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的钱，大部分又用来开展党的活动，有时候还要周济更困
难的同志。

河北省委在对李铁夫进行考察期间，允许他对党的工
作提出意见，并可以向党刊投稿。出于对党的忠诚，对革命
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李铁夫开始了思考和写作。不料却引
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20世纪30年代初，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下，
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牺牲，党在国民党
统治区的力量迅速被削弱。李铁夫对此深感痛心。从1933
年10月至1934年2月，他先后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
意见》《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
性》等十篇文章和意见书，并交给省委，对有的文章还要求
在省委的刊物《火线》上发表。在这些文章和意见书中，李
铁夫充分阐明了自己对王明“左”倾错误及其一系列方针政
策的意见，着重指出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存在的严
重问题。

李铁夫的意见得到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支持。然而，
由于临时中央内“左”倾路线推行者极力反对，李铁夫的
意见被批为右倾取消主义的“铁夫路线”。李铁夫由此被
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被割断了与党组
织的联系。

遭受了残酷打击，李铁夫夫妇却没有消沉，而是相互鼓
励，相互支持。李铁夫以“仰望光明”为座右铭，与张秀岩满
怀热情，继续为党工作，时刻等待着党组织的召唤。

市档案馆提供了一份1961年访问张秀岩同志的记录。
张秀岩回忆，当时她和李铁夫继续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每
次群众组织起来了，省委就派人来把相关群众接走，继而又
切断了他们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联系。虽然遭到如此对待，
但他们俩毫无怨言，又继续在群众中开辟新的工作领域，建
立新的群众团体。

李铁夫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常
对张秀岩说：“我们要处处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得到群众
的帮助。”有一次张秀岩到一个纱厂开会，突遇警察搜查。
女工们赶紧把张秀岩领进更衣室，换上了工服后再带她走
出厂门。事后，李铁夫感慨地说：“只要我们和群众在一
起，什么事情都好办。”正是有着同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
才使得李铁夫夫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卓有成
效地开展工作。

拨开云雾见青天。1936年春，刘少奇到了天津，任中共
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着手纠正“左”倾
错误。李铁夫随即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他备受鼓
舞，斗志旺盛地挑起了党赋予的重任。在他的领导下，天津
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蓬勃开展。

1937年5月，李铁夫作为白区代表，赴延安参加了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和白区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党中央考虑
到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决定让他留在延安工作。不久，李铁
夫又患了伤寒病。1937年7月10日，李铁夫在延安桥儿沟
休养所不幸病逝，年仅36岁。

毛泽东对李铁夫反对王明“左”倾错误曾给予高度评
价，他说：“华北党对于临时中央的冒险路线曾有尖锐的反
对意见，其领袖是李铁夫同志。”毛泽东还说，李铁夫同志
“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有着“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

走进购物广场，眼前一片光华。在商场一楼半的顾
客休息区找了个位子坐下。这里或许就是与李铁夫当年
居住的阁楼平齐的位置吧。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苍白而坚
毅的脸庞、一个瘦弱而挺拔的身影。仿佛看到他正在逼
仄的房间里奋笔疾书……他仰望着心中的光明，从未拥有
过眼前的繁华。如今，他心心念念的群众，正走在这璀璨
的灯下。

实事求是 有“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

1934年初，朱家胡同一家裁缝铺的楼上，住进了一位姓
杨的“福建人”。他三十出头的年纪，戴着眼镜、长相斯文，
只是说话发音不太标准。这就是李铁夫。当时的小白楼一
带华洋杂处，号称“洋三不管”，是天津最繁华的地区。“朱家
胡同”里，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其中专门制作洋服的裁缝店
特别多。李铁夫住在闹市裁缝铺，自称“福建人”，是为了掩
护身份。

李铁夫原名韩伟健，1901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南道，是
朝鲜共产党早期党员。1928年，因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
李铁夫流亡上海，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安排
到华北地区做党的工作。1933年，李铁夫在出席反帝同盟
党团会议时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始终没有暴露
自己身份和党的秘密。当年7月，在朝中两国革命同志的
共同营救下，李铁夫被保释出狱。出狱后李铁夫辗转找到
党组织，并接受组织审查。在河北省委的安排下，他来到
了天津。

李铁夫还有一层重要的掩护，就是组织上派来一名女
地下党员张秀岩与他假扮夫妻。张秀岩当时在党内担任天
津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公开的身份是南开中学教员。平
日，张秀岩扮作家庭主妇，借每天上街买菜的机会传递信件
和通知。每次开会，同志们都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去李铁
夫家中聚会。在生活中，李铁夫和张秀岩彼此尊重，相互照
顾。张秀岩内心十分敬佩李铁夫。她觉得，一个朝鲜人远
离故土，为中国革命忘我奋斗的精神是崇高的，值得自己学
习。李铁夫身体不好，张秀岩就细心照料。朝夕相处，两人
建立了真挚的感情，不久便正式结为伴侣。

天津市委党校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处处长李俐提供了
一张李铁夫和张秀岩的夫妻合影。她说，这是迄今找到的
唯一一张李铁夫照片。照片中二人相伴，神态亲密而自然；
李铁夫身穿中式长袍，身材瘦削，面色有些苍白，目光睿智
而坦率。

身处繁华之地，但夫妇二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李铁
夫没有公开的社会职业，没有经济收入。他们的生活全靠
张秀岩的微薄薪金来维持，每日粗茶淡饭聊以度日，而省下

假扮夫妻 为革命甘于清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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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红色津沽

李铁夫：满怀热情仰望光明 革命伉俪遗书
彰显信仰之力

走进湖南醴陵仙山公园北门，拾级而上，便能看到
竖立在醴陵市烈士陵园中的一对革命伉俪雕像：手戴
镣铐的夫妇二人相互依偎着，坚定地看向远方。

这对夫妻，丈夫名叫陈觉，妻子名叫赵云霄，他们
的两封血泪书信为世人传颂：一封是丈夫在就义前写
给妻子的诀别信，一封是这位妻子留给尚在襁褓中的
孩子的遗书。

陈觉，原名陈炳祥，1907年生于湖南醴陵，1925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赵云霄，原名赵凤培，河北阜平人，
1906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因为共同的信仰，两位相隔千里的年轻
人聚到了一起——陈觉、赵云霄作为第一批先进的
中国青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二
人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互相关心，最终结为
革命伉俪。

1927年，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留苏的党员学生纷纷
被派遣回国，从事苏维埃运动。陈觉、赵云霄两人一起回
国，到陈觉的家乡醴陵开展革命斗争。“你路过家门而不
入，与我一路南下，共同工作。你在事业上、学业上所给
我的帮助，是比任何教师任何同志都要大的……”陈觉在
写给妻子的遗书中如是说道。

1928年4月，由于当地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陈觉夫妇被迫离开醴陵，被调回长沙到省委机关工作，与
反动派进行地下斗争。之后，陈觉被派往常德组织湘西
特委，赵云霄则因有身孕，不宜下乡，便留在省委机关负
责各地联络工作。

1928年，这对革命夫妻在分离奔波中先后落入敌
网，均被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

在狱中，任凭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问，陈觉
和赵云霄始终宁死不屈。多次审讯未果后，反动当
局以“策划暴动，图谋不轨”的罪名，判处陈觉、赵云
霄死刑。

就义前4天，陈觉写下给妻子的诀别信。在信中，他
说：“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
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
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
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又何憾！”

这封不足500字的诀别信句句带血，行行含泪，凝结
着如陈觉一样的革命先烈们愿为无产阶级事业抛头颅洒
热血的坚定决心和昂扬斗志。

1928年10月14日，陈觉在长沙慷慨就义。近4个
月后，赵云霄在狱中诞下一名女婴，取名为“启明”，意为
在黑暗中盼望破晓。

启明满月不久，赵云霄就接到了死刑判决书。临别
之际，她给女儿写下一封绝笔书。在信末，赵云霄告诉
女儿：“你的外祖母家在北方，河北省阜平县。你的母
亲姓赵。你可记着，你的母亲是二十三岁上死的。小
宝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负你父母的
期望……”

1929年3月26日，在给襁褓中的女儿喂过最后一口
奶后，赵云霄毅然走上了刑场。令人心痛的是，小启明因
体弱多病，4岁便夭折了。

如今，在位于陈觉家乡的烈士陵园里，绿荫满园、安
静庄严。

在陵园工作已有十年的管理所所长杨云志已经
无数次读过陈觉夫妇的遗书。“但每次读，我都仍会
被烈士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强大的内心所打动。”杨
云志说。

新华社长沙3月3日电

李铁夫、张秀岩合影 资料照片

春寒料峭。记者来到小白楼，寻访一个已经在地图上消失的地名：朱家胡同。这里曾居住过一位
朝鲜籍的中共党员——李铁夫。
朱家胡同曾坐落在如今的大沽北路、曲阜道、解放北路和开封道围合的一方区域里。这里是小白楼

商圈的核心地带。当年的胡同已不复存在，覆盖这一区域的是一家超大型的购物广场。
■ 本报记者 陈湘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