万年蜜蜡

“千年琥珀，万年蜜蜡”，似乎蜜
蜡形成的年代要比琥珀更加久远，但
其实，这只是一个传说。

琥珀是世界上最轻的有机宝石。
它的成分主要是碳、氢、氧，年龄在
2000 万至 6000 万年，是在地壳运动
中深埋地下，逐渐演化而成的一种天
然树脂化石。有些虫珀还隐含了远古
时代的昆虫和植物等等。作为一种珍
贵的有机宝石，琥珀的观赏性和药用
价值都很高。

作为琥珀的一种，蜜蜡是因其色
如蜜，光如蜡而得名。之所以被称为蜜
蜡，是因为蜜蜡本身不透明，其呈现出
明黄至暗红色不透明体。当然，虽然不
是所有的琥珀都能称作蜜蜡。但琥珀
和蜜蜡在物理和化学成分上却没有太
多区别，都是化石树脂。

为了区分，有人简单地称透明
的叫琥珀，不透明的就叫蜜蜡。其
实，琥珀和蜜蜡最大的区别是琥珀
酸含量不同。当内部琥珀酸含量低
于 4%时，化石树脂呈现透明状态，
一般被称为琥珀。琥珀酸含量在 4%
至 8%之间，化石树脂呈现云雾状半
透明形态，一般称为金绞蜜蜡、金丝
蜜蜡或者水晶蜜蜡。当琥珀酸超过
8%，化石树脂呈现出不透明的泡沫
状，被称为蜜蜡。

琥珀和蜜蜡价格的攀升大约从
2012 年开始，2013 年以后继而暴涨。
其中以蓝珀的涨幅最大。

据了解，由于蓝珀具有独特的美
感与品质，近年来价格居高不下。多米
尼加蓝珀是蓝珀中的极品，干净的天
空蓝最受青睐。从矿源上来看，多米尼
加琥珀的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 1%，
而其中的蓝珀年产量在琥珀产量中更
是不足 3%，产量稀少凸显出蓝珀的
珍贵。目前，在市场上，墨西哥蓝珀每
克 800 元，多米尼加的蓝珀最贵，每
克达到 3000 多元。

造假手段层出不穷

同时近年来琥珀和蜜蜡价格的上
涨，使市场比较混乱。人工合成的琥珀蜜
蜡比比皆是，合成水平高者，与天然蜜蜡
的差别就连经验丰富的鉴定师肉眼也很
难分辨。其中，最常见的作伪手法就是用
柯巴树脂冒充琥珀和蜜蜡。

其实，柯巴树脂也是天然的树脂化
石，是由新鲜的树脂干涸后形成硬树脂，
而硬树脂被埋藏地下后，经过地质作用，
形成半石化的树脂，就是柯巴树脂。而琥
珀和蜜蜡则是硬树脂埋在地下经过千万
年甚至上亿年的树脂化石。

因此，柯巴树脂出产很多，且价格低
廉，很多都做成了“老蜡”来销售。业内人
士表示，对于柯巴树脂而言，柯巴树脂的
透明度要低于琥珀，质感较差，不管怎样
优化，琥珀和柯巴树脂还是难以混同，此
外，不管是提纯，还是提色，或是做旧，柯
巴树脂也是以次充好用得最多的原材料。

此外，由蜜蜡粉、碎蜜蜡热熔凝固而成
的再生蜜蜡，也是以次充好的常见品种。在
市场上，有人会把二次合成的再生蜜蜡、贵
族蜜蜡、雪山蜜蜡都称为蜜蜡，但其与天然
蜜蜡有很多区别，一定要仔细鉴别。

琥珀蜜蜡需仔细甄别

在鉴别天然蜜蜡时，最好的办法是
到正规的珠宝玉石鉴定机构，出具正规
的鉴定证书。如果条件不允许，不得不采
取肉眼鉴定的办法，那么可以先看颜色。

蜜蜡的颜色除了常见的黄色之外，
还包括红色、蓝色、黑色、紫色、绿色等，
真蜜蜡颜色看上去很舒服，颜色过渡十
分自然，而假蜜蜡颜色往往深浅不一。其
次，天然蜜蜡一旦摩擦受热或燃烧时，会
散发出一种怡人的树脂气味，而人工合
成的蜜蜡则会有刺鼻的塑胶味。将蜜蜡
放入 1/4 饱和盐水中，天然蜜蜡会漂浮
起来，人工合成的假蜜蜡则会下沉。天然
蜜蜡触感温润，而人工合成的蜜蜡摸起
来如同玉器、玻璃一样冰凉。

专家提醒新入行者，这些方法只对区
分合成技术低劣的假蜜蜡有效，在蜜蜡市
场上充斥着很多混沌不清的概念。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琥珀一般较难
回购变现，转手困难。另外，随着琥珀价
格的上升，一些不良商家想尽一切方法
制作以假乱真的仿制品，造假手段不断
翻新，琥珀粉加工的二代琥珀、利用还未
充分石化的柯巴树脂冒充琥珀的产品等
等，大量出现在市场上。因此投资者对于
琥珀类的宝石收藏一定要理性和谨慎，
潜心研究认真了解，不要盲目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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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蜜蜡造假层出不穷：重填烤色 人工合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