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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冠洁：我是大众日报的儿子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与死神擦肩而过

  1940 年，在山东南四湖以西的苏鲁豫边区
（亦称湖西边区）错误开展的“肃托”事件
中，任湖西区清河县宣传部长、青年部长的辛
冠洁被打成托洛茨基派。那是山东党史中一段
惨痛的回忆，全区党员干部中有300多人被
杀，辛冠洁与死神擦肩而过。
  “那时候，被打成托洛茨基派可了不得，
连罗荣桓来的时候，也被下了枪。”被抓起来
后，先是被逼供甚至假活埋，他依旧坚决不承
认是“托派”，在审讯时，辛冠洁说：“要是
全县都是‘托派’，我也没的说；如果不都
是，那我就不是。”审讯的人也觉得不能全县
都是吧，所以，杀也杀不了，放也放不了，辛
冠洁被关押起来。等到山东分局派人赴湖西处
理“肃托”事件的善后事宜时，甄别过程中辛
冠洁又遭遇了假枪毙。
  “突然来人把我们一起关押的3个人，五
花大绑押出，说是要枪毙。到了刑场，跪成一
排，我心想这下完了，还来不及多想就开枪
了。但枪响后，我并没中枪。另外两人死了，
血流到我的脚下，把鞋都弄湿了。其实，把我
押来的目的并不是要枪毙，而是逼供，因为此
前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托派’。但这个打击
是摧毁性的，刺激太深了。从此，我落下个思
维中断的毛病，所以我尽量不在大会上讲话，
就怕思维中断，无法收拾。”
  “ 1942 年少奇同志来山东，我们这些
‘托派’才被彻底平反，少奇同志还跟我握了
手。善后结束我就进抗大一分校学习，毕业
后，我被分配到大众日报社。”谈起这段颇具
传奇色彩的经历时，辛老笑呵呵地说：“那
时，中国共产党才19 岁，斗争环境又特别艰
苦复杂，怕队伍出问题，出了内奸不得了啊，
这里面并没有多少个人恩怨，所以，我也没有
怨言。”

穿越烽火的战地记者

  进入大众日报社后，辛冠洁以一名普通士
兵的姿态投入采写、战斗，铅字和子弹共鸣，
笔杆和枪杆齐飞，厚积薄发，与战友们一起让
报纸、让大众日报的力量在烽火中、在对敌斗
争中迸发。
  自从记者这个职业诞生，战地记者就是新
闻行业中的高危族群。新闻转瞬即逝，但记录
的历史却绵延不绝。当年以辛冠洁等为代表的
大众报人，正是这样一个在战火中穿行，不惧
危险的族群。
  “抗日战争中，大众日报不仅传播党的声
音，还传播国际形势，像苏联的形势、珍珠港
事件，我们都能及时地告诉群众，鼓舞士气，
鼓舞老百姓，从思想上武装老百姓。解放战争
时期，大众日报的作用更大了。”
  1947 年 1 月 2 日，鲁南战役打响，辛冠洁作
为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的前线记者参加战役
报道。
  鲁南战役是继宿北战役之后，山东野战军
与华中野战军会合进行的第二个大规模歼灭
战。特别是全歼了以马励武为师长的号称“国
军精华”的第一快速纵队，这个“精华部队”
现在说起来也不过就是几十辆坦克、几百辆汽
车，但在当时敌我技术装备水平相差悬殊的情
况下，却是不可一世的。
  我军绝大部分干部、战士不但没有打过坦
克，甚至没见过坦克。“在太子堂战场上，我
写了好多文章。我们打马励武时，那天，快速
纵队推进得很快，正好下大雨，马励武的机械
化部队都是坦克车、摩托车，陷在丘陵地带，
就被我们包围消灭了。俘获他时，缴了他的蔡
司照相机，当时就给我了，后来照片洗出后，
里面有他上前线前，蒋介石跟马励武的合影。
我当时还得到一支卡宾枪和一支梭子枪。”
  同为前线记者的季音后来回忆：“战场上
的情景壮观极了，泥泞的雪地上，到处是缴获
的坦克和大卡车，大火映得满天通红。”
  辛老还对一个细节耿耿于怀：“战斗结束

时，天快要黑了，陈毅老总来视察战场，遍
地是死尸，我们就在尸体中间

穿行，忽然有一个
‘尸体’抱住了我的

腿恳求：‘爷爷，你
打我一枪吧，你
打 我 一 枪
吧……’你想
他有多痛苦。
我不敢下手。

我一生中很少有害怕的时候，那一次着实把我
吓了一跳。”
  这期间，辛冠洁连续发出报道《爆炸英雄
马邦才炸毁敌汽车一辆》，通讯《太子堂战场
上》《在我政治攻势下蒋军连续放下武器》
《蒋军战时心理不是考虑如何打，而是考虑如
何逃和准备被俘》《会见马励武师长》等。
  淮海战役打响后，大众日报发挥的作用很
大。“我们大众日报的报道，那些战地消息，
新华社收到就发。我们跟华野的政治部宣传部
一个姓陈的（陈其五）部长合作，写了论华东
战场形势，通过新华社传播到全世界。”
  在淮海战役中，大众日报、新华社华东总
分社专门成立了支前分社，辛冠洁参加报道，
发有通讯《平邑民夫中的通讯生产合作社》《藏
马子弟兵团扛着“陈毅子弟兵团”大红旗荣归，
全团记大功 某纵函谢滨北领导机关》等。这
时期的支前报道，对鼓舞群众踊跃支前，鼓励
战士英勇杀敌，均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我在大众日报顶多算中等”

  辛老认为大众日报的作风有两方面十分
突出：
  “一是重视实际，不尚空谈，该怎么样就
怎么样，是谁的错就批评谁，不管对方是谁，
该自我批评就自我批评，从报纸上就可以明显
地看出来，实实在在。”
  “二是联系群众，我们真正与群众密切联
系。当时，我们这些记者都要有一个点，比如
宋英的点在莒南，他推出的典型是郑信，我的
点在滨北，典型是姚大娘。那时，日本鬼子动
不动就‘扫荡’，弄不好点就被端了，我办滨
北版时，那个地方就是我的点。好在那时我们
年轻力壮，日本鬼子一来‘扫荡’，我们就振
臂高呼‘都听我的！’然后带领群众上山。我
们每个记者都是这样，李后有篇文章写的就是
那时的状态。”
  “我们跟基层联系也十分紧密，那时梁步
庭是微山县委书记，我们跟这些书记关系都很
好。我们去采访，和他们交朋友，李后啊，丁
九啊，都是这样。”
  “大众日报那时的主要工作对象，一个是
农村。农村生产、生活，民主建设，识字班、
秧歌队、救灾也是一大工作，还有农产品的交
换、扶老携幼。另一个是军事斗争。驻军采
访，山东纵队、一一五师、教导团。那时，解
放区分三种，一叫核心区，基础比较牢稳，敌
人一般不来；二叫边沿区，双方拉锯的地方；
三叫游击区，相当于敌后。”
  “边沿区很艰难，老百姓对共产党的队伍
缺乏认识，谁来拉粮就给谁。但咱们的记者、
交通员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在开展新闻工作的
同时，做了大量群众工作，这两者分不开。我
们发动群众，八路军走后，群众自己武装起
来，跟日本鬼子干。”
  细察大众日报报史，可以看出群众报道占
了相当大的比重。例如，辛冠洁所写的新闻除
了军事报道外，还有大量的群众工作报道。
1946 年 3 月，辛冠洁被编辑部派往曲阜进行群
众运动的专题采访，写了大量的报道，如《曲
泗邹平原上十万群众掀起反奸诉苦巨浪，曲阜
东关佃农依法向孔府减租》，长篇调查《曲阜
“至圣府”介绍》《曲阜万余佃农依法自孔府
退回去秋租粮》《曲泗县府再布告各界遵守参
观孔庙规则》《曲阜城区发现坏蛋冒名敲诈破
坏群运》等。特别是“孔府”这个重大典型报
道，给广大干部和各阶层群众以极大的示范教
育和推动。
  在群众工作中，一方面大众报人是新闻记
者，要把发生的事实、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总结
好并报道出去，另一方面也作为党的干部亲身
参与群众工作。
  1946 年底在《大众日报》的内部刊物上，
辛冠洁以《鲁中群运采访总结》为题对自己一
个阶段的群众工作进行了总结。两个月，发表
三万多字的稿子，即使是在有电脑有汽车的今
天也是高产记者了。
  不断自我省察才能不断进步，大众日报是
这样做的，大众报人也是这样做的。
  1948 年 2 月 3 日，《大众日报》三版发表
辛冠洁长篇文章《从大寨报道中检查我的立场
和作风》，文章在叙述了从1947 年5月29日至
8 月 8 日报上连续发表的《大寨村怎样打开了
复查之门》《大寨按每人二亩地填平干群空前
团结》《大寨复查中把处理土地权交给农民》
等5篇报道的采写过程后说，这些报道存在许
多与实际不符的地方，给土改复查运动造成不
良影响。

  对此，辛冠洁回忆道：“我用了很大的气
力，拿出十足的勇气，写了一篇洋洋万言、触
及灵魂、题为《从大寨报道中检查我的立场和
作风》的报告。不料匡老（匡亚明）竟把它全
文刊登在《大众日报》上。此事给了我莫大的
刺激。我是一个老记者，认识许许多多的乡、
村、区、县的干部，又有很多农民朋友，这篇
报告把我许多灵魂深处的隐秘暴露在他们面
前，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但为了改进报纸工
作，迎接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也为了使我接受
教训、进步提高，匡老也只有‘挥泪斩马谡’
了。后来证明这‘斩马谡’斩得好。”
  辛冠洁“壮士断腕”式的检查产生了极其
良好的效果，很多县委、区委同志进行讨论，
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有如此自我批评的精神和对
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
  1946 年 8 月，全报社选模范，选出特等模范
1 人，甲等模范13 人，辛冠洁等26 人获乙等模
范，并发有奖状。辛冠洁是获奖人当中职级最高
的，“为这个，山东分局组织部长还找我谈话，说
一般情况下，高级干部是不评模范的，但你的成
绩很突出，不能不评，你也不能不接受”。
  “我的特点是工作积极负责，乐于助人。
于冠西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火罐子’，说我
走到哪儿哪儿热。于冠西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
一，像于冠西、丁九、陈楚、陈冰，这些人都
是大众日报的佼佼者、精英，但他们离开得
早，都没当过大众日报的总编辑。我在大众日
报顶多算中等。”

“自作主张”办滨北版

  1947 年 8 月，国民党范汉杰大举进攻胶东
解放区，9月1日占领诸城、日照，此时，大众
日报社驻地北距诸城仅40余里。
  大军压境，报社紧急备战。 9 月12日，报
纸被迫暂停，报社编辑部随中共华东中央局转
移。辛冠洁当时是常驻滨北（滨北区：当时包
括诸城县、莒县、莒北县、日北县、藏马县、
胶县、胶南县和高密县）地委的记者，在副总
编辑陈冰的安排下，辛冠洁收留了分散转移的
张黎群、郭加复、康英、姚凡等人。
  “我当时拍着胸脯跟他们说：来了好，跟
着我，保吃、保住、保喝、保命！”一开始，
报社同志们跟着滨北地委、分区行动，上午9
点蒋军出城，向我驻地村庄进军，我小部队且
战且走，待到下午两点，蒋军向后转了，同志
们又回到原驻地，就这么拉锯十几天，大家深
感长此下去无所作为，不是个办法。”
  “报纸没有了，那怎么能行呢？能否看到
《大众日报》是有关军心士气的问题。”
  “我们就找到了当地地委负责人李仲林、
张炎商量，他们马上开会研究一致同意，并决
定由地委宣传部长燕遇明负责，地委印刷厂印
刷，地委电台负责抄收电讯，还有地委宣传科
长辛纯、机要秘书张一萍也参加，大家齐心协
力，夜以继日地采访编排。就这样，《大众日
报》滨北版正式出版，名字叫‘滨北大众’，
最初三天一期，每期两个版，之后出日刊，直
到本报复刊，填补了报纸在备战时期的空白，
坚持为读者服务。张黎群当编辑主任，我当副
主任，宣传部长燕遇明当社长。”
  “报纸出来后，滨北军民十分欢迎。不久
华东局发现了，不知这张报是谁办的、怎么办
起来的。华东局同志拿着报纸翻来覆去地看，
讨论来讨论去，认定这张报纸绝非敌人假冒，
而是出自我们自己人之手的一份好报纸。于是
就查为什么没有上报审批，最后查明，是滨北
地委审批的，因战事紧急，就先斩后奏了。后
来不但没批评，还表扬了我们。”
  此事的另一个“硕果”是，此后辛冠洁与
地委机要秘书张一萍喜结良缘，共同走过六十
多年的风雨历程。

艰苦和乐观的交响曲

  辛老眯起眼睛，像是隔空望见了那如炬的
岁月。“在战争中，我们的生活很苦，但也有
好多好玩的事。”当时，包一顿饺子相当不容
易。炊事班把肉和面发下来，大家伙儿自己
包，和馅时油不够，就有人出主意把灯油倒进
去。没想到经理部经理刘力子为了节省豆油，
在豆油里掺进了煤油，结果那么珍贵的饺子没
吃成。“我们年轻气盛的，恨不得去揍刘力子
一顿。当时气得不行，现在想想，还是很留恋
那个战斗的集体。”
  “我们还炸蚂蚱、炸豆虫，把蚂蚱、豆虫
串起来，先在油灯灯碗里蘸一下，再放在油灯
上烧烧，这叫油炸，好吃啊。”

  辛老说，那时是艰苦和乐观的交响曲，生
活上很艰苦，但思想上非常乐观。大众日报社
内部的和谐气氛令人怀念，女编辑王平权好写
顺口溜，她写陈沂：“陈部长，坐房中……小
编辑来造反……”又写匡老，说匡老留胡子，
只留五根，落了三根，还有两根。匡老和陈沂
也不恼。
  “业余时间，我们围在炉火旁读书，上边
烤着枣子，在浓浓的枣香中读书。经常是于冠
西读，《人间喜剧》、大仲马、小仲马、俄罗
斯的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主要是
欧洲古典文学。冠西声情并茂地读‘让幸福悄
悄地走到我身边……’冠西声音洪亮，善于传
神，随着作品情节的发展，抑扬顿挫，令人至
今难忘。”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回到编辑部上夜
班，当值班总编辑。也可能是跟受过强刺激有
关系，我不记人名，不记时间，不记地理和数
字。上夜班时我闹过笑话，值班总编辑的值班
时间是头天晚上9点到次日凌晨4点，任务是
签样子，看当天的要闻，要马上写短评，立看
立写。一次，我去早了，要闻还没来，我就出
门散散步，结果找不到回来的路了。值班总编
辑失踪了不是闹着玩的，因为当时还有特务，
单位就报警了。结果警察一来就找到了，我的
位置离编辑部也就二三百米。”
  “我们是凌晨两点钟下印厂，拣字后最关
键的是拼版，多一字少一字都不行，都可能会
造成拼版合不成，这样就要现场编稿子，或加
或减，减还好说，考验功夫的是现场加内容，
比如加按语、加短评。拼好版，打纸型后就灌
铅版，然后就可以上机器了，第一张报纸印出
后，我要当第一读者。”
  “当年，记者是有稿费的，虽然很低，但
内勤编辑没有，我们采访回来就要请客，一般
是一只老母鸡。在滨北时有烤盐的那种炉子，
放进一只，烤上一天，喷喷香！所以，都盼着
记者快回来休整。一帮子年轻人十分有活力，
现在我想起那时的生活，真幸福，甚至都想得
流眼泪。我们都好唱歌，《夜半歌声》《马路
天使》《秋香》，还有《渔光曲》《大路
歌》，一起唱，那时人和人的关系太好了。”
  说着，辛老轻轻地哼唱起来：“云儿飘在
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
面吹过来大海风……”

新的中国，新的岗位

  1948 年 5 月，潍县解放，大众日报派辛冠
洁前往采访。潍坊是山东解放最早的城市之
一。自5月6 日起，辛冠洁与时任中共潍坊市
委书记徐冰一起进行有关报道：《潍坊特别市
成立》《省府拨粮三十六万斤救济潍坊受蒋灾
难胞》《善后工作迅速进行 潍市秩序安定戒
严令已宣布解除》《潍市赈济灾胞乐道员返回
感激我军的保护帮助》《潍市北关等四市区万
五千难胞获得救济贫民开始积极复业谋生》
《潍城蒋匪就歼前夕暴行》《潍城商贩相继复
业》《市府连作措施解决衣食住等》等。
  “原来在解放区的时候，没有工人运动，
而潍坊当时有煤矿、轻工业等，原来山东分局
的总工会没什么工作可做，到潍坊就开始了。
这时，大众日报要把这些经验总结好，并向中
央报告，通过新华社向全国推广。”
  那时，大众日报肩负着很重要的任务，就
是如何面对城市，城市工作如何开展。这些报
道对我党还很陌生的城市工作进行了探索与总
结，给后来陆续解放的城市，特别是济南的城
市管理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而对济南的接管又
给接管上海直接提供了经验。
  “到济南后，我们开始接触城市市民的生
活，接触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比较
繁杂，工业建设、城市建设、文化建设、统
战、知识分子工作，比如王统照，还有齐鲁大
学那些大大夫、大教授的工作都是大众日报去
做的。大众日报都是冲在前面，那时大众日报
承担了很多统战方面的工作。匡亚明本人也是
大教授，对教授的心理掌握得比较透彻。我和
朱民、于冠西跟着匡亚明到处转。”
  新中国成立后，辛冠洁担任了大众日报副
总编辑。在组织“三反”“五反”报道时，他
亲自在一线指挥并写稿整整三个月。辛冠洁升
任总编辑后，为迎接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他
的倡议下，大众日报成立了特派记者组。
  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大众日报在这个时期
推出了著名的典型——— 郝建秀。2012年正是郝
建秀小组建组60周年。60年来，纺织行业经过
多轮技术升级改造，“郝建秀工作法”至今仍
然是青岛纺织行业培训挡车工的教材。

  说到这里，辛老两手一拍说：“等这些工
作结束后，我就去越南了。”
  “一个晚上，夏征农给我打电话说，冠
洁，来一趟。我问，有事啊？夏征农说，不仅
有事，而且非常紧急。到他办公室后，夏征农
说，冠洁，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又要去‘打
一次仗’了。我问，到哪儿‘打仗’？他说，
我也不太清楚，你尽快到省立医院检查身体，
给你3天时间，就要到北京报到。我到省立医
院一检查，疝气非得修补不可，第二天就手术
了，手术后几个小时，两个护士就把我架起来
活动，3天后，就上火车去北京报到了。”
  “‘肃托’我熬过来了，是经过了生死考
验的人，后来得到组织的信任。1954年，我根
本没想到，我一个在地方报社工作的人，中共
中央派顾问团去越南能想到我。我到现在也不
知道是谁推荐了我。我在三野做过军事记者，
写过军事评论，新华社转发了。到北京后，陈
毅问过，辛冠洁同志上哪儿去了？让中组部查
查。一查，说在越南呢。陈老总说，等他回国
后，给我扣下，把他交给我。就这样，回国后
我就进了外交系统工作。”

心目中的大众日报

  “你们交代给我任务后，我仔细地考虑，
在我心目中，大众日报到底是怎样的。”
  采访中，辛老一直不让记录，录音、录
像、笔记，都不让。这时他说，“你要好好记
一下。”
  第一点：大众日报是山东人民闹革命的先
锋，这是本质。先锋是什么，先锋就是逢山开
路，遇水搭桥，大众日报起到了这个作用。大
众日报不仅在文化建设中、在意识形态宣传上
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战斗集
体。我们都有枪，领着民兵跟敌人干。我们打
过日本鬼子，曾有同志被日军俘虏，受到折
磨。更有同志牺牲在战场上，像摄影记者宋大
可就牺牲在战地采访第一线。
  第二点：大众日报是唤醒群众、组织群
众、动员群众的号角。孟子说“天之生此民
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大众
日报就是这样，是号角，也是旗手。
  第三点：大众日报是汇聚人才的熔炉，大
众日报人才辈出。“可以说，大众日报的人半
天下。这些人是我们大众日报撒出去的种子，
非常可贵。我可以给你列个单子。”
  辛老在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写了几十个人
名。这个单子不是一次写成的，自从我们跟辛
老联络上，辛老就与夫人张一萍开始了回忆：
匡亚明、陈沂、李竹如、恽逸群、包之静、陈
楚、陈冰、李后、包慧、章欣潮、姜丕之、王
桂荣、孔孚，还有“朱娃子”（因朱民同志当
时 年 龄 最 小 ， 大 家 亲 切 地 称 他 “ 朱 娃
子”）……他特别强调：“从大众日报向外有
成批输送的人，也有单个走的。你们不要只盯
着做官的人，千万不要忘了学者。”
  他说，大众日报是人才“蓄水池”，新中
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干部奇缺，大众日报总是
毫无保留地向外输送最优秀的干部，向外输送
的干部中有8人担任了驻外大使，有相当一部
分人担当了国家、各省市部门的重要领导职
务，更是出过大哲学家、大画家、大艺术家和
大诗人。
  他深情地回忆了与李后、于冠西、沙洪、
朱民等老同志长达几十年的深厚友情，深情回
忆了与老领导匡亚明同志长达几十年的相知与
共。在他的描述中，我们能看到当年意气风发
的大众报人是如何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无所
畏惧、勇于牺牲地战胜了敌人，完成了党交给
的任务。
  在连续8个小时的谈话后，记者担心年已
九旬的辛老会过于疲劳。
  辛老手一挥说：“我这个人一碰到工作就
兴奋，不吃饭、不睡觉都可以，再说当年上夜
班也练出来了。给孔孚写信，一个月我就写了
3万字。别人都有时差，我不要紧，能熬夜。
20世纪80年代我到洛杉矶，下了飞机就进会
场，还没坐稳，会场宣布该我发言，没问题，
马上登台。我随时随地能进入工作状态。人的
精力是用不完的，越用越多，在北京时，我曾
写一个东西，七稿通不过，我真的七天七夜没
睡觉。人没有累死的，只有懒死的。我的人生
哲学很简单：一、人要有点儿智慧，太笨显然
不行，太聪明也不行；二、人要有充沛的精
力，智慧加精力就是成功。”
  采访结束前，辛老郑重地说：“大众日报
今后可以在文化上下点儿功夫，山东本身的优
势不能浪费了，稷下学宫有多少东西啊！”

  传奇老人辛冠洁先生2022年11
月6日凌晨两点在北京协和医院因
病去世，享年101岁。
  辛冠洁，1922年出生于山东章
丘，当代著名的收藏家、哲学家，
被学术界同侪后辈尊称为“辛
公”。这位当年的大众日报总编辑
深情地说“我是大众日报的儿
子”。
  2012年高考的第一天，记者曾
在北京辛老的家里采访他，采访持
续了整整8个小时。

战争年代，大众日报部分同志在滨北，前排左一是辛冠洁。2012 年初秋，辛冠洁、张一萍夫妇在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