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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 重温先辈的声音之六

□张福记

夏明翰，中国革命的先驱者，
1928 年 3 月 18 日因叛徒出卖而被
捕，两天后即遭杀害，年仅 28 岁。他
在刑场上写下了最后的遗言：“砍头
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
有后来人。”以热血谱就了一首气壮
山河的正气歌，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
无比坚定的信仰和为理想而无畏牺
牲的崇高品格。

就出身而言，夏明翰算是上层阶
级的叛逆者。1900 年，他出生于一个官
宦地主阶级家庭，但他的父母比较开
明，同意其在新式学堂读书。受到新思
想的影响，夏明翰立志改造不平等的
社会制度，最终违背了其祖父的愿望，
于1920 年逃离大家庭，投入到革命大
潮中。1921 年秋，经毛泽东、何叔衡二
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豪
绅家庭出身的人，他曾协助毛泽东从
事农民运动工作，成为反对土豪劣绅
的先锋，这在当时和今人看来，都是超
群出众的。事实上，出身地主家庭的子
女投身共产主义革命的人不在少数，
单夏明翰一家就有五名烈士：1928 年
2 月 22 日，夏明翰的五弟、领导了湘南
起义的夏明震在郴州遇难，年仅 21
岁；28 日，在衡北等地从事地下游击
斗争的七弟夏明霹在衡阳惨遭杀害，
时年不足20 岁；3 月 20 日夏明翰英勇
就义；5 月他的四妹、中共湘南特委委
员夏明衡在长沙被国民党反动派追
捕，不屈而死，年仅26 岁；1930 年夏明
翰的亲外甥邬依庄在红军某部执行任
务中牺牲，年仅19 岁。

他们放着出人头地的生活不过，
为什么甘愿牺牲自己，为天下穷苦的
人过上好日子而奋斗？夏明翰临终在

给其大姐的信中做出了回答：“人该
怎么做，路该怎么走，要有正确的答
案。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
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
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
洒热血。”这是信仰的力量！

信仰是什么？是对某种主义、理想
的绝对相信，并用它作为自己行动的
指南。现实的一生不可能完全一帆风
顺，当遇到挫折的时候，信仰的力量就
显得特别重要。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
来先进的中国人经过无数次的比较而
选择的结果，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
一度为多数人信奉。孙中山将自己的
民生主义称作民生社会主义，当时国
民党政权也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人类解放的学
说，最直接的目标就是消灭人剥削人
的现象，实现社会的平等。中国共产党
就是为解放广大下层工农群众，实行
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
先进组织，所以她一经诞生，就凝聚了
大批富有理想不怕牺牲的进步分子，
他们中的不少人放弃优越的社会地位
和富足的生活，加入到革命的队伍。共
产党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自
身的先进性。具有坚定信仰的人组织
的团体，在革命的征程中，遇挫折而不
倒，才有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等一
系列壮举；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使得
共产党人舍己为人，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最终得到广大人民
的拥护，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
阶级解放的民主革命任务。而1927 年
走上执政地位的国民党政权，由于与
旧势力妥协，丧失了革命的精神，在面
对尖锐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时，不
能真正实施有助于社会公平的举措，
而失去最大限度整合社会阶级阶层的

能力，导致合法性缺失，最终为共产党
代替。

今天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即将成为世界上豪华奢侈品的
最大消费地，但财富的增加并不必然
伴随精神的富裕。在现代化大转型的
时代，往往是矛盾积聚的时期，且可
能伴随价值的混乱和信仰的迷失。在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注定
要产生欲望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稀
缺性的矛盾，而且比其他国家更尖
锐，这个矛盾处理不好，可能引发社
会的动荡。怎么办？

这需要首先从各级党员干部做
起，从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做起。在
和平建设年代，显然不再需要每个党
员干部都去过苦行僧的生活，但共产
党先进性的本质精神不能丢。令人忧
心的是，这种反面例子并不少见，一
些党员参与官商勾结，欺压百姓，贪
污达到天文数字，与共产党的宗旨完
全背离，失去了党员应有的信仰，是
共产党执政的最大破坏者。树立共产
党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在
平凡的生活中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成为党建的重要任务。不断学习和进
行思想教育自然必不可少，学习型政
党的提出正是必要的举措，但还必须
有与之配套的制度建设，比如建立有
效的监督机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
参与，以及在众多领域逐步落实人民
当家作主的承诺，才能最大限度地确
保党员干部成为人民的公仆。

夏明翰早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
精神却是永恒的，正是由于拥有如此
众多的夏明翰式的党员和干部，中国
共产党才无往而不胜。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
际学院教授)

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

累计 46820 亿元

据媒体报道，5 月份全
国财政收入单月超过 1 万
亿 元 ，比 去 年 同 月 增 长
34%。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
政收入累计达到 46820 亿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11349 . 67 亿元，增长32%。

出逃官员携款

8000 亿元

14 日，央行网站刊发文
章披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
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
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
逃 、失 踪 人 员 数 目 高 达
16000 至 18000 人，携带款项
达 8000 亿元人民币。

猪肉价格同比涨幅

75%
中国生猪预警网最新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猪肉价
格为每公斤 24 . 67 元，同比
涨幅高达 75% ，已经突破
2008 年高点。

上海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费调至 30 元

最新修订的《上海市计
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
定》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从原来的每月 2 . 5 元上调
至 30 元。有用人单位的，由
用人单位支付；无用人单位
的，由户籍所在地的镇(乡)
政府、街道办事处支付。

整理：吴华伟

数字舆情

CPI 泄密

距离我国 5 月份官方
CPI 数据出炉仅有数日之
际，一则重磅消息报出，路
透社已经 7 次精准预测我
国的 CPI 数据，神乎如章鱼
帝保罗。而也有消息称，国
家统计局和央行多位官员
因泄露数据离岗。随着经济
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从股票
市场、债券市场到外汇市
场，市场对经济数据越来越
敏感，提前获得经济数据，
则意味着内幕交易和经济
利益。于是，经济数据提前
泄密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
的。据报道，国家统计局一
位工作人员涉嫌数据泄密
正在接受调查。但愿相关部
门以此为契机，打好制度的
补丁，筑牢经济数据安全的
防火墙。

限价房

目前，媒体报道，本应
分给困难群众的限价房，却
成了浙江省苍南县一些领
导干部的桌上菜。这在当地
引起群众和舆论的强烈不
满。

在一些地方，公务员为
了住房福利可谓绞尽脑汁，
有些人住上了以保障房为
名建设的公务员小区，有些
人以集资、团购为幌子住进
了面积超大、价格低廉的

“商品房”，而发生在苍南的
瓜分因为“领导优先”，表现
更加赤裸裸。在住房问题上
权力自肥现象再次说明一
个问题：建设制度比建设住
房更为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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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翰早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却是永恒的，正是由于拥有如此众多的夏明翰式的党员和干部，

中国共产党才无往而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