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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繪手繪華北殘華北殘 腳探西北苦腳探西北苦
趙望雲開創素描報道 范長江調研民生艱難

1933年5月，日軍侵佔長城各口，華北門戶洞開，平津危急。這一年夏
天，大公報旅行記者趙望雲來到張家口，將每
天的見聞用畫筆畫下來，用素描的手法表現了
華北的面貌，發回報社，真實感不亞於新聞圖
片。

手繪慘象 開《大公》先河
趙望雲之子趙振川說，趙望雲那時「每天是
坐大車、走路、坐大車、趕夜店，然後在夜店
裡歇下來，第二天天亮吃點兒早點，繼續趕
路，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基本上都畫出來。農
村凋敝，災民遍地的淒慘景象，通過繪畫的方
式表現出來了。在當時的《大公報》來講，是
首創。」

一手調查 展西北困狀
1935年9月20日，《大公報》發表了一篇稿

件，題目是《成蘭紀行》，作者為「長
江」，而後這位作者又陸續從西部發回
了系列遊記。由於這次遠行，作者范長
江開始成為中國新聞史一位舉足輕重的
人物。
范長江1935年加入大公報。1935年6
月，他從成都出發後，開始了漫長的旅
行。一路跋山涉水，兩個月後到達蘭州。范長
江之子范蘇蘇說：「他走的那些地方很多是荒
蕪人煙的原始森林……到處是野獸，生活亦很
困難，經常連住的地方都沒有；爬雪山到達頂
峰時，因為空氣稀薄，挑夫便倒在地下死
了。」
從蘭州開始，范長江又繼續西行，翻過祁連
山，到河西走廊，他看到在軍閥統治下，西北
經濟凋敝，民眾生活困苦，而日本特務沿長城
一線向西，已悄然滲透到各地。
1936年8月，《大公報》將范長江西北考察

的系列通訊彙編出版，書名叫《中國的西北
角》。范長江的西北行歷時十個多月，行程達一
萬兩千公里，用一手的調查報告向國人講述了西
北的真實面貌。

刊劉志丹消息 引毛澤東重視
從成都到蘭州途中，范長江與紅軍隊伍若即若

離。他一邊開展社會調查，一邊了解紅軍長征的
情況，因此作出了中央紅軍即將過草地北上，與
劉志丹、徐海東會合的判斷。到達蘭州後，范長
江又到甘肅慶陽一帶，調查了陝甘根據地的情

況。
1935年9月18日，紅軍長征抵達了甘肅南部

的一個小鎮哈達鋪，將士在當地郵政代辦所找到
一批報紙，在這批報紙中的幾份《大公報》上，
刊載了劉志丹與徐海東會師的消息。這些內容引起
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四天後，中共中央在哈達鋪召集會議。在

會上，毛澤東抖落着《大公報》，宣佈了他
的決定：「我們要到陝北去，那裡不但有劉
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
地！」到陝北去，改變了紅軍的命運。

1933年長城抗戰失利，日本進逼華

北。大公報旅行記者趙望雲用一支

筆，描繪了華北的殘破，開創繪畫

「報道」的新方式。范長江徒步上萬

公里考察西北，介紹了紅軍的長征及

陝甘根據地的情況，深刻影響了外界

對「中國的西北角」的認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推西安事變解決 作用積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在西安華清池的紀

念館內，仍保存着一份蔣介石「密囑」。「密囑」
的內容是要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通過駐陝大公
報記者發表以下消息，要罷黜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兵
權，由衛立煌、蔣鼎文取而代之。落款日期是1936
年12月9日。

張季鸞撰文籲和平
這份「密囑」在第一時間送到了大公報記者的

手中。但在公開見報之前，便被張學良提前獲

知。12日，「密囑」見報的當天，西安事變爆
發，張學良、楊虎城扣押了蔣介石。南京政府亂
成一團，部分國民黨要員提出轟炸西安。

范長江報「統一戰線」主張
身在上海的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憂心忡忡。他

連續撰寫了四篇社評，呼籲和平解決。其中，12
月18日，《大公報》刊出《給西安軍界的公開
信》。國民政府把《大公報》翻印數十萬份派飛
機空投西安。據張季鸞的兒子張士基回憶，1988

年他到台灣拜訪，耄耋之年的張學良竟
仍能背誦這篇社評。
1937年初，范長江進入動盪不安的西安城。

在楊虎城公館，他見到周恩來。范長江提出希望到延安
採訪，得到同意。經周密安排，2月7日，范長江秘密
進入延安。2月25日，《大公報》全文發表了范長江關
於西安事變的獨家報道—《動盪中之西北大局》，詳述
事變的起因和經過，向國人通報了中共建立民族抗日統
一戰線的主張。
范長江之子范蘇蘇說：「文章發表後，毛澤東給范

長江寫了一封親筆信說：『你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
深致謝意！』當時毛主席很謙虛，稱『弟毛澤東』，實際
上主席比我父親要大很多。」

方漢奇：（中
國新聞史學會名
譽會長、中國人
民大學教授）

毛澤東就是在
哈達鋪看到了《大公報》……
才決定去陝北，陝北有劉志
丹、有紅軍。這是新聞史上的
一段佳話。大公報功不可沒。
李惠民：（蘭州大學新聞

與傳播學院副院長）
范長江的用意和意圖，不

在於表現破敗或者醜惡，而
是想通過他的報道來影響國
人對時局的看法，表達對中
國未來的一種擔憂。
劉暢：（范長江獎獲得

者、中國青年報高級記者）
范長江精神，就是一種

不顧個人安危，去推動社
會進步的一種責任感和使
命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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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第
2集鏡頭：
甘肅哈達鋪
紀念館裡展
出 的 當 年
《大公報》
的版面。

大公報人筆伐日寇 中國軍隊誓禦外侮

七十多年前，日寇在盧溝橋發起攻擊，揭開了全面侵華序幕。《大公報》記者范長江第

一時間趕到盧溝橋畔。此後，《大公報》戰地記者兵分多路，方大曾在平漢路、孟秋江在

同蒲路、邱溪映在寧夏綏遠，他們不畏生死，深入前線，記錄下了中國軍人的英勇。南京

大屠殺發生後，張季鸞奮筆寫下了《為匹夫匹婦復仇》，筆伐日寇。《大公報》義不受

辱，誓言絕不在日寇鐵蹄之下辦報，輾轉遷離天津、上海、漢口。這是一份在生死線上堅

持出版的報紙。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張季鸞「為匹夫匹婦復仇」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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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秋江 1930 代中期與范長江在西北結
識，隨後加入《大公報》，他曾擔任

《中國的西北角》一書的編輯。盧溝橋事變
後，孟秋江成為《大公報》在華北戰場的記
者，在前線與官兵們共同經歷生死，記錄了
南口血戰的全過程，留下了眾多關於戰爭場
景的報道。

方大曾蹤跡成謎
撤離大同城時，孟秋江險些被暗槍擊中。
他在發給報社的文章中描述了當時的危險：
「三隻兩個機頭的敵人重型轟炸機，向泉口
那邊飛去，經過我頭頂上空，躲入樹底下，
打開照相機預備照的時候，後面青紗帳裡啪
的一響，子彈嗤的穿過樹葉，接着又來一
槍。」

綏遠抗戰爆發後，《大公報》記者方
大曾將鏡頭對準了嚴酷戰爭，而且每次
都主動要求到最危險的地方去。有一張
方大曾拍攝的照片是兩個戰士背着炸藥
包往前頭跑，方大曾的外甥張在璇說，
那時候沒有長焦，離人的距離只有一兩
米才能做到，肯定是冒着槍林彈雨。

范長江連夜報捷
1937 年 9 月 30 日，方大曾發來的一篇

文章：《平漢線北段的變化》，之後他
失蹤了，那一年，他只有 25 歲。方大曾
的家人，一直在根據報紙上的報道來掌
握他的行蹤。但 9 月 30 日之後，就再也
沒有他的稿子出現了。直到1949年以後，
家人仍然在到處尋找他。

台兒莊戰
役 期 間 ，
《大公報》
僅范長江一
個人就先後發表了 6條專電、3篇戰地通
訊，將勝利的消息第一時間傳遞給了國人。
范長江之子范蘇蘇說：「當時其他報紙都非
常驚訝，說《大公報》消息怎麼那麼快。因
為我父親到前線以後，深夜借用人家軍用電
話，時任《大公報》編輯的王芸生經常半夜
不睡覺，就是等我父親的電話口述稿件。所
以《大公報》的消息最快，經常是這邊打完
仗，第二天早晨讀者就能看到。」
對於戰地記者的貢獻，當時的《大公報》
總編輯張季鸞在武漢說：「國家民族的境
遇，戰地記者看得最清楚。諸君在敵人炮

火中，在戰士血跡上，認識了國家，認識
了民族，也認識了自己。這種鍛煉，是有無上價
值的。」
1938 年 10 月 27 日，武漢失守，《大公

報》撤往重慶。在漢口的最後一期版面上，
有這樣一段文字：「我們這一年多，實在無
成績，但自誓絕對效忠國家，以文字並以其
生命獻諸國家，聽國家為最有效的使用。今
後到了重慶，而心神卻在大別山邊，在鄱陽
湖上。同樣的，在江南，在塞北，在淮
上，在粵東，我們永遠與全國抗戰軍
民的靈魂在一起。」

1937 年 9 月 18 日，九一八事變六周
年，漢口《大公報》正式發刊。這是這
家報紙在抗戰時期設立的第三家報館。
不到兩個月，上海淪陷。上海《大公
報》被迫關閉，留給讀者的最後一篇社
評是《不投降論》：「我們是報人，生
平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在平時，我們對
國家無所贊襄，對同胞少所貢獻，深感
慚愧。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

勉者，唯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軍進

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昔日美麗的南
京變成了人間煉獄。在漢口編輯部，張
季鸞悲憤地寫道：日本「政治家、外交
家、經濟家、文化家和新聞家只鼓吹征
服，謳歌戰爭，對於這種辱沒黃人面目
玷污亞洲文化的軍隊行動，竟然昧盡天
良，一言不發。」他

向讀者發出了「為匹夫匹婦復仇」的吶
喊，鼓舞全國軍民向日寇奮勇還擊。
在漢口三民路口，《大公報》組織了
規模盛大的抗戰獻金活動，同時組織上
演了三幕國防劇《中華萬歲》，將所得
款項全部捐給前方。四天演了七場，
王芸生致辭，高喊「中國萬歲！抗戰
勝利萬歲！」。人們含着眼淚看完這
部劇。

■《大公報》戰地記者孟秋江。

■■《《大公大公
報報》》記者記者
范 長 江范 長 江
（（右一右一））
在台兒莊在台兒莊
前線與國前線與國
軍將領合軍將領合
影影。。

陳申（中國攝影
家協會編審）

方 大 曾 的 攝
影，在構圖上，

我們看到它有一種擴張的力，
能夠鼓舞我們中華民族的一種
豪邁的志氣。他注重時間的拍
攝，注重題材的內容，能夠抓
住好的題材和時間的節點，這
就是作為一個戰地攝影家最重
要的素質。
馮雪松（作家、編導、《尋找方

大曾》作者）
方大曾在《大公報》的兩個

月，可以說是他人生最輝煌的
篇章。
高大慶（南口戰役參戰將領、

國軍中將高建白之孫）
孟秋江實際上好多次都寫到

我爺爺，他的採訪在《大公
報》上都有發表，我爺爺說，
孟秋江他們是拿着筆來參加抗
戰的。

槍林彈雨中槍林彈雨中 冒死臥沙場冒死臥沙場
■■《《大公報大公報》》戰地記者孟秋江戰地記者孟秋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