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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条例》•书记谈】袁家军：加快构建
统战系统整体智治体系推动统战工作

高质量发展

近日，浙江省委书记、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袁家

军主持召开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

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加快构建统战系统

整体智治体系，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打造更多具有浙江辨

识度的统战工作标志性成果，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会议听取了2020年全省统战工作情况和2021年重点任务以

及有关工作汇报，审议通过了 2021 年统战重点工作任务等有关

文件。

袁家军指出，2020 年，全省统一战线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

决策部署，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各领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突出体现在思想政治引领深入人心、助力“两手硬、两战赢”成

效明显、服务高质量发展积极有为、改革创新亮点纷呈等方面。

在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工作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责

任更加重大。要清醒认识到，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奋斗

目标任务繁重，必须发挥统战工作优势，凝心聚力，调动各种积

极因素共同奋斗；打造“重要窗口”对全省统战工作赋予了新的

内涵，加快构建党建统领的整体智治体系也要求统战工作进行系

统重塑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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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军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以庆祝建党百年为契机，

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强化理论武装，高质量开

展统战系统党史学习教育，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教育引导统一战

线听党话、跟党走、与党同心奋斗。要发挥统一战线职能优势，

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团结带领全省统一战线聚焦省委重点工

作进行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开展民主监督，更好助力高质量发

展、省域现代化治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汇聚起

打造“重要窗口”的最广泛力量。要着力解决宗教领域突出问

题，加快推进宗教领域治理现代化。要聚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民族工作，加强党外知识

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加强港澳台统战工作，加强海外

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加强网络统战工作，进一步画好各领域统

一战线最大同心圆。

袁家军强调，要认真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

例》及浙江省实施细则的宣传解读、落实督查，推动各级党委（党

组）增强统战意识，全面准确领会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

进一步巩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推动统战工作整体智治，加强

党外干部队伍建设，确保各项规定落地见效，以此促进新时代统

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来源： 统战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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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史话┃统一战线概念的由来

统一战线就其广义而言，是指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在一定条件

下，为了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建立的政治联盟或联合；就其狭义而

言，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战略策略，主要是无产阶级自身团

结和同盟军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统

一战线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重要法宝。

统一战线概念最早是由恩格斯提出的，列宁发展了统一战线

概念内涵，统一战线概念在中国十分丰富并具中国特色。

（一）

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主

要创始人，恩格斯最早提出和使用了“统一战线”概念。恩格斯

出身在一个信奉宗教的英国商人家庭，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轨

迹，经历了从宗教信仰者到虔诚主义批判者进而到无神论者，再

到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深刻变化过程。1840 年 10 月 17 日，

在德国北部商港不来梅经商的恩格斯以弗?奥的署名，在《知识

界晨报》第 249 号上发表文章《唯物论和虔诚主义》，其中写到：

“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

统一战线。”这篇文章以《不来梅通讯》篇名收入《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 41 卷中。这里，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

概念，运用统一战线政治策略开展反对宗教封建势力的现实斗

争。

42 年后，1892 年 3 月 8 日，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导

师的恩格斯在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又一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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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统一战线”概念，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

要善于运用革命策略，“如果射击开始得过早，就是说，在那些

老党还没有真正相互闹得不可开交以前就开始，那就会使他们彼

此和解，并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我们。”这里，恩格斯又一次使

用“统一战线”概念，指导无产阶级政党以统一战线策略战胜反

动势力结成的政治联盟。

恩格斯作为统一战线思想的创立者之一，明确提出和使用

“统一战线”概念，从正反两方面阐明统一战线的内涵及方针

等，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一大贡献。

（二）

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后，

如何认识和对待统一战线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具体论述过，

列宁结合时代变化和俄国具体实际，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概念

内涵。

列宁使用“统一战线”概念，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

曾设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但社

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党派要建立所谓的联合政府。对此，1919

年、1922 年，列宁曾多次使用统一战线的概念，揭露社会革命

党、孟什维克结成反革命的联盟，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列

宁强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必须重视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必须

巩固工农联盟，必须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

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极仔细、极留心、

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

最小的‘裂痕’，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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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

不住的、有条件的。”列宁第一个提出并使用了工人阶级统一战

线的概念，还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的口号，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

口号，亲自领导建立了共产国际，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

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

当然，从时间上看，斯大林比列宁早两年使用“统一战线”

概念。1917 年 7 月，斯大林指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右

翼，“已经出卖了革命统一战线，和反革命结成了联盟”。但是，

1936 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报告中，认为在苏联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只剩下了互相友爱的工

人和农民两个阶级，“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

础”。也就是说，斯大林在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同时，

也就宣布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而统一战线已没有存

在的必要和理由了。

（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发挥了统一战

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法宝作用，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

展了统一战线概念及内涵。中国统一战线经历了国民革命时期的

民主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

主统一战线、革命统一战线，直到爱国统一战线几个重要历史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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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作为翻译名词，译自英文“UNITED FRONT”，

它的词义最通常的意思是“联合战线”、“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人最早使用“联合战线”概念的是陈独秀。1922

年 5 月 23 日，陈独秀在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在《广

东群报》上发表《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一文，

第一次使用联合战线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劳动运动的工

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

免得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同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也都相继在不

同场合使用过联合战线或民主联合阵线的概念或含义。中共“二

大”正式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写进党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人最早使用“统一战线”概念的是瞿秋白，他在

大革命时期使用了这个概念。1925 年 8 月 18 日，瞿秋白在《“五

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一文中提出：“反帝国主义

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所以‘五卅’以后反帝国主义运

动确已进了革命行动的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已经不

仅是宣传上的口号，而成了群众斗争的实际目标了。”民族统一

战线也成为党的领导人对这一时期统一战线的主要表述用语。

“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主要指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

联盟，当时将其称为“下层统一战线”，中共党史和史学界称其

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1931 年 9 月，《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

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曾指出，“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

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斗

争。”1945 年 4 月，周恩来在党的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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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把土地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称之为“反封建压迫、反国

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一

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广泛联盟。1935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在给

张闻天的信中提出，尽快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12 月 27

日，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向党内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策略》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概念。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

联合，是全民族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它是在人民革命斗争中

形成的，提法有一个演变过程。①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对日

宣战，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提出：中国民族

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要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

线”，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②1947

年 2 月中共驻南京等地的代表陆续撤回延安，第二次国共合作彻

底破裂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

新高潮》，提出要建立没有蒋介石反动派参加的，“包括工人、

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

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

线”。③1949 年 7 月 6 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概念，指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农

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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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在

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写道：“中国人民民

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

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

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提法一直

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前为止。

“革命统一战线”是特殊时期的统一战线提法。“文化大革

命”开始后，统一战线遭到了严重破坏甚至不能开展正常的活动

和工作，期间对统一战线的提法叫革命统一战线。粉碎“四人

帮”后，统一战线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提法仍然是革命统一战

线。1978 年 3 月 5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工人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

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

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

统一战线也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爱国统一战线”是新时期

以来统一战线的统一称谓。1979 年 9 月 1 日，邓小平在听取第

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

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现阶段的统一战

线可以提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这样范围就宽了，具有广

泛的性质。”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

出，“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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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统一战线”，正式明确提出“爱国统一战线”概念。200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都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

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

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

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来源：中国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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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故事┃中国共产党早期统一战线活动有
哪些？

背景导读：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

（1921 年 7 月—1927 年 7 月）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

后，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了

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各民族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

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

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进行了英勇斗争，并从斗争中觉醒和

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为了打

倒势力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可能的

同盟者，同国民党实行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

掀起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

组织工人阶级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一

经成立就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1921 年 8月 11 日，在上海成

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担任书记部主任。这是党领导

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号召

“已成立的劳动团体加入这个书记部与我们共同进行”，开展对

资本家的斗争。随后，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先后设

立了分部。1922 年 8 月，总部从上海迁往北京，也建立了上海

分部。党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在各地开设工人夜校，创办工

人刊物，组织产业工会。以 1922 年 1 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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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的

13 个月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 100 余次，参加人数在 30 万以上，

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为加强中国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1922 年 5 月 1 日，中国

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

动大会。到会代表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以及

无党派人士等共 173 人，代表全国 12 个城市、110 多个工会和

34 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把反

帝反封建作为工人运动的基本目标，在大会宣言中号召全国工人

阶级团结起来，削平行帮，消除隔阂，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不

分男女老少，联合成一个阶级战线，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

阀。会议产生由国民党党员黄焕庭、林伟民、谢英伯和共产党员

谭平山、邓培组成的 5人主席团。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

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并

负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工人

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后，香港人民热烈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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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各界统一战线活动

党在以主要精力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积极在学生、农民、

青年、妇女以及知识界等各界开展统一战线活动。

早在 1919 年，周恩来就组织成立了有 30 多个团体、170 多

个单位，包括工人、学生、妇女、新闻、教育、工商、士绅、宗

教等各界在内的天津各界联合会，这是全国成立最早的联合会，

也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

1921 年 4 月，上海《共产党》月刊发表《告中国的农民》

一文指出，革命者应面向农民，“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

觉悟”，号召农民“集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

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影响深远，为后来农民运动的兴

起积累了经验。

1921 年 8 月，党组织在上海帮助中华女界联合会改组，举

办平民女校。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开展女工运

动，组织进步妇女组织。

上海、北京等地党的早期组织在筹建共产党的同时，领导建

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党成立后加强青年工作，在整顿和重建的

基础上，1922 年 5 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

林出席并指导大会，会议通过了青年团纲领、章程等决议案，选

举产生了由施存统任书记的青年团中央领导机构。

1922 年 5 月，李大钊、邓中夏、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以反对

帝国主义宗教侵略为宗旨的非宗教大同盟，提出了求“反帝”之

同、存“信仰”之异的指导思想，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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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党还在各地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广泛宣传反帝

反封建的政治主张。

来源：统战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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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民主党派人士的交往往事

2021 年 1 月 8 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 45 周年纪念日。

周恩来一生十分注重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大批包括民主党派

成员在内的党外人士，为中国统一战线理论和统战方针政策的制

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与党外人士的交往过程中，周恩来总是坦

诚相待，关怀备至，多年来与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都结下了深厚的

情谊。

在周总理逝世 45 周年之际，团结君就带大家一起重温周总

理与民主党派人士交往中的几则感人故事，以此表达我们的缅怀

和敬仰之情。

1961 年，周恩来、宋庆龄在北京共同会见外宾。

宋庆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任名誉主席。从艰难的

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宋庆龄都把周恩来及其夫

人邓颖超当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最知心的同志和挚友，而周恩

来、邓颖超也非常尊重宋庆龄，称其为“国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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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周恩来的友谊始于上世纪 20 年代。“（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

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

炼的领导人了。”宋庆龄回忆说。

1937 年 7 月，七七事变爆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

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时，专门去看望宋庆龄。当周恩

来、林伯渠等人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即香山路）29 号的寓

所时，宋庆龄热情地迎到了门口。周恩来仔细地向宋庆龄介绍着

当时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

针和关于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革命主张。宋庆龄表示坚决拥

护和支持中共中央的这些政策方针和主张。她认为：“国共合作

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1949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前去接宋庆龄

北上。邓颖超临行前，周恩来又亲自修函一封：“沪滨告别，瞬

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

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

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

之便，仅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今日命驾，实为至幸。”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开始了大量

的国务活动，周恩来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与她协商。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逝世，宋庆龄痛失了一位亲密的

战友，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她写下《怀念周总理》一文：

“……人民将永远怀念周恩来，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共产主义

政治家，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为人充满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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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忍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

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

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63 年元旦，周恩来热情地和何香凝握手致意。

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香凝不仅是革命家和爱国者，还是著

名的画家。1950 年 8 月初，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 25 周年之际，

何香凝精心画了一幅“梅花松柏图”，上书“恩来颖超结婚 25

周年纪念”。她用霜欺雪压香如故的梅花和酷寒不凋挺且直的松

柏象征邓颖超和周恩来，寓意深刻，恰到好处地赞颂了他们的爱

情和品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1951 年，何

香凝为志愿军画了一幅《喜鹊牡丹图》，请周恩来欣赏评价并且

邀请他在画上题词。周恩来欣然命笔，在《喜鹊牡丹图》上写道：

“鹊报援朝胜利；花贻抗美英雄。”表达了祖国人民对“抗美援

朝”必胜的信念和对战士们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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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 11 月 28 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周恩来主持了一个

“百老庆寿会”。一百位 70 多岁以上的在京的政协委员、人大

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欢聚一堂。当时 83

岁高龄，时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香凝见周恩来正向她走来，急忙

起身相迎，不慎拐杖失落。周恩来迅速向前，一面拾起拐杖放好，

一面热情地和何香凝握手致意，向她祝寿。

周恩来曾经满怀深情说道：“我与廖家已有三代交情。”而

廖承志也深有感触道：“这是实情啊，父亲廖仲恺早在黄埔军校

就十分赏识周恩来，母亲何香凝一直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爱护，

姐姐廖梦醒不仅和周恩来革命关系密切，而她的女儿囡囡又是周

总理和邓大姐十分疼爱的干女儿。”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张澜、周恩来、刘少

奇等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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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民盟中央主席的张澜与周恩来相识在 1938 年。这年 4

月，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设立一民意咨询机构叫国民参政会。张澜、

周恩来都是参政员。其第一次会议于 7 月在汉口开幕。会议期间，

周恩来经吴玉章引介与张澜认识。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即对这位德

高望重的前辈肃然起敬。张澜时年六十有六，周恩来正届不惑之

年，结成忘年交。

1941 年皖南事变期间，周恩来差不多天天去“特园”(张澜

老友鲜英的公馆，张澜应邀住此)，两人在交往中建立了深厚感

情，互相关切。有一次，周恩来去特园时张澜还在午睡，周恩来

对张澜通讯员张楣光频频摇手，示意莫要打搅，自己则独自一人

在大客厅里坐等。后来，张澜知晓此事，责备张楣光道：“周先

生来了为什么不叫醒我？”

旧政协期间，周恩来与张澜相互约定：凡遇重大问题，事先

交换意见，统一认识，采取同一步调。1946 年 10 月，蒋介石悍

然下令定于 11 月在南京召开“国大”。蒋欲孤立中共，竭力拉

拢民盟参加。当时民盟内部对参加与否亦有分歧，在此紧要关头，

是月 12 日清晨，周恩来赶到兰家庄民盟总部，提醒黄炎培和周

新民等民盟领导人说：“民盟是否参加国大的问题，你们最好向

张澜主席请示一下。”周新民当即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向张澜请

示。张澜答话只一句：“决不能交名单啊！”民盟总部立即作出

了不参加“国大”的最终决定。最终，被孤立的一方反倒成了蒋

介石。事后周恩来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国大’就臭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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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5 月，张澜等人被蒋介石下令逮捕，羁押于上海虹

桥疗养院(今徐汇区中心医院)。周恩来得悉后指示上海地下党全

力营救。地下党历经曲折艰险终于在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的同一

天夜里将他们救出。不久，中共中央召请张澜北上。周恩来在北

平火车站迎接张澜时，紧握着张澜的手，频频摇动，热诚慰问道：

“表老，您好，您为我们担了风险，感谢您！”

张澜 80 大寿时，周恩来亲临上寿。1955 年 1 月，张澜患重

度动脉硬化症和肺炎住进北京医院。病危期间，周恩来亲来探望。

张澜此时说话已很困难，挣扎着对周恩来说：“希望早日解放台

湾。”张澜逝世，周恩来等亲自执绋送达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安

葬。

1949 年，新政协筹备期间，沈志远、吴晗、周恩来、沈钧儒、

翦伯赞、楚图南(左起)合影。

曾任民盟中央主席的沈钧儒是有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

一，曾被国民党拘禁，1937 年夏获释，卜居南京。一天，国民

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以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举行茶话会，邀请



20

沈钧儒出席。就在这次茶话会上，沈钧儒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

的周恩来，他们除倾心交谈外，还约以后相会。

1944 年 11 月，因公暂时离渝的周恩来，时隔数月又来到重

庆，并参加了郭沫若欢宴柳亚子的集会。集会后，沈钧儒喜而作

诗云：

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山城夜正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

新阳共举葡萄盏，触角长惭獬豸冠。

痛笑狂欢俱未足，河山杂沓试凭栏。

诗中的“有客喜从天上至”，指的就是周恩来从延安乘飞机

到达重庆。沈钧儒寓情于诗，以对周恩来的热情欢迎，表达了对

中国共产党的爱戴。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这期间，周恩来

陪同毛泽东与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见面。国共和谈破裂后，周恩来

奉党中央电召返回延安。临行前，他把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南京

的办事处的住房委托中国民主同盟代管，亲自把钥匙交给沈钧

儒，还将放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客厅里一把配有木架、玻璃罩

的淡绿色瓷如意赠给沈老，体现出对沈的莫大信任。

1963 年元旦，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致祝酒

词时，特别指出：“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

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为社会主义奋斗到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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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7 月 5 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新政治协商会

议筹备委员会全体常务委员合影。前排左起：谭平山，章伯钧，

朱德，毛泽东，沈钧儒，李济深，陈嘉庚，沈雁冰（茅盾）。二

排左起：黄炎培，马寅初、陈叔通，郭沫若，蔡廷锴，乌兰夫。

三排左起：周恩来，林伯渠，蔡畅，张奚若，马叙伦，李立三。

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也是

这两个民主党派的第一任主要领导人。抗战时期，有一次沈钧儒

的三子沈叔羊举办个人画展，其中一幅画取名为《岁朝图》，画

中有腊梅、天竺子、花生、黄豆芽，还有一瓶茅台酒。黄炎培在

《岁朝图》上看到茅台酒，突然回想起早年上海国民党报纸报道

红军长征过贵州占领茅台镇时战士们以酒洗脚（实际上是以酒疗

伤）的事。征得沈叔羊同意后，黄炎培在画上提笔写下了一首七

绝：“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

寒且饮两三杯。”讽刺了国民党对红军的造谣。

南方局文委工作人员参观画展后向周恩来汇报了两个情况：

一是国统区已知红军长征的事情，二是画作上有黄炎培的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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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听到第一条，哈哈大笑；听到第二条，马上严肃起来，立

即指示工作人员，带钱去买下这幅画。其时南方局经费拮据，花

钱去买一位小画家的作品，大家都不理解。周恩来说，这幅画与

两位重要民主人士有关。沈叔羊的《岁朝图》就这样被南方局收

购，送往延安。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组建新政府时，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致认

为，应当请黄炎培“出山”。1949 年 10 月 11 日晚，周恩来首

次登门，恳请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听闻来

意后，黄炎培开始有些犹豫，说：“1946 年我 68 岁时，就觉得

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 72 岁，还能做官吗？”听了

他的话，周恩来笑着说：“黄任公不老。”周恩来继续说道，在

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

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周恩来与他畅谈了两个多小时，最

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

的思考结果。精诚所至，黄炎培欣然同意出任新政府职务。

来源：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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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我是一名无党派人士，我的心深深
地向着中国共产党！

长期以来，以袁老为代表的无党派人士秉承与党同心、爱国

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光荣传统，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

携手并肩，不断坚定合作初心，成为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伟大征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多

党合作事业，对无党派人士寄予殷切期望。广大无党派人士立足

本职岗位，坚持专业报国，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积极

参政议政，开展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努

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2017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

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指

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

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我

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

义、勇担当。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

贡献智慧和力量，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

迹。

2017 年 6 月 9 日，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全国党外知识分

子统战工作座谈会。袁老在会上作了发言。袁老说：我的毕生追

求就是“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种子精神给我的启迪

最深。我觉得，种子优良了，水稻才能根深叶茂，硕果累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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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粒种子，只有身体、精神、情感都健康了，才能茁壮成长。

要成为一名称职的科技工作者、合格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学习种

子精神，做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的人；做一个关注民生，

为人民服务的人；做一个不怕挫折，敢于创新的人。

回顾 63 年的杂交水稻研究之路，深深感到，正是党的阳光

雨露养育了杂交水稻这朵奇葩，使我们在挑战“世界饥饿”的历

程中，有勇气坚持不断探索，有条件克服重重困难，使这道世界

难题首先被我们中国人攻破。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环境如

何变幻，作为中国知识分子，都要始终跟党走，始终对祖国、人

民充满深深的爱，这也是我们科研创新的动力源泉。

科学探索无止境，我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

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籽粒像花生那么大，

我和我的助手高兴地坐在稻穗下面乘凉。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

盖全球梦”。全世界现在有 1.5 亿公顷水稻稻田，但是杂交水稻

还不到 10%，若有一半种上杂交稻，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 4 亿

到 5 亿人。我萌生的新目标是：将重点开展超级杂交稻高产攻关、

海水稻的研制以及第三代杂交水稻遗传工程雄性不育系的继续

研究和应用推广。或许，这又是一场攻坚战。只有永不满足，不

断创新，我们才能有新的动力，新的收获。

我的做人原则是淡泊名利、踏实做人。国际上曾经有多家机

构高薪聘请我出国工作，都被我谢绝了。我的根在中国，杂交水

稻研究的根也在中国。有的人不理解，我就告诉他：人，除了吃

饱肚子，还需要一股子精神，只有精神丰富了，心情才能愉快，

身体才能健康，事业才能做得长远。如果老想着享受，哪有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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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科研呢？我还要为培育农业科技人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为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继承和创新积蓄力量。

我是一名无党派人士，我的心深深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多年

来，我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还担任了湖南

省知识分子联谊会会长，做了一些参政议政履职工作，为国家和

湖南的发展建言献策。我希望青年知识分子也能参与其中，与伟

大的祖国同频共振，奉献青春和力量，把根深深扎在祖国的大地

上，把情紧紧融入服务人民的伟大实践中。

如此朴实的话语，体现着一位无党派人士、一位党外知识分

子的爱国情怀和高尚品格，令人钦佩，令人动容。

1996 年 9 月 18 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的施

密特 CCD 小行星项目组发现了一颗小行星。1999 年 10 月，经国

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该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8117 Yuanlongping），以示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敬意。

当我们仰望星空，永远不会忘记袁老对中国和世界的突出贡

献，不会忘记袁老脚踏实地的奋斗、敢为人先的创新、鞠躬尽瘁

的坚守。

爱国是无党派人士的底色，为民是无党派人士的担当，熔铸

于代代相传的风骨和血脉中。让我们向这位杰出的无党派人士致

敬、默哀！广大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要以袁老为榜样，秉

承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光荣传统，发挥

专业优势和群体优势，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献策，把个人

理想和事业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为推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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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统战新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