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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血脉：

党内交通研究的再检视

类、反人道主义战争罪行。然而, 

靖国神社和游就馆通过“英灵祭 

祀”和遗物展示的方式，向世界宣 

扬：日本为了解放亚洲而同英美国 

家进行了一场“自存自卫”的战争, 

并在战争中遭受了原子弹的轰炸, 

日本也是战争受害者，而昭和天皇 

是 “结束战争拯救万民于水火的 

领袖”。在这种扭曲历史观的主导 

下，东条英机等战犯被奉为“英灵”、 

“昭和殉难者”在靖国神社内享受 

供奉,各地山野村社也陆续为参加 

侵略战争的本地战死士兵修建“慰 

灵碑”、“慰灵塔”。

曰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从政 

回忆录中指出：“自民党内主张‘那 

场战争绝不是一场错误（战争)’， 

‘是为了解放殖民地的正义之战’ 

的议员，绝对不是少数。”据统计， 

每年约有500万人参观靖国神社，而 

游就馆是绝大多数参观者的必访 

之地。

游就馆悲情式的渲染与“英 

灵”般的颂扬，使参观者完全忽视 

了对战争起因的追问与思考，那场 

使亚洲各国人民生灵涂炭的罪恶 

战争，被游就馆以一种荒谬的叙事 

逻辑所固化和再现。青少年神风队 

员和花季少女的“牺牲”，甚至成为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最佳注脚 

和旁证。发动战争的责任和真相 

被遮蔽，鲜活的生命被漠视，他们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的甲级战犯 

一样，被靖国神社奉为“英灵”，成 

为靖国神社的“主神”。这种只片 

面关注自身苦难和悲伤战争记忆， 

完全无视被侵略国家民众更为悲 

惨的战争经历和惨痛结局的行为， 

是对所有因日本发动战争而死难者 

的亵渎，也是对真实历史的公然颠 

倒和侮辱。

游就馆自建成以来，一 直发挥 

着宣教作用，影响广泛，后果严重。 

在游就馆的宣扬中，日本的军国主 

义精神传递到下一代人身上。2016 

年，游就馆以“大东亚战争70年展” 

之 “终章展”的名义举行特别展， 

并组织中小学生免费参观。这次 

展览题为“献给生活在今天的所有 

人’，重点展示日本本土防卫作战至

周

组织沟通的建立是整合组织 

资源、实现组织目标、形塑组织文化 

的基本前提之一。对于作为一种革 

命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同样如 

此。在革命实践的进程中，中共实 

现组织沟通的具体方法便是通过 

党内交通这一物理性质的传输手 

段传递文件、信息，输送干部、物资。 

简而言之，信息、人、物的传输是党 

内交通的基本功能。早在建党初 

期，中共中央便已认识到党内交通 

的重要性：“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 

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 

滞，影响于人的生死。”党内交通之 

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一传输网 

络可以帮助中共测知内外环境的变 

化，整合组织资源，从而维系和发展

战争结束时期的相关资料，突出展 

示了4300多名神风特工队员的“英 

勇献身”、硫磺岛守卫战、冲绳“玉 

碎战”等海外各地日军负隅顽抗 

的过程。贯穿在展示解说中的，仍 

然是宣称“大东亚战争”是日本为 

了 “自存自卫”和建立人种平等的 

国际秩序而进行的战争，呼吁参观 

者对那些为“保卫国家”而投身战 

场、献出生命的“英雄”表达真挚 

的敬意和爱戴。

李大钊先生1915年在日留学期 

间曾去过游就馆，当他看到游就馆 

陈列的展品多是日本在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从中国掠夺 

而来的宝物时，不禁痛心疾首，继而 

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写道:“鼎 

彝迁于异域，铜驼泣于海隅，睹物 

伤怀，徘徊不忍去。盖是馆者，人以 

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 

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 

吞声而已。”当时的中国危机深重，

俊

自身的组织力量。就此而言，党内 

交通能否正常运转,事关组织的兴 

衰存亡。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党内 

交通研究的意义没有得到历史学界 

的足够重视，研究思路也存在若干 

局限。

当然，党内交通研究并不是一 

个孤立的主题，应当将其置于党史 

研究的大背景之下进行思考，由此 

可以更为精准地理解党内交通研究 

的学术价值。

第一，深化党内交通研究有助 

于理解革命政党的组织统合过程。 

众所周知，近20年来，党史研究领域 

出现了地域化的倾向，聚焦地方个 

案的研究大量增加，历史叙事“碎 

片化”的问题逐步浮上水面。因

心怀家国的李大钊先生见到这样 

的场景，也只能“背人咽泪，面壁吞

尸 〇

如果说靖国神社已然恶名昭 

著、人尽皆知的话，那么，比靖国神 

社影响更大，性质更加恶劣的游就 

馆，则 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 

警 惕 。今年是二战结束76周年，也 

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6周年。76 

年前的那场战争，给亚洲及周边受 

害国留下的伤痕尚未完全愈合，但 

是日本并没有表现出对那场战争应 

有的反思，反而屡次亵渎历史正义。 

历史不应该成为某些日本政治人物 

随心所欲拆装、组合的政治工具，对 

历史保持足够的敬畏与尊重，对侵 

略战争的罪行与责任真诚地反省和 

明确地承担,才是构建真正和平国 

家的道德基础和责任所在。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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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学者呼吁，并不是要让地方史 

摆脱大历史而进人小历史的孤独碎 

片，而恰恰是要以大关怀去拼接这 

些碎片,从而去改写大历史。

随着党史研究的着眼点由中央 

转向地方、由政策内容转向实践过 

程，革命进程中的地域差别以及政 

策与实践的错位自然会受到更多关 

注。然而，笔者认为，探讨党内交通 

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有 

学者曾经指出，革命根据地之间的 

关系史研究一直较为薄弱。实际 

上，中央的意志能否通畅地传达到 

每一层级的组织，各级党组织的活 

动信息能否及时反馈给上级党部， 

党组织是否具有较强的生存和应 

变能力，都与党内交通是否敏捷通 

畅密切相关。如果了解在革命与战 

争的特殊环境下党内交通的运转状 

况，就可以进一步理解革命进程中 

的地域差别以及政策与实践错位 

的内在含义。

目前，很多研究者更为关注的 

是党内交通的曲折之处。例如，高 

橋伸夫通过20世纪30年代闽西、豫 

鄂皖等根据地的案例分析，发现中 

共党组织内的信息、文件的传递在 

垂直方向以及水平方向都存在极大 

的障碍。同样聚焦于30年代前后的 

李里也认为,受到革命环境和组织 

结构的影响，中共的文件下发往往 

积压在中央、省委所在地，并呈现由 

近及远、向外趋弱的趋势。相反，应 

星则认为，党中央与各地方根据地 

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反而有助于 

各级组织展开高度灵活的游击战 

争，因为地方军事将领能够在具体 

战役的决策上享有高度的自由裁量 

权。换言之，党内交通的曲折之处 

既反映了革命组织早期的不成熟， 

也为灵活、机动、分散的游击战的形 

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深化党内交通研究有助 

于理解信息在历史现场的动态作 

用。历史学者往往将文件视为历史 

研究的工具，并时常以今人之环境 

与条件作为前提，将历史人物（特别 

是政策决定者）假设为掌握足够信 

息的理性人。殊不知，历史人物因 

受到同时代的技术条件、时局环境

等影响，在很多时候无法及时获取 

准确有效的信息。忽视这一问题, 

就会对历史人物的判断与动机作出 

不恰当的解释。笔者认为，深化党 

内交通研究有助于理解信息在历 

史现场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革命 

实践中，除了电报的形式以外，中共 

组织之间以及与外界的大部分信息 

沟通主要是通过党内交通完成的。 

如果当事人是信息或文件的发出 

方，有意不发和虽然发出但因为传 

输渠道受限实际没有送达造成的问 

题导向显然是不同的。同样，如果 

当事人是信息或文件的接收方，其 

作出的某个决定是发生在接收信息 

前还是在接收后，也会形成不同的 

解释。

第三，深化党内交通研究有助 

于理解人、物的流通在历史中所产 

生的作用。除了传递文件与信息， 

输送干部与物资也是党内交通的 

重要功能。首先说输送干部的问 

题。我们知道，重要人物出现或未 

出现在某个重要历史现场（如某重 

要 会 议 ）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 

例如，1942年，刘少奇通过党内交通 

的渠道，历时9个月才从华中回到延 

安参加整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 

行止非常关注，因为刘少奇如果能 

够及时回到延安，将会更有效地帮 

助开展整风运动。事实上，也正是 

抵达延安后的刘少奇推动了《中共 

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 

定》，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在党 

内的领导权威。因此，刘少奇出现 

在延安这件事本身就对党内格局 

的变化有着重大影响。然而，从微 

观的角度而言，党内交通工作的运 

转情况甚至交通员的个人判断，又 

对刘少奇的行止具有关键性影响。 

因为根据党内交通的工作规定，过 

路干部的一切行动,必须绝对服从 

交通站及护送人的指导。也就是 

说，如果党内交通运转不良或交通 

员作出不恰当的判断，刘少奇或许 

要在更晚的时间才能返回延安，更 

或者无法返回延安。这种情况下, 

党内格局又可能产生新的变化。这 

个问题提醒相关研究者，需要注意 

党内交通所带来的微妙影响，而不

能以后见之明的态度将历史人物在 

合适的时机出现在重要历史现场这 

一问题假设为理所应当。

关于党内交通输送物资的问题 

同样如此。1936年鲁迅通过交通员 

给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送金华火腿 

的事当属典型。此事历来有不同说 

法，但鲁迅第一次送的火腿因在传 

递途中丟失而没有送抵，应属无疑。 

在上海具体操办此事的冯雪峰认 

为是负责党内交通的刘鼎截留了物 

资。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刘 

常将我送去之人与物随意延搁，我 

今始知将鲁送给兄等之火腿随便扣 

留。”考虑到当时鲁迅的影响力，赠 

送火腿之事自然具有非凡的政治意 

义。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其中的波折 

确是因党内交通工作而起。以此类 

推，如果从细节处人手，重新梳理党 

内交通输送药品、无线电零部件、食 

盐、汽油、布匹等物资器材的具体过 

程及影响，或许可以发现新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从组织统合以 

及信息、人、物流通的角度,简略阐 

述了党内交通研究的重要意义。显 

然，作为隐藏在组织内的“血脉”， 

党内交通工作绝非单纯的技术问 

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 

题。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在1930 

年就曾经明确指出:“红军中的采访 

与交通，绝不是技术问题,在今天 

更成为严重的问题。”

因为种种原因,党内交通研究 

这一领域仍存在诸多空白之处。笔 

者认为，填补这些空白具有重要的 

学术意义。无论是在理解中共组 

织统合的问题上，还是在理解信息、 

人、物在历史现场的内在联系的问 

题上,党内交通研究都是一条重要 

的 “求解辅助线”。如果说重大历 

史事件、领导人的决策以及政治运 

动是党史研究中极受瞩目的“点”， 

那么党内交通所涵盖的信息、人、物 

的流动则更像是隐于暗处的“线”。 

尽管这条“线”在很多时候不易被 

察觉，却是使“点”与 “点”发生联 

系的重要媒介。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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