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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
江南一叶是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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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记者 刘一叶

“将军抗日作屏藩，赫赫功勋半壁存。自坏

长城千古叹，江南一叶是奇冤。”1941 年 1 月 26

日，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兼统战委员会

主任董必武，写下这篇辘轳体四绝句。

这首诗是董必武读了刊登在《新华日报》上

周恩来关于皖南事变的挽词和题诗以后，含愤写

下的。

那么董必武为何写下这首诗？这首诗又有

何特点？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因词而感 皖南事变后写下绝句

“皖南事变震惊中外，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

高潮的顶点。”綦江区委党校教师汪浩表示，这首

辘轳体四绝句正是皖南事变后董必武读到周恩

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题词后，为歌颂叶挺及

其领导的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功勋，谴责国民

党背信弃义发动皖南事变的反动行径所作。

皖南事变发生后，在战时首都重庆，周恩来

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在红岩村悲愤地

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

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

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亲笔题词，将真相大白于

天下，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暴行。同时，周

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让董必武同志来渝协助

工作。

董必武在西安得知消息后，立刻按照中央要

求回到重庆。

在读了《新华日报》刊登的周恩来关于皖南

事变的挽词和题诗以后，董必武于1月26日写了

《集恩来同志一月十八日新华日报题字，得“江南

一叶是奇冤”之句，因成辘轳体四绝句》。

诗文深情歌颂了叶挺领导的新四军英勇抗

战的卓越功勋，表达了对新四军殉难官兵的深痛

哀悼，谴责了国民党背信弃义的反动行径，以及

对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手足相残的强烈愤

慨。

以诗为剑 抨击国民党顽固派恶劣行径

通读全诗不难发现，这首诗形式很独特，每

节诗都有一句“江南一叶是奇冤”。汪浩称，该诗

以辘轳体四绝句形式呈现，既紧紧围绕着“江南

一叶是奇冤”的主题，生发议论、抒怀、感慨，又抨

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恶劣行径。

辘轳体，是诗体的一种，一般要求写律诗五

首，五首都有一句相同，或作绝句四首，公共句用

作各首的一、二、三、四句。因诗的韵律如水井之

辘轳架旋转而下，故名辘轳体。

前两首诗，董必武主要赞颂叶挺将军及其所

部新四军众口皆碑的“百战丰功”。诗中，董必武

用“百战丰功众口喧”“茂林血迹斑斑在”生动再

现了新四军不畏艰难险阻，用鲜血守护自己家园

的感人场景。为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他还用“遵

令移师竟被吞”“吞后又加违令罪”“泪洒西风白

日昏”等诗句暗指了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使

白天也变得昏暗起来，痛斥国民党顽固派颠倒黑

白的恶劣行为。

诗作中的后两首，借古喻今，引用抗金英雄

岳飞和高宗偏安江南、甘愿向金称臣纳贡的历史

事实，指出皖南事变的严重后果。

武穆是抗金英雄岳飞的谥号，董必武将这个

典故用于此，来隐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

南事变的罪恶阴谋与投降派本质，并以“自坏长

城千古叹”揭示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毁

长城的倒行逆施，必将为人民所唾弃。

“全诗围绕‘江南一叶是奇冤’这一主题，从

不同侧面来颂扬叶挺将军和新四军为民族解放

所建立的功绩，痛惜他们所遭遇的千古奇冤，愤

怒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反动本

质。”汪浩说。

重温历史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皖南事变发生后，董必武广泛地与黄炎培、

沈钧儒、左舜生、梁漱溟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多

次交谈，共同分析局势的发展变化，研究将要采

取的对策，积极支持他们要求加强团结、联合起

来、组织起来的想法和行动。

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纷纷发表通电，谴

责国民党倒行逆施、清除异己、破坏抗战的罪行，

一致要求国民党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停止内

战，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极

其被动。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忤逆民族大义的

行为终将被人民唾弃。中国共产党深明民族大

义，忍辱负重，高瞻远瞩，合理解决了皖南事变带

来的危机，坚持、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

“今天，我们重温董必武这首诗，既能感受诗

歌中强烈而深沉的爱国主义义愤和无产阶级革

命情怀，也能透过诗歌背后的史实，让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了解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日战争时期

的战斗历程，感悟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民族

解放事业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从而正确认识中

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的关键。”汪浩说。

【跟着名篇学党史】

吴佳骏

在中国现代文学长廊里，有几位作家，是我

所偏爱的。他们是师陀、艾芜、李劼人、郁达夫和

废名。

说不清为什么，在这几个人身上，我看见一

道奇异的光芒，它并不耀眼，却能照亮和温暖人

的心房。我曾无数次，伴着清晨的鸟鸣，或日暮

的夕阳，躲在乡间的青砖瓦房里，默默地阅读他

们的作品，安享喧嚣红尘之外的静谧。时间变慢

了，我仿佛跟随他们的文字，进入了一个永恒的

世界。

我愿意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中，打发人生的光

阴，获取生存的意义、智慧和境界。

这里单说郁达夫和他的《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的文字是迷人的，质朴中内含诗性，

叙事中深藏情怀，读之，如饮佳酿，如听天籁，代

入感很强。他从不玩文字花样，所写人事多来自

亲身经历，将“我”放入其中，又以散文化的笔法，

娓娓道来，引起读者的心灵共鸣。

曾有人将郁达夫的小说与日本的“私小说”

做过对比研究，梳理出其中的共性。我不知道郁

达夫生前是否真的钟情过日本的“私小说”，也许

只是他小说的风格，恰巧与之相似吧。

他看中的是创作时的灵感、直觉和激情。正

如他在《小说论》里所言：“小说的生命，是在小说

中事实的逼真。”

无疑，《春风沉醉的晚上》便是他实践自己文

学观念的代表作之一。此篇小说，依然采取郁达

夫惯常的视觉，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主体展

开叙事，深刻讲述了“五四”之后，一对居住在贫

民窟的青年男女，从最初的相识、猜疑，到最终的

体谅、同情的故事。

“我”是一位落魄的知识分子，身处动荡的时

代，被迫住进贫民窟。于是，得以结识另一位底

层女性——烟厂女工陈二妹。起初，陈二妹见

“我”神神秘秘，以为“我”在跟社会上那些不三不

四的人鬼混。待得知真相后，她又满是歉意，流

露出对“我”的关怀。或许正是陈二妹的善良和

淳朴，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对她心生爱

慕。但“我”转念一想，自己身处逆境，哪有资格

去爱恋一个人呢，便只好将这种爱隐藏起来，独

自咀嚼着哀愁和忧伤。

整篇小说的基调看似低沉，实则

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和积极向上的力

量。“我”和陈二妹，虽一为知识分子，

一为工厂女工，但在严酷的生存面

前，却“同是天涯沦落人”，各有各的

尴尬和不幸。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

“我”，还是陈二妹，在面对恶劣的生

存环境时，都没有沉沦，仍在努力用

光亮去凸显心灵的美好。

这是郁达夫的伟大之处。他的

一生，都在借助小说艺术，反映社会

的真实处境，挖掘人性中的幽微和温

暖，字里行间满含忧国之情，充满了

强烈的正义感。他始终在用爱拥抱

世界、获得世界。

用爱去拥抱世界
——读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

一切变革的起点 都是思维模式的变革

□李珩

我们是智能产业的实践者，我们是

智慧生活的建设者。

作为伴随智博会而生的丛书《解码

智能时代 2021》，不但全面展示了 2020

线上智博会的成果，而且以通俗易懂的

方式全面解读了重庆实施“智造重镇”

“智慧名城”战略的发展路径，同时还通

过访谈全球 10 位学术和产业界的代表

人物，展现了科技创新的思考和观点，总

结了智能产业的趋势和挑战，让人受益

匪浅。

一切变革的起点，都是思维模式的

变革。作为呼应智能时代新趋势，展示

智能产业新动能，书写智慧生活新篇章

的优秀科普读物，这本书既体现了大数

据智能化发展的技术趋势，又描绘出这

些技术落地的应用和场景，进而为我们

建立一系列认知体系：

一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成为各

个行业都离不开的通用技术。

二是，软件、硬件、数据“三元要素”

开始协同发力，未来产业要以数据流带

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与物资流，为

推动创新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科技创新的价值之一，在于创

造未来的美好生活，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快速更新，需要不断建立健全“人机互

联”的新机制。

这些认知，已经在重庆这块大数据

智能化的热土上生根发芽并茁壮成

长。2018年，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在重庆成功举办并永久落户重庆。如

今，智博会已经成为聚焦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展示全球智能产业新产

品、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世界级

盛会。“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

彩”的主题，就像解放碑激昂的钟声与

两江澎湃的浪潮，已经深入重庆高质量

发展的血液中。

小说《芯战》 以青春视角关注科技法律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近日，由《法治日报》记者、法学博士

思璇创作的长篇小说《芯战》由中国民主

法制出版社出版。洋洋洒洒 23 万字的

《芯战》，讲述了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美企

业间知识产权战、芯片战的故事。

作品男主角沈梦远，出生、生长于重

庆，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就职于中国天

华公司，是中国优秀青年律师的代表；女

主角陆文熙，著名半导体企业美国LR公

司首席执行官的千金，哈佛大学法学博

士，是对中国心向往之的年轻一代海外华

裔代表，对爷爷曾生活过的重庆有着深厚

情感。伴随着两家公司的竞争与冲突，男

女主角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作者为何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芯

战》旨在传递和表达什么？8月30日，重

庆日报记者对思璇进行了专访。

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绝对不能含糊，更不能出错

重庆日报：你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

是什么？

思璇：讲好中国故事是国际传播的

最佳方式，作为一名法治新闻人，我思考

着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当时

决定以小说或影视剧这种大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来讲述中国故事。这个故事要向

世界展现中国法治进步和改革开放成就，

从而激发青年人的爱国热情和理性思考。

重庆日报：的确，我们每个人都聆听

到中国法治进步的铿锵足音。那么，你为

何要以知识产权为题材创作小说呢？

思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部

署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出台了一系列重大

政策、行动、规划，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

展之路。

创作伊始，正值中美贸易战交锋之

际，而贸易战的本质是科技战和知识产权

战。我和国内国际法律界的学者、律师、

文学编辑、制片人等就这个故事的主题和

人物设置反复交流，最后确定了以芯片、

科技自主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为主题，以

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以律

师为故事主角，以系列涉外

知识产权诉讼为脉络，展现

中国自主创新和高科技的

崛起，展示中国对知识产权

的“强保护”，及中国法治和

营商环境的进步。

重庆日报：把专业的

知识产权写成引人入胜的

故事，你是怎么做到的？

思璇：我把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病”带到了小说

创作中，什么都苛求真实、

准确。这部小说就如同一

本普法和科普读本，绝对不

能含糊，更不能出错。我去

了一些律所、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企业走访

和体验，请教了专业人士。在小说完稿

后，还分别请了专业人士审读。

在我看来，普法，就是要把晦涩难懂

的法律条文转化成通俗易懂的故事或知

识，这样才能让法律知识入脑入心。我在

小说中设计了“双卧底”的故事，还加入了

爱情戏，让读者在爱情剧和法律剧的转换

与融合中，产生更多阅读和学习的乐趣。

写中国版的《罗马假日》
唤起年轻人关注科技法律领域

重庆日报：读了这部小说，感觉不仅

是读了一本普法和科普读本，更像是观看

了一部青春偶像剧。你为何将男女主角

进行这样的设定呢？

思璇：我把一个如此重大而严肃的

话题，放到了两个青春偶像人物身上，原

因之一是学生时代的一个情结。

在国外求学的日子里，我一遍一遍

观看经典爱情影片《罗马假日》。在忙碌、

高压、枯燥的学习中，能够有一两个小时

的时光去笑、去流泪、去感动，是一件多么

幸福的事。多年之后，在我的小说处女作

中，我执拗地要写一个现代版、中国版的

《罗马假日》，男女主人公的人设和故事的

推进，也都有意模仿了《罗马假日》。

重庆日报：模仿《罗马假日》，想必还

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吧。

思璇：的确如此。在火遍亚洲的韩

剧《太阳的后裔》中，我看到了主旋律与偶

像剧的成功结合，看到了青春爱情剧中价

值观的输出。我想这就是青春爱情故事

的传播力、影响力对主旋律的正向推动。

《芯战》也坚持这样的路线，我希望通

过这个故事，能够唤起更多的人，尤其年轻

人，关注并投身科技和法律这两大领域。

重庆就像故乡
男女主角都和重庆有关联

重庆日报：男女主角都和重庆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为何要这样设计呢？

思璇：我虽然出生在四川，但和重庆有

着深厚、特殊的感情。我的妈妈在重庆出

生，在重庆度过了童年。小时候，我经常跟

着妈妈回重庆看望外婆，重庆就像是我的

故乡一样亲切。后来，我在西南政法大学

读了博士。几年前，又被派驻重庆工作。

这座美丽的山水之城，一直令我魂牵梦萦。

正是出于对重庆的热爱，我将男女

主角塑造成和重庆有联系的人物。男主

角的祖辈从上海来重庆参加三线建设，他

在重庆出生和长大，还曾在西南政法大学

求学，后到上海工作；抗战期间，女主角的

爷爷曾在重庆生活，抗战胜利后赴美国留

学，本想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却因种种原

因未能如愿。跟随男主角实习时，她更被

日益强大的中国所震撼，生发出强烈的爱

国情怀。

我还将小说结尾的场景安排在了重

庆，点出重庆在科技创新版图中的地位和

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来到爷爷曾经生

活的地方，女主角正式向男主角表露“想

做中国人”的心愿。

重庆日报：可见，本书写的不仅仅是

男女主角之间的小爱，更是家国之爱。

思璇：男主角的祖辈扎根山沟，为科技

自主创新默默耕耘一生。而他则将自己的

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

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立志为科技自主

创新，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贡献力量。女

主角说出“想做中国人”，展现出海内外华

人儿女心向祖国的心路历程。家国情怀，

就是在世代传承中得以彰显和弘扬。

谢军

由思璇创作的长篇小说《芯战》正在

火热开售，小说除了激烈的法律战、商

战，罗曼蒂克的爱情，还描绘了男主生活

的城市——重庆，书中处处有重庆元素：

历史文化、风景名胜以及科技创新。

作者通过“案中案”“谍中谍”的精巧

构思，给读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令人心

“颤”。明暗两条线索，引人入胜，也推动

了故事情节发展。一念起，万水千山阻

隔不了；一诺践，踏海扶风亦能前行。而

爱，就是在这样寻觅的转角处相遇。

当你想与一个人守望美好、一起前

行，也会将过往敞开给对方。重庆——

这座中国西部城市，就是男、女主角的共

同故乡。

沈梦远是一个“三线子弟”，在重庆

一个叫万盛的老军工基地出生长大，陆

文熙虽是第三代美籍华裔，但这里也算

是她的“根”，她的爷爷7岁入渝，在重庆

生活了 8 年，重庆是其在中国生活时间

最长的城市。

她与沈梦远一起打卡朝天门、解放

碑、上清寺时，触景生情，想起了祖父的

过往遭遇。

山河破碎之际，一个奋发有为的热

血青年，想出国留学回来报效国家，但由

于种种原因，陆家只能留居美国，全家由

中国人变成了美国人。这也成为爷爷晚

年的一大遗憾，他希望子孙“在适当的时

机重新做中国人”。

在小说收尾处，男女主角匆匆离别，

陆文熙登上飞机，沈梦远一个人走出机

场。

二人最终能否在一起，想必读者的

内心也跟着“颤”起来。以重庆之行作为

小说结尾，既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

起到了画龙点睛之效，也为他们三年后

的重庆之约埋下伏笔，“重庆之恋”即将

上演。

而今，重庆这座位于中国西部的城

市，不仅经济及城市建设发展速度惊人，

而且已崛起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的科技重

镇，科研创新也独领风骚。

从故事结构来看，作者没有沿袭传

统言情小说的模板套路，而是聚焦时代

主旋律，针对话题性更强、热度更高的芯

片、中美贸易等领域。通过偶像剧、爱情

剧等操作“借壳上市”，突出了国人对于

知识产权日益重视。

纵观整个故事，男、女主角都在成

长。经过不断实践学习，沈梦远由只想

着养家糊口、孝敬父母的好儿郎，成长为

身具家国情怀的跨界精英。在沈梦远身

上，我们看到了我国涉外法律服务专业

人才在国际事务中的优秀表现，及对我

国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不断高涨。他

对专业素养的修为，对职业伦理的坚守，

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时，也激发出

了伟大的爱国心、凝聚力。

“芯”战，还是心“颤”？

集恩来同志一月十八日新华日报题
字，得“江南一叶是奇冤”之句，因成辘轳
体四绝句

（1941年1月26日）

【其一】
江南一叶是奇冤，遵令移师竟被吞。

吞后又加违令罪，混淆黑白复何言。

【其二】
百战丰功众口喧，江南一叶是奇冤。

茂林血迹斑斑在，泪洒西风白日昏。

【其三】
秦桧主和诛武穆，赵构偏安没齿辱。

江南一叶是奇冤，只手掩尽天上目。

【其四】
将军抗日作屏藩，赫赫功勋半壁存。

自坏长城千古叹，江南一叶是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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