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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1895年生，河南扶沟
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1921年冯
部扩编为第十一师，吉鸿昌升任营
长。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
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任警务处
处长，不久后又被推荐任三十六旅
旅长。

192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人刘
伯坚等人的帮助下，冯玉祥部在绥远
省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战争，吉鸿昌率
三十六旅千里驰救被围困数月之久的
西安，使西安城转危为安。

1927年三十六旅扩编为十九师，
吉鸿昌升任师长，率部进驻潼关。这
一时期，他一方面大力支持共产党人
在部队开展政治工作，一方面同著名
共产党人刘伯坚、宣侠父、魏野畴等亲
密往来，向他们请教革命道理。

1927年7月蒋、冯徐州会议后，第
二集团军内部进行清党“送客”，大批
共产党人被“礼送”离队，而在十九师，
吉鸿昌不仅没有搞“送客”，还暗中保
护了一批共产党员。1931年夏，因特
务告发，吉鸿昌的潢川起义计划夭
折。1931年8月，蒋介石解除吉鸿昌
的兵权，强令他“出国考察”。

吉鸿昌此次出洋，时值“九一八”
事变爆发。吉鸿昌环游了欧美等十余
国，沿途向各地侨胞积极宣传抗日。

1932年2月28日，吉鸿昌从国外
回到上海。他立即找到中共上海地下
党组织，商谈抗日救国活动大计。同

年秋天，他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决心与

中共合作，共同抗日，吉鸿昌则在天津
为抗日武装发动察哈尔抗战计划而四
处奔走。他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
元购买枪械。1933年3月下旬，他按
照党的指示，急赴张家口，协助冯玉祥
揭旗抗日。

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
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吉鸿昌任第二军
军长。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
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他率同盟军主
力分3路北进，在一个月内，抗日同盟
军接连收复察北四县，使日军遭到“九
一八”事变以来的第一次沉重打击，震
动中外。

1934年5月，吉鸿昌参与组织了
“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
选为主任委员。这时吉鸿昌在天津法
租界霞飞路40号的家，成了党组织的
地下联络站。在楼上一角，他还设立
了简易印刷所，印刷反法西斯大同盟
的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和党的秘
密文件。

吉鸿昌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密切
注意。蒋介石严令北平军分会不惜一

切手段逮捕暗杀吉鸿昌。11月9日
晚，吉鸿昌被捕。

在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举行的所谓
军法会审时，他义正词严，变敌人的法
庭为讲坛，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
民、残内媚外的罪恶，庄严宣称：“我是
中国共产党党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
义，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这已
是我毕生最大光荣。”

临刑前，他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
纸，写下了正气浩然的就义诗：“恨不
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
何惜此头!”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
英勇就义，年仅39岁。

2009年，吉鸿昌被评选为“100名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
范人物”。

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说：“父亲已
经离开87年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
我身边，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父
亲是我们党的骄傲，民族的骄傲，他的
英雄事迹，已化作不朽的民族精神和
不竭的精神财富，他身上体现的崇高
精神和浩然正气，必将激励一代又一
代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努力。”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电

陈潭秋，1896年生，在湖北省黄
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陈策楼村这个大
别山脚下的小山村，他度过了童年、少
年。青年时代，他离开家乡到武汉求
学，1916年进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
校英语部学习，后与董必武等人筹办
武汉中学，任英文教员。在他们的努
力下，这所学校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员，
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

1920年秋，陈潭秋和董必武等在
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
出席党的一大。此后，陈潭秋先后任中
共安源地委委员、武汉地方执委会委员
长、湖北区委组织部主任、江西省委书
记、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福
建省委书记、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等
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
兵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

红军长征后，陈潭秋留中央苏区
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江西分局组织
部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
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中国
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

人。”陈潭秋在一封家书中表达了对母
亲的深深歉意，“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
早已听闻……反可怜老人去世迟了几
年，如果早几年免受诸多苦难啊！”

“他就是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英
雄人物，心中永远装着贫困百姓。虽
是书生出身，但依然敢于持枪上火
线。”陈潭秋故居纪念馆馆长丁海舟
说，大家看到陈潭秋的照片多是左侧
脸，因为他的右耳在游击战中负伤。

1939年 9月，陈潭秋奉命回国，
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
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新疆军阀盛世
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当盛世才
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1942年
夏，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
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
一批，并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
就不能走。”

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
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他
拒不屈服。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
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陈潭秋同志牺牲的消息一直不为
人所知。直到1945年4月，党的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还被推选
为中央委员。代表们没想到，陈潭秋
早已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作为一名特殊的七大中央委员，
陈潭秋虽无缘见证中共七大召开的盛
况，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但他的革命
精神仍在代代相传。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
一。38年的人生，李大钊在中国革命史
上书写了不朽的篇章，也在后人特别是
家乡人心中树起了一座精神丰碑。

坐落在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城的
李大钊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整
个建筑由黑、白、灰三种色系组成，古
朴庄重典雅。8根功绩柱，象征李大钊
的丰功伟绩；8块浮雕，展示李大钊的
主要革命实践活动足迹；38级台阶，寓
意李大钊走过的38年风雨历程。

李大钊生于1889年10月29日，
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
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他东渡日本，
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
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
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起草的《警
告全国父老书》迅速传遍全国，李大钊
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
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
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
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
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
演说。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
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

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
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的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建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
工作。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
自参加了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
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在极端
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
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

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
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
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
坚贞不屈。同年4月28日，军阀不顾广
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
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
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
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副主任赵书明，

是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弟弟的孙子。他
说，李大钊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时
收入并不低。但是他生活俭朴，把大部
分收入用于党的事业，或用来帮助同
志、救济贫苦青年，以至于当年北京大
学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
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中断炊。
赵书明说：“他给后人留下了好家

风，我们要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
人，把清正的家风发扬光大。”

蔡和森同志1895年3月生于上
海，4岁随母亲回到家乡湖南湘乡县
（今双峰县）。当时中国处于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之下，社会动荡，
人民困苦，政治黑暗。青少年时期，蔡
和森同志就树立了“匡时救民”的远大
抱负，立志改造中国。在湖南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与毛泽东同志
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成为湖南先进
青年的表率。

1918年，蔡和森与毛泽东等同志
在长沙共同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以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
宗旨。之后，蔡和森同志在留法期间
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
活动方针，得到广泛赞同，产生很大影
响。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
动，在北京筹备旅法勤工俭学的蔡和
森同志组织在京的湖南学生，投入了
这场反帝反封建运动。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五四运
动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形成高潮。
1919年年底，蔡和森同志怀着对革
命理想的热烈追求，远渡重洋赴法勤
工俭学。他在法国感受着异国文明
的冲击和思想潮流的激荡，“猛看猛

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共产党宣
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等著作的重要段落，宣传俄国十月革
命及各国工人运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
主义者。他参与领导勤工俭学学生
的正义斗争，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
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
成为法国支部的创始人之一。他与
陈独秀和毛泽东同志通信探讨建立
共产党的问题，对党的性质、指导思
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的主张，成为提
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宣告党正式成立。蔡和森同
志虽未参加成立大会，但他对于党的
创建，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建党
理论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1年 12月，回国不久的蔡和

森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中央机关
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在党的二大上，
他参与起草大会宣言，并当选为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他根据中央
决定，筹备创办党中央机关报《向导》
周报。《向导》创刊后公开发行，成为当
时具有舆论指导地位的党中央机关
报，也成为四亿中国同胞思想心灵上

的“向导”。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蔡和森

展现出卓越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才
能，并在斗争中成长为杰出的群众
领袖。蔡和森同志说过，只有书本
上学习马列主义不行，还要有实际
行动，在革命斗争中更能学到马列
主义真理。

1931年，蔡和森同志赴香港指导
广东革命工作，不幸被捕。在狱中他
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直至英勇就义。
“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
心，浩然充两间”。他用自己年轻的生
命，实践了当年立下的豪迈誓言，为壮
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
一刻。

蔡和森作为党的二届至六届的中
央委员，五届、六届的中央政治局委
员、常委，是党的早期历史的参与者和
创造者。毛泽东说：“一个共产党员应
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

始人。他第一个明确提出成立中国共
产党，并率先垂范，为革命呕心沥血，
英勇奋斗。他像漫漫黑暗中的夜明
珠，以自己的智慧、行动，照亮积难深
重雾海茫茫的旧中国的星空，找到救
国救民的道路。”双峰县委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蔡和森研究专家罗兴湖说，如
今，蔡和森纪念馆每年接待游客60余
万人次，接待开展党性教育和主题党
日活动400多场次。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1898年6月
生，江苏武进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
学，同年冬转入天津北洋大学（现天津
大学）法科学习。因立志化作“惊雷”，
冲散阴霾，改造旧社会，后将名字改为
张太雷以铭志。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张太
雷积极投身其中，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
动的骨干之一。在运动中，张太雷与
景仰已久的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在李
大钊影响下，张太雷开始接触和信仰
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李大钊在北京大
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协助其开
展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20年10
月，张太雷和邓中夏等一起加入李大钊
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此后，他与邓中夏一起积极开展
工人运动，到长辛店组建劳动补习学
校，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
批骨干。从1921年春开始，张太雷先
后赴苏联工作、学习，任共产国际远东
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并多次陪同共产
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会见李大钊、陈
独秀、孙中山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的活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回国后，张太雷负责团中央
工作。1925年1月，他在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团
中央书记，出席党的四大并当选为中央
候补委员。1925年中共两广区委改为

中共广东区委，张太雷为区委主要负责人
之一。1926年2月至1927年4月，张太雷
任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主编。
1927年4月至5月，张太雷出席

中共五大，尖锐地批评陈独秀右倾机
会主义错误。为了挽救革命，以张太
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6月初明
确提出了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
武装等策略和建议。7月中共中央改
组，张太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
务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八七会议后，
他被派往广东工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
书记兼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
南方局书记兼南方局军委委员。
张太雷一到广东，立即研究制定

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并发起组建了
广州起义指挥机构——革命军事委员
会，担任委员长。正当准备工作紧张
进行时，起义消息泄露。张太雷当机
立断，广州起义的枪声于1927年12
月11日凌晨提前打响。在张太雷主
持下，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并任代理
主席、人民海陆军委员。
12月12日，广州起义的第二天，敌

军攻占了起义军的重要阵地，并分兵直
扑起义军总指挥部。张太雷闻讯，立即
乘车赶赴前线指挥战斗。车在行驶中
遭到敌人伏击，张太雷身中三弹倒在插
着红旗的敞篷汽车中，壮烈牺牲。他用
自己短短29年的生命历程践行了“愿化
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铮铮誓言。

邓中夏，1894年10月生，湖南宜
章人。1914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
校，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
转入哲学系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
运动，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
与火烧赵家楼的行动。1920年3月，
在李大钊领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人
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同年10月，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的成员为骨干，发起组织了北京的共
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书记，邓中夏
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从1920年4月起，邓中夏长期在
北京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主办工人
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为北方工人
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1922年5
月1日，他作为长辛店工人的代表，出
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
会，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
任。同年7月，他出席党的二大，参与
二大宣言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
定，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他又先后
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
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参与创办《中国
青年》杂志。1923年他受李大钊推荐
参加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
大学，任总务长。1925年中华全国总
工会成立后，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留在广州工作，不久参与组织和领导
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他坚

决主张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受
中央派遣到九江，与李立三、谭平山、
叶挺、聂荣臻等开会，分析形势，提出
建议。随后，参加党的八七会议，坚决
拥护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
起义的方针，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
候补委员。1928年3月赴莫斯科，出席
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任中华
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
上海。不久，中央任命他为中央代表赴
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
二军团（后改为红三军）政委、前敌委员
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与
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
争。1932年调回上海坚持秘密斗争，
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

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工作
时被捕，随即被叛徒供出身份。蒋介
石闻讯后亲自过问，并令立即将邓中
夏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
在狱中，邓中夏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
念和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金钱厚禄
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他对狱中
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说：“请告诉大家，
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
还是共产党员。”

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刑
场，邓中夏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
合起来！”口号英勇就义，时年39岁。

陈潭秋
“特殊”的中共七大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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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纵成灰 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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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风流人物
——记在天津战斗生活的杰出革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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