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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央苏区时期，党以红色歌谣、标语、戏剧等为载体，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方法，寓教于乐、寓教于学、寓教于工，

宣传教育工作富有新颖性、鲜活性和吸引力，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以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为视角，可以从独特的角度探

析这一时期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特点：即注重政治性，强调宣传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从和服务战争；注重层次性，突出

了成人在宣传教育中的地位，又力所能及地兼顾了老年、儿童等群体；注重针对性，围绕一切服务战争的总体目标，根据宣

传教育对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选择宣传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注重创新性，综合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方式，把宣传教育渗透到

工作生活学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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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he Party took red ballads，slogans and dramas as carriers， innovated the

ways and means of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which taught in pleasure，learning and working，improved the vitality and attractive-

ness of the Party’s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work and achieved good propaganda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d ballad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which explo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in this period from another angle: pay at-

tention  to  politics，emphasize  the  basic  purpose  of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is  to  obey  and  serve  the  war；pay attention  to  hier-

archy，highlight the status of adults in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and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elderly，children and other groups as

far as possible；pay attention to pertinence，around the overall goal of all service wars，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objects of propa-

ganda and education，choose the content and mode of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purposefully；pay attention to innovation，use all

kinds of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methods comprehensively，and integrat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into work，life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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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歌谣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了

中国革命的辉煌历史，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实

践，体现了党的意志和主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当时，以

传唱红色歌谣为重要途径，开展党的宣传教育工

作，是革命阵地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需要，契合了宣

传教育对象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实际，有坚实的实

践基础。正因如此，党的六大和后来的中央第四号

通告《关于宣传鼓动工作》提出，要把党的理论、

主张、政策、口号编成歌谣，以扩大宣传覆盖面。

中央苏区时期，党以红色歌谣为载体，把抽象

的革命道理、政治主张、政策方针、纪律规范编成

易懂、易记、易学、易传的大众性语言，内化为人们

的思想，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增强了宣传教育工

作的鲜活性和巧妙性，克服了“喊口号”“党八股”

等脱离实际的不足，提高了宣传教育的实效性。以

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为视角，可以多角度地探析这一

时期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特点和经验，为新时

代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一、注重政治性−宣传教育的根本目是服

从和服务战争

 “军事化”是战争的突出特点。如何发展壮大

自身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打退国民党军队的

进攻，进而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是中央苏

区时期党和红军压倒一切工作的头等大事。而如何

围绕这一头等大事，宣传教育根据地广大军民自觉

服从和服务于这场战争，则是当时党宣传工作的根

本任务。

1929 年底，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明确提出，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

大群众。……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

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1]（96）。

古田会议之后，党和红军的宣传教育的战略地位进

一步提高，并朝着更为规范的方向发展，政治功能

得到进一步凸显。1934 年 2 月，周恩来在红军第一

次全国思想政治会议上强调：“一切政治工作,要服

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

的胜利。这样的政治工作,才能巩固红军,才能保障

上级命令的绝对执行。”[2]（74）

赣南、闽西和粤北是中央苏区的主要区域。历

史上的人口迁徙，导致这一地区聚集着许多客家

人，素有“上山不离刀,开口不离歌”的传统。红色歌

谣的传唱，既是满足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

的需要，更是党在农村根据地开展宣传教育的极好

形式和载体。中国传统歌谣的主题多与生产劳动、

礼俗仪式、爱情娱乐相关，虽有少部分的舆论表

达，但总体上与政治联系不紧密。而中央苏区时期

的红色歌谣，却主要集中于军事和政治，且鼓动性

非常强。“阶级”“反动派”“革命”“斗争”“暴动”

 “工农政权”等政治性词汇是这一时期歌谣的高频

词语。这些歌谣宣传了党的基本理论、党的政策主

张，讴歌了党的领袖、苏区美景，揭露了旧制度旧

社会的腐朽黑暗。苏区广大军民在传唱这些红色歌

谣的同时，一方面获得精神愉悦，另一方面不自觉

地获得了更多的思想信息，从而带来了思想观念和

行为上的改变，较好地实现了党对宣传教育对象的

预期。

二、注重层次性−宣传教育对象既突出重

点又兼顾全面

要打破国民党的进攻，不断巩固和扩大革命根

据地，首先必须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红军官兵和

广大群众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为此，在中央苏区

的教育体系中，党员干部、红军军官的教育地位居

第一，其他成人的教育地位居其次，儿童的教育地

位居最次。这既是共产国际指导的结果，也是党在

特殊时期的最优选择。1929 年 2 月，共产国际在《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建议，中共

 “要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线，要在党员

群众革命青年中进行特殊的教育工作”[3]。后来《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指出，根据地的教育

 “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应该保障青年劳

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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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4]。

中央苏区时期，“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

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

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

个重要任务”[1]（99）。以劳苦青年群众为主要宣传教

育对象，体现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有鲜明的战时特征和应急

性特点。虽然上述教育是指文化教育，但中央苏区

的文化教育除具有知识传播的功能外，还承载了更

多的政治功能，是当时党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

载体。

中央苏区红色歌谣按内容划分，大致可以分为

政治类、军事斗争类、经济建设类、社会生活类、文

化教育类等五大类，这些歌谣主要适宜成年人传

唱。经统计，中央苏区成人歌谣的数量远远多于儿

童歌谣。以《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和《中央苏

区歌谣集》两本目前研究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重

要文本为例，前一本歌集收录的少儿歌谣有 56 首，

所占比例仅为 10%；后一本歌集收录的少儿歌谣

有 74 首，所占比例也仅为 10%。

三、注重针对性−根据宣传教育的目标和

实际情况有针对性选择教育内容

中央苏区时期，党不仅根据宣传教育目标和宣

传教育对象实际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还有

的放矢地选择了宣传教育内容，提高了工作的针对

性实效性。

 （一）围绕如何提高政治能力，选择适合党员和干

部的宣传教育内容

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他们的

组织纪律性、政治觉悟、政策能力，以领导好根据

地的军事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是

中央苏区时期针对党员干部的宣传教育目标。在这

些目标任务中，如何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则是其重中之中。1933 年 8 月，中央组织局在《关

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中指出:“应当

有计划有目的提高党内政治理论水平，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所有新旧同志们头脑，进行经常

有组织的教育工作。”[5] 围绕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

力这一目标，中央苏区时期建立了各级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完善了干部教育体系，制定了党的政治生

活制度，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加大了党报

党刊的发行力度，有系统地在根据地全体党员中加

大了党的理论、时事政策、组织纪律的宣传教育等。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

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6] 配合战争的需要，中央

苏区的文化工作者把许多抽象的革命道理、方针政

策、组织纪律以标语、歌谣、漫画的形式呈现，使之

朗朗上口、生动形象，便于宣传传播。如歌谣《共

产三字经》中唱到，“马克思，倡共产，无产者，被

唤醒；……其宗旨，真正好，崇列宁，作主脑；普教

育，设学校，不要钱，贴油火。”再如《工作大纲》

歌谣中唱道：“为团体努力，作群众导师；到群众中

去，到反动荆棘中去；不畏难，不怕死，不爱钱，为

主义而牺牲。”

 （二）围绕如何提高战斗力，选择适合红军官兵的

宣传教育内容

由于红军来源较杂，加上其他各种原因，古田

会议前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充斥军中。为尽快

消除红军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实现

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党领导

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的教育

目标，中央苏区时期党对红军官兵加大了红军性质

任务、革命形势、军令军纪的宣传教育。这些宣传

教育内容，在红色歌谣中还能找到历史的印证。

如：《红军三大任务歌》中唱道，“打倒帝国主义，

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步哨守则歌》中

唱道，“前方第一是敌情，村庄道路都紧要；监视区

域须分明，轮到换班要交清”。类似的歌谣还有《红

军纪律真严明》《红军三大纪律歌》《红军纪律

歌》《射击军纪歌》《游击口诀歌》，等等。

 （三）围绕如何凝聚革命力量，选择适合广大人民

群众的宣传教育内容

中央苏区所在区域以丘陵山地为主，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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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

生活十分困苦。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大部分群众思

想观念保守，对自己的悲惨命运不敢反抗，甚至把

逆来顺受视为美德。“好男不当兵”“传宗接代”“男

尊女卑”等旧观念十分严重。五四运动后，虽然一些

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在这些地区播撒革命火种，部分

群众的思想开始觉醒，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准备

了思想基础。但从总体上说，当红四军主力进军赣

南闽西之初乃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广大群众的

思想认识、精神状态、文化水平落后于革命的发展

需要，影响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特别

是为扩红工作带来困难。

因此，启发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营造精神性

激励，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是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宣

传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1933 年 4 月中央教育人

民委员部颁布的《目前的教育任务》指出，要“用

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

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

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地动员起来，

加入战争 ,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

建设”[2]（6）。

 “文化教育社会化政治化实际化劳动化”，是

中央苏区宣传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央苏区时

期，党因陋就简创办了许多业余文化学习机构，如

夜校、识字班、问字所，开展了扫盲运动、识字运动

和文化教育。广大群众在识字学文化的过程中，思

想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改变。

 “万里晴空一片蓝，红军天下人心欢，青年学

会革命歌，老年也上夜校班。”针对广大人民群众的

特点和教育目标，中央苏区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

宣传党的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歌谣，如《红军

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办事处布告》《红军歌》《十大纲领歌》《告

知识分子》，广大群众在传唱这些歌谣中，逐渐明

白了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从而认同和接受了党

和红军。除此之外，还创作了许多诉苦类歌谣，这

些歌谣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

阶级仇恨。如《天下最恶土豪心》唱道，“青蛇牙

齿马蜂针，甘美叶子雷藤根，天上最毒金蚕姆，天

下最恶土豪心”。

 “工农妇女上夜校，读书识字开心窍，封建礼

教全打倒，三从四德都唔要”。为解除根据地妇女的

思想桎梏,中央苏区诞生了许多妇女解放类和劳动

类歌谣，这一类歌谣点燃了她们心中的怒火，启蒙

了她们的革命意识。如《革命工作共分担》中唱

道，“壁上打钉挂灯盏，革命工作共分担。哥当红军

打敌人，妹在家中搞生产”。这一类歌谣体现了男女

平等思想，调动了根据地妇女参加革命和建设的积

极性。

 （四）围绕如何创造“革命的新后代”，选择适合少

年儿童的宣传教育内容

少年儿童虽不是革命战争的直接负荷者，但他

们是“革命的新后代”。围绕如何培养“革命的新后

代”这一目标，党除了在文化教育中对少年儿童渗

透阶级意识和政治观点教育外，还组织他们参加一

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协助站岗放哨、参

加扩红宣传、慰劳红军家属，等等。

中央苏区的少儿歌谣虽然不多，但仍是党对少

年儿童开展宣传教育的重要形式。中央苏区时期的

重要报刊《青年实话》曾开辟少儿专栏，专门刊载

少儿歌谣。胡耀邦也先后创作了许多少儿歌谣，如

 《红军哥哥看了我们的信》《哥哥在前方》。中央

苏区少儿歌谣的风格特点和主题内容与其他成人

歌谣基本相同，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但又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少年儿童的心理需求和思维特

点，韵律更强、语言更明快活泼。如《不怕拳小》

中唱道，“小弟弟，年纪小，常恨自己气力小，他说

土豪又高又肥胖，小小拳头怎么打得倒。我说弟弟

莫心焦，不怕拳头小，只怕拳头少，千千万万的拳

头团结起，要把土豪打成泥”。歌谣通过对话展现内

容，把“小弟弟”和大哥哥的“我”的内心世界描写

得栩栩如生，既反映了根据地少年儿童的天真活

泼，也烙上了战争的时代特点。类似的歌谣还有《三

岁长得高》《响起鞭炮来欢迎》《小弟弟想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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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凳板龙》《送蛋》，等等。

 （五）围绕如何实现思想观念转化，选择适合白军

士兵、俘虏的宣传教育内容

针对这一特殊教育群体，党主要从物质需求、

政治利益和情感教育开展思想宣传，但宣传教育方

式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对前线的白军，以喊话、

发放宣传单、标语为主要宣传形式；对已投诚的起

义军和被俘的官兵，以上课、报告、表演、歌谣为主

要教育形式。“红军中官兵伕薪饷吃穿一样，白军

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尽管宣传教育方式不同，

但内容基本相同，即一方面启发白军士兵和俘虏认

清自己备受欺凌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宣传党的主

张和红军的三大任务，号召他们弃暗投明，参加红

军。如《劝白军投诚小调》中唱道，“白军士兵说

你听，自己阶级要认清；穷人莫要打穷人，赶快拖

枪投红军。你们觉悟要赶快，想好计划拖枪来；共

产党的主张好，焚烧契约废老债”。《劝白军士兵

歌》中唱道，“白军士兵们，我来告诉你，我们都是

工农来出身。苏维埃政府，自由又平等，官长士兵

都是一样行。白军士兵们，我来告诉你，当兵莫当

国民党兵，官长吃牛肉，士兵吃草根，打起仗来白

送命”。这些歌谣，有力地配合了党对这一特殊群体

的思想宣传教育工作。

 “一怕红军刀枪镇，二怕兴国山歌声;刀枪镇来

头落地，山歌声来勾掉魂。”这首当年流行于国民党

军队的歌谣，不仅说明了红色歌谣是中央苏区时期

中国共产党对白军士兵、俘虏开展思想宣传的重要

途径，而且说明其效果十分有效。

四、注重创新性−综合性运用各种宣传教

育方式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就探索出了一些战争

环境下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如举办干部培训班、

党团训练班、演讲会、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教唱红

色歌谣，等等。后来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

18 种教育方法。1933 年 6 月，中央在《关于新调来

的教育干部训练问题的第三号训令》中指出，要用

 “在工作中训练”“在斗争中训练”“开短期训练班”

 “用行政纪律”来约束等办法来教育干部。中央苏区

时期，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从实际出发，与宣传教育

对象的学习、生活、生产紧密结合，具有浓厚的生

活气息，体现出强烈的创新性。

 （一）寓教于乐，把宣传教育与行军打仗、生产生

活结合起来

如士兵集合前要唱革命歌曲，呼喊政治口号；

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主张编成识字教材内容；把

学习内容改编成歌谣，便于人们学习和传播。《工

农三字经》《国民党四字经》《共产三字经》《三

字经》《中国疆域歌》《觉悟》等，既是识字教材

又是歌谣，这些教材既有助于传播革命思想，又有

助于群众认字学文化。

 （二）把提高思想觉悟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

毛泽东曾在“二苏大”上指出，如果其他什么

工作都不做，是不能有效动员群众的，也就不能达

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因此在做宣传教育工作时，要

想办法解决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如“解决群

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

题，疾病问题，婚姻问题”[7]。

把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同解决群众

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是中央苏区时期宣传教育的一

条重要经验。如为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组

织红军官兵在战争闲暇之际，帮农民干农活，以及

组织耕田队、劳动互助社，教妇女做犁田耙田等农

活。《互助生产歌》《单人独马难做事》《社会主

义起墙脚》等歌谣反映了苏区互助组的情况，如

 《增加生产好大家》中唱道，“民歌唱来闹哗哗，

参加互助唔会差，政府号召大生产，增加生产好

大家”。

 （三）把思想教育与纪律约束和制度监督有效结合

起来

苏维埃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廉洁的政府。这

除了中央苏区有效的宣传教育外，还与当时的制度

建设密切相关。一是加强制度建设。中央苏区时期

先后制定了涉及财务、监督、执纪等方面的系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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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如《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暂行财政条

例》《统一会计制度》《关于国库暂行条例》等

相关制度。二是严格制度执行。中央苏区时期，广

泛发动群众检举贪污腐败及浪费行为，开启了肃贪

风暴，向腐败分子打响了第一枪。三是完善舆论监

督机制。这一时期，党不仅建立了巡视制度与检查

工作制度，而且重视舆论监督。如《红色中华》报

开辟“红板”“黑板”“反贪污浪费”专栏，对先进事

迹进行表扬、对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对贪污浪费案

件的查处进行披露。

 （四）把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结合起来

歌谣《俱乐部里听新闻》中唱道，“太阳下山

有红云，革命的日子乐开心，早上出去忙支前，夜

里归来听新闻”。中央苏区不仅创办了成人教育培

训机构，如针对党政干部就有中央党校、苏维埃大

学、中央教育干部学校和各种各样党政干部训练

班、俱乐部，不仅通过这些培训机构对党员干部进

行集中教育，而且还利用小组会、支部大会、政治

讨论会及党报党刊、各种文化活动开展日常教育，

把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结合起来，增强了宣传教育

的长效性。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

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8]。中央苏区

红色歌谣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在苏区

政治动员、文化革命、价值引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承载了中国共产党高尚的革命精神，蕴含着丰

富的教育资源，具有永恒价值和旺盛生命力，依然

是教育人民、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力量。开

发利用好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中蕴含的教育资源，不

仅可以极大地丰富新时代主流价值观宣传教育内

容，而且可以拓宽主流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渠道，增

强宣传教育的鲜活性、吸引力和实效性。

同时，中央苏区时期的宣传教育工作，不仅教

育目标聚焦，针对性强，而且注重方式创新，注重

寓教于乐、注重宣传教育的整体效力、注重宣传教

育的长效性、注重宣传教育的经常性，这些经验仍

然对新时代的宣传教育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一

是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主动服从和服务于

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需要。进入新时代以后，要进

一步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宣传教育力度，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基

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政治认同、理论认

同、情感认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聚力量。二

是要从实际出发，即从宣传教育对象的实际出发，

选择他们感兴趣的方式方法和内容，不断增强宣传

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坚决反对脱离实

际、脱离对象的“党八股”宣传教育方式，反对宣传

教育中的形式主义。三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综合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当前尤其要“积极探

索与自媒体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完成线上与线下有

效链接，以图、文、声、像等多媒体技术”[9] 代替传

统的宣传教育方式，创新出适合广大人民群众乐于

接受的宣传教育法。四是要把宣传教育渗透到广大

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休闲、娱乐之中，把

显性宣传与隐性宣传结合起来，在“渗透”上下功

夫，不断增强宣传教育效果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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