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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血雨腥风笼罩中国大
地，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运动暂时陷入低潮。为复
兴北方的革命运动，中共中央在天津重建北方地区的领导中
枢，天津一度成为党领导北方革命斗争的中心。

一、党在北方的领导中枢设在天津
1927年，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相呼

应，奉系军阀也在北方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4月
底，李大钊等2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惨遭杀害，党在北方
的领导中枢——中共北方区委因遭到严重破坏而停止工作。
为复兴北方的革命运动，考虑到天津的革命基础好，并且有九
国租界，便于开展秘密革命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天津重建党
在北方地区的领导机构。

1927年8月1日，北方地区新的领导中枢——顺直省委
在天津成立。顺直省委管辖的工作范围包括河北、山西、北
京、天津、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陕北等地。顺直省委的
建立，对重建北方地区党的组织系统及开展革命斗争起到
重要的作用。9月，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及武
装斗争的策略方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北方局，
负责管理顺直、山西、满洲、内蒙古、山东等地的党组织。同
月，北方局成立大会在天津召开。1930年12月，中共中央
决定建立河北省委，管理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省委机关仍然
设在天津，顺直省委停止工作。顺直省委、北方局和河北省
委设在天津，使天津一度成为指挥和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的
中心。

二、顺直省委、北方局及河北省委在津领导北方革命斗争
在顺直省委、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团结带领下，北方地区

的革命运动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逐步恢复和开展起来。
开展革命斗争，扩大群众基础。八七会议之后，北方地区党

组织将主要力量投入到组织暴动、开展武装斗争上来。1927年
10月，在北方局及顺直省委的领导下，河北玉田暴动爆发，在北
方打响了英勇反抗反动军阀残暴统治的枪声，虽然由于敌强我
弱，加之对敌情估计不足，起义未能成功，但是它是党领导武装
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广大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恢复、发展北方地区的党组织。面对反动军阀和国民党
反动派残酷的屠杀政策，共产党人英勇不屈，在中共中央北方
局和顺直省委的组织领导下，北方的河北、天津、北京、山东、
山西等地的党组织陆续得到恢复、重建和发展，党员数量也有
一定的增加，特别是1928年1月顺直省委改组会议召开后，
北方的革命形势重新恢复发展起来。至1928年底，天津党员
由年初的100人左右，增加到200余人，北京新登记党员480
人，唐山的党员发展到200余人，为北方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推动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5年，日本策动
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华北形势危如累卵。为了贯彻瓦
窑堡会议确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中
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初，刘少奇到
达天津后，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撰写了《肃清立三路
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

纲》等文章，全面总结白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系统批判了
“左”倾机会主义在白区工作中的危害，提出党在白区工作的
重点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形成，北方局领导开展了对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及其所部
第二十九军的争取工作，并将1935年华北事变时提出的“打
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
九军抗日”等口号，对宋哲元产生很大的震动。经过多方共同
努力，1937年1月，宋哲元公开发表声明，提出要尽军人之
责，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土地和人民，表达了对日的强硬态度，
以此为标志，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三、天津为北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天津地方党组织团结

带领各界民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前仆后
继、英勇无畏的斗争，为北方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秘密深入群众，领导工农群众开展斗争。在极为严峻的斗
争环境中，傅茂公（彭真）等天津党组织的领导人秘密深入到工
农群众中，通过创办“国术馆”“拜把子”等形式广泛联系群众，
坚持开展斗争。1928 年，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五村农民护理佃
权委员会组织全体佃农，发动请愿示威，开展五村反霸斗争。

坚持狱中斗争，反对政治迫害。由于党的领导机关遭到
敌人多次破坏，一些领导干部、党员和革命群众，如傅茂公（彭
真）、薄一波等相继被捕入狱。然而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没有
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1929年至1931年期间，在坐落于
天津城西小关西（今天津人民医院）的河北省第三监狱狱中党

支部领导下，被捕同志采取绝食等方式，同国民反动派展开了英
勇顽强的斗争，开辟了白区地下斗争的另一条战线。

团结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1933年5月，爱国将领冯
玉祥、吉鸿昌（中共党员）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
军。抗日同盟军失败后，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返回天津，联
络各地抗日爱国人士，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创办
《民族战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
之后，天津爱国学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举行了天津爱国学
生“一二一八”抗日大游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6年6月，天津学联贯彻市委指示精神，召集各大中学校代
表成立“暑假义务教育促进会”，利用工农义务教育这种公开
合法的形式，通过开展义务教育，进行抗日爱国宣传，进一步
扩大抗日爱国统一战线。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
天津后，蓟县（蓟州区）、宝坻、武清、宁河等区人民群众，在中
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领导下，参加冀东抗日武装起义，汇入
声势浩大的抗日暴动洪流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北方革命
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处处长 李俐

天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

红色津沽

隐秘而光荣
——探寻西南联大地下党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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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西南联合大学，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里大师云
集、群星闪耀，在极度艰苦简陋的环境中，创造了中国近代高
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但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所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的高
等学府，同样为中国革命孕育了珍贵“火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与文化命脉，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湖南长沙，组成国立
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陷落，日军溯江而上，危及长沙。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达昆明，更名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迁昆明后，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
“到1938年秋，西南联大才重新开始建立党组织。”长期

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说，1938年10
月，被党组织派到大后方开展工作的原北平崇德中学地下党
支部书记力易周在考入西南联大后，与其他3位党员共同成
立联大临时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自此之后，西南联大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在西南联大
党员人数最多的1940年，全校共有党员83人。
“当时云南全省仅有247名党员，西南联大就占了三分之

一。”吴宝璋说。
据统计，在西南联大学习过的地下党员共有206人。他

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甚至
献出宝贵生命。

被称为中共“超级特工”的西南联大学生熊向晖，1937年
在长沙便受党派遣从事地下工作，以超人的机智、果敢、坚韧，

赢得胡宗南赏识，巧妙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
议”等重要情报，毛主席称赞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毕业于西南联大英语专业的地下党员傅冬菊，是抗日名

将傅作义的长女。1948年，平津战役即将打响，党组织派在
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傅冬菊回到父亲身边，最终为促成北平
和平解放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一二·一”惨案中壮烈牺牲的四烈士之一、西南联大学生

潘琰，直到她牺牲36年后，世人才发现，原来她也是一名共产党
员。1944年，29岁的地下党员潘琰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

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一二·一”惨案，国民党特务闯入西南
联大等学校，殴打、追杀学生。潘琰被手榴弹炸伤后，仍奋力抢救
其他同学。暴徒用石块猛击她的头部，还用铁条猛刺她的腹部，潘
琰牺牲时年仅30岁。“当时组织要求地下党员严格保密，潘琰的组
织关系还没转来联大，所以学校没人知道她是党员。”云南师范大
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副馆长龙美光说。直到1981年2月，经中组部
确认“潘琰同志是中共党员”，她的党员身份才被后人所知。

吴宝璋说，西南联大办学8年多，有15位师生为了争取国
家的独立、民主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有10名是地下党员。

抗战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回到北
方，而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则留了下来，成为如今的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2019届毕业生钱光美，曾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学生义务讲解队队长。“大学四年，课余时间、周末、寒暑假我基本
都在做讲解员，每年要讲解上百场。”她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一次为来自四川的中学生参观团讲解，听完联大地下党员的故
事后，很多学生已是泪流满面。” 据新华社昆明2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