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望2015年，仍然是守住底线，加速转型，政策制定者仍需要在促改革、

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求平衡。

从最终判断上看，房地产市场出清、金融市场出清、三大改革落实，有

可能呈现边破边立的格局。尽管经济增长率会回落到 7.2％左右，但是由于

经济能够经受住房地产调整这一核心压力测试，2015年中国经济并不悲观。

新常态需要新的分析框架，在宏观变量中我们更应该关注改革带来的

存量资产盘活、资产重估效应。“一带一路”为代表的走出去战略、国企改革

和土地改革代表的供给革命，实质都是通过改革来盘活存量，使得存量资

产和传统产业隐性的价值显性化，尤其值得关注。

【经济向下 但并不悲观】
2015年地产考验中国经济

由于外部环境变化，2009年中国出口曾经出现一轮急跌，最

大跌幅达-16%，当期中国经济明显承压。如果说2009 年是出口

考验中国经济，那么2015 年将是地产考验中国经济。 

图1 2015 年地产考验中国经济

研究显示，地产长周期已经触顶。中国上一波人口增长高峰

出现在1980 至1987 年，此后出生率转头向下。从正常的置业规

律看，这波婴儿潮对应的集中首次置业需求位于25-27 年之后，

即2005-2014 年，此后地产需求将会趋势性下降。

来自结婚对数的数据亦可以验证这一结论。结婚对数对于地

产需求有明显解释力，中国结婚对数上升最快的2006-2009 亦是

地产销售最好年份；而2010年之后，结婚对数增长已放缓，增速

已开始下降。由于地产长周期变化，预计2015 年地产销售将跌

至-2%，地产投资将跌至8.6%。

地产下行需要基建作出对冲

地产下行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长期要靠改革重塑要素

活力，短期则必须靠基建对冲。

2015 年地产投资进一步低于今年，基建对冲仍然是一个现实

的逻辑。11 月25 日发改委再批长春至白城、涪陵至梅江、阳平

关至安康、正蓝旗至张家口四项铁路投资，合计新增投资额为660 

亿。粗略估计10 月至11 月底的铁路等项目总投资已经超过了

9000 亿。频繁批复新项目的一个目的，在于稳定2015 年投资。

预计经济增长率为7.2%，第三产业贡献上升

如前述逻辑，预计2015年基建投资增速将维持高位，但地产

投资增速下滑形成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将较今年有所回落。消费

转型升级有助于消费扩大，但地产系消费占据消费较大比例，耐

用消费品面临地产销售下行的影响。

在投资回落、消费小幅回落的假设情形下，2015 年中国经济

增速将为7.2%左右，基本实现软着陆。在经济增速放缓大背景下，

要关注经济结构的积极变化，尤其是服务业的向好。

利率市场出清，利率实质性回落

预计2015 年将会出现利率市场出清，利率实质性回落，主

要理由是：第一，根据利率黄金法则，利率水平与GDP 增长率

是对应的。经济增速下来后，自然利率必然随

之回落。第二，政策为对抗经济下行压力会主

动推动利率调整，预计可能存在的三次降息、

六次降准也会推动利率回落。第三，随着房地

产市场的调整以及地方债务的清理整顿，维持

高利率的两大基点已经开始动摇。金融机构破

产条例和存款保险制度也随时可能出台，这将

加速金融市场的风险归位。利率水平有望进一

步显著回归。 

【改革向上激发经济活力】
改革将盘活存量价值，实现资产价值重估

通过改革盘活存量价值，将会产生巨大的红利。预计政策将

内外兼修，寻求突围之道。改革将使得存量资产和传统产业隐性

的价值显性化，这将会推动新一轮的资产重估。

图 2 改革将盘活存量价值，实现资产价值重估

一带一路两翼出击，新一轮对外开放启动

“一带一路”连通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

家和地区；带动京津冀、粤港澳、海西经济区与长三角经济带，

通过“六省六港”辐射全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存在技术上的

优势互补和错位竞争。中国在高铁、高速公路、核电、水电、装

备制造等领域具备优势，可以进行技术输出和基础设施输出。

图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 5 年累计基建投资或为3 万亿美元

国企改革将激活中国经济的微观动能。国企改革将通过混合所

有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流动平台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建立一个更加市场化的国有资本运营、更加市场化的国有企业管理。

国企改革将激活中国最大的一块资产存量。根据财政部2013 

年末数据，目前中国央企资产规模48.6 万亿，地方国企总资产

55.5 万亿。即使从静态看，国降低社融成本进行中，存量货币将

被激活，企革将在未来数年中提升高达至少100 万亿规模总资产

的运营效率。

图4 顶层设计将出台，国企改革有望迎来第二春

土地改革加速，土地蕴含红利即将释放

土地改革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土地集约利用、城镇土地盘活、

农地流转，改革将带来城市用地优化、产业布局优化、区域经济

发展优化。

图 5 土地流转加速，土地蕴含红利即将释放

随着土地改革加速，户籍制度改革破冰，要提示大家关注的

还包括在这一改革链条上的新型城镇化的实施。新型城镇化是新

一届政府的重头戏，在土地改革和户籍改革取得突之后，城镇化

将相应跟进。

降低社融成本进行中，存量货币将被激活

央行通过定向降准、定向降息、SLO、SLF、MLF 等一系列方式，

力图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激活庞大的

存量货币。目前逆周期政策空间已经

打开，未来还可能降息和降准。

除了总量之外，变化还发生在结

构上。央行不断进行社融结构调整，

提升表内融资占比，降低信托贷款、

未贴现承兑汇票占比，以此优化社会

融资结构，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结构

的变化还包括：中国经济正在逐渐“去

地产化”，随着地产长周期的触顶，资金流出房地产的趋势正在

发生，这将带来存量流动性的再配置。货币的地产化趋势将得到

扭转，出现货币理财化或货币证券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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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进一步放缓 改革激发经济活力

Sentiment感悟

1.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                                                                                      人力资本部   郭翠香

2.三更有梦书当枕，经轮流转见山河。                                                                                 北京总部办公室    刘莉莉
3.埃及掠影 ：祭祀神殿，那是谁的从前；尼罗帆影，吟唱光阴故事。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马建华

你，历沧桑流变，方积淀出五千年的辉煌；

你，隔生死界限，方穿过岁月婉转的流长；

你，持义无反顾，方望尽秦关蜿踞的梦想。

你！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中国。2014年，中

华民族的复兴梦、中华儿女的强国富民梦、与世

界分享共赢的和谐梦——“中国梦”，就如陌上

花开，海上明月，绵延在历史的纵轴里，铺陈于

时代的横截中，开放在全球的经纬上，生动在未

来的期盼里……，她的“梦魂”绵亘了上下五千

年而传承，经久不衰。

中国梦动人心弦。在历史的坐标轴上，她浓

缩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与中华民族的传承

一脉相袭。那是“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

她是大禹蛮荒治水，三过门户不入的勇气与

执着；是孔孟为恢复“礼治”四方奔走、不坠青

云之志的倔强与傲岸；是始皇帝吞吐万里山河的

胆识与智谋；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洛

阳城的繁华与辉煌；亦或是文人雅士“仁者乐山

山如画，智者乐水水无涯”的智趣与情怀；是“康

乾盛世”的缅怀和注脚；也是1840年西方坚船

利炮打碎天朝上国迷梦的利器；更是一批批怀抱

救亡图存、国富民强愿望的仁人志士编织的以民

族复兴为己任的梦想；而共产党人的前仆后继，

继往开来，更彰显了民族、信仰、灵魂的底色。

中国梦感人至深。在现时的坐标轴上，她铺

展了中华儿女的至善与至美，诠释和解读了中国

铸魂“中国梦”

昨之明（四）
李成栋出尔反何必当初

1648年农历四月，继江西金声恒、王得仁反

清归明两个月后，清两广提督李成栋不满清廷不

赏赐两广总督之位，以广东全省反正。

八月，李成栋在广州点兵拨将，北伐江西赣

州。当年三月，金声恒统率二十余万水陆并进攻

打接近广东的赣州，因清军汇合包抄南昌，事未

成而不得不班师回南昌。七月起，清军已包围反

正的金、王所在南昌城。对此，有臣奏疏：

“且解南昌之围，何必定先下赣州乎？赣州虽不降，

亦仅足以自守。今以一兵驻南安缀赣州，使不敢出；而

湖东、湖西皆有路可达南昌。……城中受困已久，望见

两路旗麾，大兵云集，勇气自倍，奋死开门背城一战，

外内合击，虏未有不败，围未有不解。解围之后，而并

力乘势直下江南，江南可传檄而定也。臣故曰：救江西

为今日中兴之急着；舍赣州而径下尤为今日救江西之

胜算也。”

李成栋不听，仍围攻赣州，初战受挫后返回

广州。次年正月，二次入赣。此时，南昌城破，

清兵合力南下。明军在江西信丰县战败，李成栋

落水淹死。

李成栋，何许人也，竟然为南明战死？

先从大顺，后降明，又投清，最后反清，尤

过吴三桂。嘉定三屠，除灭两帝，

扫平两广，李成栋皆为这臭名昭著

故史的制造者，为满清铁骑踏平华

东、华南立下赫赫军功。后有汪精

卫先忠后奸，前有李成栋先奸后忠。

历史就这般反复无常，令人嘘然。

谁会知道，当李成栋除掉隆武、绍

武兄弟两帝之后，又转向投靠永历

帝，且相当虔诚、恪守臣节，为图

中兴，最终反清而死。

若知如此，当初若何？

朱聿键御驾亲征难挽颓势
 “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彝污我宗庙，害

我子民，淫掠剃头，如在水火。朕今诛清使、旌忠臣外，

誓择于八月十八日午时，朕亲统御御营中军平彝侯郑

芝龙、御营左先锋定清侯郑鸿逵，统率六师，御驾亲

征……”

1645年七月，皇帝即位十日，就诛杀招降清

使，并以上言敕谕臣民。完全不同于只顾逃命、

不知组织对抗清兵的贪生怕死的永历帝，隆武帝

朱聿键向来不惧死亡，一直在试图组织力量反击。

对待死亡如此大的反差，正是朱聿键多灾多

难的人生经历使然。

朱聿键被祖父囚禁16年，当上藩王后擅自

欲北上勤王灭贼而被崇祯囚禁在凤阳8年，父亲

被叔父毒杀，妻子为救其治病而割肉。人生之惨

痛未尝一般王孙所能感受。

他登基后，做出重大调整。一是总体战略改

平寇为御虏；二是消除党争，用舍公明；三是关

心民生，整顿吏治；四是自奉甚俭。尤为着重点

出的是，当时南明官军诛杀已剃头军民，隆武帝

下诏“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知民爱民如此，

真乃中兴明君！

隆武帝锐意进取，目标是先要恢复以南京为

中心的江南（半功），再夺回北京（全功），但他

调遣不了拥兵自重的郑芝龙。为摆脱郑氏兄弟控

制，1646年，朱聿键不顾安全，决定亲征，向两

军对阵前线进发，当年在福建汀州遇难。

而郑芝龙不战而降清，盖因海盗起家赀财愈

重、顾虑愈深，一生积蓄和家人性命可不愿捆绑

在明清对抗战场上。以降求荣，终人财两空，斩

杀于北京。

故我说：凡贪生者，贪生往往不得；凡求死

者，求死常常成仁。郑芝龙和朱聿键即是。

 （未完待续）

上海浦东新区宣桥镇新安村党支部书记  叶挺

（续 68 期）

力量和中国正能量。她是“人间正道是沧桑”的

今天。

她是信之弥坚，行之弥笃的浩然正气与奉献

精神；是“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的好干部

郑培民；是“抗击非典第一功臣”的医者钟南山；

是“用生命托起战机”的航空英模罗阳；是“天

下第一村”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是“把一切

交给组织交给党”的“最美基层干部”菊美多吉；

是“76秒伟大”的“平民英雄”最美司机吴斌……

他们承载力量，敢于担当中国的新脊梁，为中国

梦构架起了精神的高地。

中国梦任重道远，在未来的坐标轴上，她凝

聚了民族复兴的希望和力量，需要用实干去一步

步丈量航程。她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

她是汶川地震劫后少年初长成的“敬礼娃娃”

郎铮的笑脸和队礼；她是雅安地震半月后断壁残

垣中孩子们复课的朗朗读书声；是全世界目光聚

焦下的中国海南小镇博鳌；是航母辽宁舰携长风，

浩荡昂首风沙渡的气宇轩昂；是锦州沧海桑田，

以前所未有的豪情书会的滩涂神话“海上世园”；

是“峡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浮”的滨江

小城宜昌的历史蝶变；是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后的

莫言僻地兰草般淡泊的一句“我只是一个讲故事

的人”。

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国梦的缔造者和逐梦人。

我辈当熟视岁月如流，用雪底苍松的不屈，扬鞭

策马，一路长驱，恪守“梦魂”，用坚实的脚步，

丈量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

 办公室   孟宇

有人说，武侠本为成人童话；

我要说，感谢查先生造的梦。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

十四本书，

婆娑世界。

一
靖康耻，犹未雪。

北狩南渡醉看剑。

临安府牛家村人，

义愤填膺说国事。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岂止识弯弓射大雕。

攻城略地联牧场，

野心广阔如天空。

众横捭阖一统漠北，

挥鞭南下势不可挡。

郭靖襄阳城共存亡，

大漠英雄舍生取义。

契丹蒙古与金国，

中原几回逐鹿手。

红花会反清复明，

海宁陈家出皇子？

武穆遗书，

九阴真经。

六脉神剑，

凌波微步。

自古高手多寂寞，

唯有求败慰平生。

我爱金庸

长安财富上海中心   

杨苏红

Poetry诗语

声喧乱石中，色静松山里（集王维诗）。                                        江苏南通退休教师    刘金赋

二
此时时刻难为情，

郭襄之惆怅隐忍，

只缘风陵渡相遇。

无奈红颜弹指老，

堪叹刹那芳华逝。

天山童姥亦凡人。

塞上牛羊空许约，

忆双眸灿灿如星。

乔峰自刎雁门关。

三
情深不寿，

开到荼蘼花事了。

阿衡善记，

落得碧海潮生曲。

四张机，

鸳鸯织就欲双飞。

有没有一把宝剑，

可真斩藕断丝连。

言念君子，

温润如玉陈家洛。

神仙眷侣，

且看小龙女杨过。

十六年之约，

黯然销魂掌。

终有梦寐以求幸福在身边，

团圆可喜举案齐眉足可羡。

四
侠客行，

是事了拂衣去，

是深藏功与名，

是闲过信陵饮。

侠客情，

是一诺千金。

是锄暴安良，

是民族气节。

奇人韦小宝《鹿鼎记》，

成为查先生封笔之作。

“不学无术却处处有术”，

小宝哲学难道经世致用？

五
手中有剑，

心中无剑。

安得人间太平美满？

豪情只剩一襟晚照。

非武非侠，

亦史亦奇。

去年白雪今安在？

收拾心情又一年。

贪嗔痴愚，

江湖浅深。

有药能医龙虎病，

无方可治众生痴。

注：金庸，原名查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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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15年，仍然是守住底线，加速转型，政策制定者仍需要在促改革、

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求平衡。

从最终判断上看，房地产市场出清、金融市场出清、三大改革落实，有

可能呈现边破边立的格局。尽管经济增长率会回落到 7.2％左右，但是由于

经济能够经受住房地产调整这一核心压力测试，2015年中国经济并不悲观。

新常态需要新的分析框架，在宏观变量中我们更应该关注改革带来的

存量资产盘活、资产重估效应。“一带一路”为代表的走出去战略、国企改革

和土地改革代表的供给革命，实质都是通过改革来盘活存量，使得存量资

产和传统产业隐性的价值显性化，尤其值得关注。

【经济向下 但并不悲观】
2015年地产考验中国经济

由于外部环境变化，2009年中国出口曾经出现一轮急跌，最

大跌幅达-16%，当期中国经济明显承压。如果说2009 年是出口

考验中国经济，那么2015 年将是地产考验中国经济。 

图1 2015 年地产考验中国经济

研究显示，地产长周期已经触顶。中国上一波人口增长高峰

出现在1980 至1987 年，此后出生率转头向下。从正常的置业规

律看，这波婴儿潮对应的集中首次置业需求位于25-27 年之后，

即2005-2014 年，此后地产需求将会趋势性下降。

来自结婚对数的数据亦可以验证这一结论。结婚对数对于地

产需求有明显解释力，中国结婚对数上升最快的2006-2009 亦是

地产销售最好年份；而2010年之后，结婚对数增长已放缓，增速

已开始下降。由于地产长周期变化，预计2015 年地产销售将跌

至-2%，地产投资将跌至8.6%。

地产下行需要基建作出对冲

地产下行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长期要靠改革重塑要素

活力，短期则必须靠基建对冲。

2015 年地产投资进一步低于今年，基建对冲仍然是一个现实

的逻辑。11 月25 日发改委再批长春至白城、涪陵至梅江、阳平

关至安康、正蓝旗至张家口四项铁路投资，合计新增投资额为660 

亿。粗略估计10 月至11 月底的铁路等项目总投资已经超过了

9000 亿。频繁批复新项目的一个目的，在于稳定2015 年投资。

预计经济增长率为7.2%，第三产业贡献上升

如前述逻辑，预计2015年基建投资增速将维持高位，但地产

投资增速下滑形成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将较今年有所回落。消费

转型升级有助于消费扩大，但地产系消费占据消费较大比例，耐

用消费品面临地产销售下行的影响。

在投资回落、消费小幅回落的假设情形下，2015 年中国经济

增速将为7.2%左右，基本实现软着陆。在经济增速放缓大背景下，

要关注经济结构的积极变化，尤其是服务业的向好。

利率市场出清，利率实质性回落

预计2015 年将会出现利率市场出清，利率实质性回落，主

要理由是：第一，根据利率黄金法则，利率水平与GDP 增长率

是对应的。经济增速下来后，自然利率必然随

之回落。第二，政策为对抗经济下行压力会主

动推动利率调整，预计可能存在的三次降息、

六次降准也会推动利率回落。第三，随着房地

产市场的调整以及地方债务的清理整顿，维持

高利率的两大基点已经开始动摇。金融机构破

产条例和存款保险制度也随时可能出台，这将

加速金融市场的风险归位。利率水平有望进一

步显著回归。 

【改革向上激发经济活力】
改革将盘活存量价值，实现资产价值重估

通过改革盘活存量价值，将会产生巨大的红利。预计政策将

内外兼修，寻求突围之道。改革将使得存量资产和传统产业隐性

的价值显性化，这将会推动新一轮的资产重估。

图 2 改革将盘活存量价值，实现资产价值重估

一带一路两翼出击，新一轮对外开放启动

“一带一路”连通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

家和地区；带动京津冀、粤港澳、海西经济区与长三角经济带，

通过“六省六港”辐射全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存在技术上的

优势互补和错位竞争。中国在高铁、高速公路、核电、水电、装

备制造等领域具备优势，可以进行技术输出和基础设施输出。

图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 5 年累计基建投资或为3 万亿美元

国企改革将激活中国经济的微观动能。国企改革将通过混合所

有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流动平台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建立一个更加市场化的国有资本运营、更加市场化的国有企业管理。

国企改革将激活中国最大的一块资产存量。根据财政部2013 

年末数据，目前中国央企资产规模48.6 万亿，地方国企总资产

55.5 万亿。即使从静态看，国降低社融成本进行中，存量货币将

被激活，企革将在未来数年中提升高达至少100 万亿规模总资产

的运营效率。

图4 顶层设计将出台，国企改革有望迎来第二春

土地改革加速，土地蕴含红利即将释放

土地改革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土地集约利用、城镇土地盘活、

农地流转，改革将带来城市用地优化、产业布局优化、区域经济

发展优化。

图 5 土地流转加速，土地蕴含红利即将释放

随着土地改革加速，户籍制度改革破冰，要提示大家关注的

还包括在这一改革链条上的新型城镇化的实施。新型城镇化是新

一届政府的重头戏，在土地改革和户籍改革取得突之后，城镇化

将相应跟进。

降低社融成本进行中，存量货币将被激活

央行通过定向降准、定向降息、SLO、SLF、MLF 等一系列方式，

力图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激活庞大的

存量货币。目前逆周期政策空间已经

打开，未来还可能降息和降准。

除了总量之外，变化还发生在结

构上。央行不断进行社融结构调整，

提升表内融资占比，降低信托贷款、

未贴现承兑汇票占比，以此优化社会

融资结构，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结构

的变化还包括：中国经济正在逐渐“去

地产化”，随着地产长周期的触顶，资金流出房地产的趋势正在

发生，这将带来存量流动性的再配置。货币的地产化趋势将得到

扭转，出现货币理财化或货币证券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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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进一步放缓 改革激发经济活力

Sentiment感悟

1.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                                                                                      人力资本部   郭翠香

2.三更有梦书当枕，经轮流转见山河。                                                                                 北京总部办公室    刘莉莉
3.埃及掠影 ：祭祀神殿，那是谁的从前；尼罗帆影，吟唱光阴故事。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马建华

你，历沧桑流变，方积淀出五千年的辉煌；

你，隔生死界限，方穿过岁月婉转的流长；

你，持义无反顾，方望尽秦关蜿踞的梦想。

你！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中国。2014年，中

华民族的复兴梦、中华儿女的强国富民梦、与世

界分享共赢的和谐梦——“中国梦”，就如陌上

花开，海上明月，绵延在历史的纵轴里，铺陈于

时代的横截中，开放在全球的经纬上，生动在未

来的期盼里……，她的“梦魂”绵亘了上下五千

年而传承，经久不衰。

中国梦动人心弦。在历史的坐标轴上，她浓

缩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与中华民族的传承

一脉相袭。那是“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

她是大禹蛮荒治水，三过门户不入的勇气与

执着；是孔孟为恢复“礼治”四方奔走、不坠青

云之志的倔强与傲岸；是始皇帝吞吐万里山河的

胆识与智谋；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洛

阳城的繁华与辉煌；亦或是文人雅士“仁者乐山

山如画，智者乐水水无涯”的智趣与情怀；是“康

乾盛世”的缅怀和注脚；也是1840年西方坚船

利炮打碎天朝上国迷梦的利器；更是一批批怀抱

救亡图存、国富民强愿望的仁人志士编织的以民

族复兴为己任的梦想；而共产党人的前仆后继，

继往开来，更彰显了民族、信仰、灵魂的底色。

中国梦感人至深。在现时的坐标轴上，她铺

展了中华儿女的至善与至美，诠释和解读了中国

铸魂“中国梦”

昨之明（四）
李成栋出尔反何必当初

1648年农历四月，继江西金声恒、王得仁反

清归明两个月后，清两广提督李成栋不满清廷不

赏赐两广总督之位，以广东全省反正。

八月，李成栋在广州点兵拨将，北伐江西赣

州。当年三月，金声恒统率二十余万水陆并进攻

打接近广东的赣州，因清军汇合包抄南昌，事未

成而不得不班师回南昌。七月起，清军已包围反

正的金、王所在南昌城。对此，有臣奏疏：

“且解南昌之围，何必定先下赣州乎？赣州虽不降，

亦仅足以自守。今以一兵驻南安缀赣州，使不敢出；而

湖东、湖西皆有路可达南昌。……城中受困已久，望见

两路旗麾，大兵云集，勇气自倍，奋死开门背城一战，

外内合击，虏未有不败，围未有不解。解围之后，而并

力乘势直下江南，江南可传檄而定也。臣故曰：救江西

为今日中兴之急着；舍赣州而径下尤为今日救江西之

胜算也。”

李成栋不听，仍围攻赣州，初战受挫后返回

广州。次年正月，二次入赣。此时，南昌城破，

清兵合力南下。明军在江西信丰县战败，李成栋

落水淹死。

李成栋，何许人也，竟然为南明战死？

先从大顺，后降明，又投清，最后反清，尤

过吴三桂。嘉定三屠，除灭两帝，

扫平两广，李成栋皆为这臭名昭著

故史的制造者，为满清铁骑踏平华

东、华南立下赫赫军功。后有汪精

卫先忠后奸，前有李成栋先奸后忠。

历史就这般反复无常，令人嘘然。

谁会知道，当李成栋除掉隆武、绍

武兄弟两帝之后，又转向投靠永历

帝，且相当虔诚、恪守臣节，为图

中兴，最终反清而死。

若知如此，当初若何？

朱聿键御驾亲征难挽颓势
 “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彝污我宗庙，害

我子民，淫掠剃头，如在水火。朕今诛清使、旌忠臣外，

誓择于八月十八日午时，朕亲统御御营中军平彝侯郑

芝龙、御营左先锋定清侯郑鸿逵，统率六师，御驾亲

征……”

1645年七月，皇帝即位十日，就诛杀招降清

使，并以上言敕谕臣民。完全不同于只顾逃命、

不知组织对抗清兵的贪生怕死的永历帝，隆武帝

朱聿键向来不惧死亡，一直在试图组织力量反击。

对待死亡如此大的反差，正是朱聿键多灾多

难的人生经历使然。

朱聿键被祖父囚禁16年，当上藩王后擅自

欲北上勤王灭贼而被崇祯囚禁在凤阳8年，父亲

被叔父毒杀，妻子为救其治病而割肉。人生之惨

痛未尝一般王孙所能感受。

他登基后，做出重大调整。一是总体战略改

平寇为御虏；二是消除党争，用舍公明；三是关

心民生，整顿吏治；四是自奉甚俭。尤为着重点

出的是，当时南明官军诛杀已剃头军民，隆武帝

下诏“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知民爱民如此，

真乃中兴明君！

隆武帝锐意进取，目标是先要恢复以南京为

中心的江南（半功），再夺回北京（全功），但他

调遣不了拥兵自重的郑芝龙。为摆脱郑氏兄弟控

制，1646年，朱聿键不顾安全，决定亲征，向两

军对阵前线进发，当年在福建汀州遇难。

而郑芝龙不战而降清，盖因海盗起家赀财愈

重、顾虑愈深，一生积蓄和家人性命可不愿捆绑

在明清对抗战场上。以降求荣，终人财两空，斩

杀于北京。

故我说：凡贪生者，贪生往往不得；凡求死

者，求死常常成仁。郑芝龙和朱聿键即是。

 （未完待续）

上海浦东新区宣桥镇新安村党支部书记  叶挺

（续 68 期）

力量和中国正能量。她是“人间正道是沧桑”的

今天。

她是信之弥坚，行之弥笃的浩然正气与奉献

精神；是“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的好干部

郑培民；是“抗击非典第一功臣”的医者钟南山；

是“用生命托起战机”的航空英模罗阳；是“天

下第一村”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是“把一切

交给组织交给党”的“最美基层干部”菊美多吉；

是“76秒伟大”的“平民英雄”最美司机吴斌……

他们承载力量，敢于担当中国的新脊梁，为中国

梦构架起了精神的高地。

中国梦任重道远，在未来的坐标轴上，她凝

聚了民族复兴的希望和力量，需要用实干去一步

步丈量航程。她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

她是汶川地震劫后少年初长成的“敬礼娃娃”

郎铮的笑脸和队礼；她是雅安地震半月后断壁残

垣中孩子们复课的朗朗读书声；是全世界目光聚

焦下的中国海南小镇博鳌；是航母辽宁舰携长风，

浩荡昂首风沙渡的气宇轩昂；是锦州沧海桑田，

以前所未有的豪情书会的滩涂神话“海上世园”；

是“峡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浮”的滨江

小城宜昌的历史蝶变；是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后的

莫言僻地兰草般淡泊的一句“我只是一个讲故事

的人”。

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国梦的缔造者和逐梦人。

我辈当熟视岁月如流，用雪底苍松的不屈，扬鞭

策马，一路长驱，恪守“梦魂”，用坚实的脚步，

丈量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

 办公室   孟宇

有人说，武侠本为成人童话；

我要说，感谢查先生造的梦。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

十四本书，

婆娑世界。

一
靖康耻，犹未雪。

北狩南渡醉看剑。

临安府牛家村人，

义愤填膺说国事。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岂止识弯弓射大雕。

攻城略地联牧场，

野心广阔如天空。

众横捭阖一统漠北，

挥鞭南下势不可挡。

郭靖襄阳城共存亡，

大漠英雄舍生取义。

契丹蒙古与金国，

中原几回逐鹿手。

红花会反清复明，

海宁陈家出皇子？

武穆遗书，

九阴真经。

六脉神剑，

凌波微步。

自古高手多寂寞，

唯有求败慰平生。

我爱金庸

长安财富上海中心   

杨苏红

Poetry诗语

声喧乱石中，色静松山里（集王维诗）。                                        江苏南通退休教师    刘金赋

二
此时时刻难为情，

郭襄之惆怅隐忍，

只缘风陵渡相遇。

无奈红颜弹指老，

堪叹刹那芳华逝。

天山童姥亦凡人。

塞上牛羊空许约，

忆双眸灿灿如星。

乔峰自刎雁门关。

三
情深不寿，

开到荼蘼花事了。

阿衡善记，

落得碧海潮生曲。

四张机，

鸳鸯织就欲双飞。

有没有一把宝剑，

可真斩藕断丝连。

言念君子，

温润如玉陈家洛。

神仙眷侣，

且看小龙女杨过。

十六年之约，

黯然销魂掌。

终有梦寐以求幸福在身边，

团圆可喜举案齐眉足可羡。

四
侠客行，

是事了拂衣去，

是深藏功与名，

是闲过信陵饮。

侠客情，

是一诺千金。

是锄暴安良，

是民族气节。

奇人韦小宝《鹿鼎记》，

成为查先生封笔之作。

“不学无术却处处有术”，

小宝哲学难道经世致用？

五
手中有剑，

心中无剑。

安得人间太平美满？

豪情只剩一襟晚照。

非武非侠，

亦史亦奇。

去年白雪今安在？

收拾心情又一年。

贪嗔痴愚，

江湖浅深。

有药能医龙虎病，

无方可治众生痴。

注：金庸，原名查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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