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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1921年参加革
命。1928年12月，由于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
印刷厂遭到敌人破坏，考虑到中央出版发行机
关的安全，中央决定调毛泽民带着部分印刷厂
的同志和印刷机器去天津工作。

1929年初，毛泽民带领印刷厂的部分同志连
同机器来到天津。在顺直省委的帮助下，在英租
界广东道福安里4号（现唐山道47号）建立了秘密
印刷厂，承印党中央和顺直省委的重要文件。

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毛泽民等人对院内外
作了巧妙的布置。印刷厂的一边开了个布店，用
布裹住纸，掩护印刷需要的纸张；一边搞了个家具
维修门市，专门监视外来人员。大门口挂“华新印
刷公司”铜招牌，公开营业，名义上承印《马太福
音》一类书籍和各种表格、请柬、发票等业务作掩
护。毛泽民化名周韵华，人称周经理。“为了营造
安全的环境，毛泽民夫妇偶尔会请邻居吃饭，一起
打麻将……”毛泽民的堂侄毛远耀当年回忆时说。

当时厂里有21人，都是党团员，大多是从上
海来的。党内需印刷的文件，先由地下交通员送
到小白楼先农里24号毛泽民住所，经毛泽民审查
同意，再送印刷厂，打出清样，由毛泽民的爱人钱
希钧分送顺直省委负责同志定稿。

当时，中共顺直省委还在法租界五号路（今吉林
路与营口道交口）一处临街门面房开了名为“华北商
店”的古玩店，负责同共产国际、党中央联系，接转党
的文件和经费。时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的柳直荀
（化名刘克明）是古玩店的东家兼经理，当时中共地
下印刷厂在津印制的文件多由柳直荀负责定稿，
毛泽民常到古玩店来，以打麻将牌作为掩护研究工作。

由于组织严密，秘密印刷厂在津两年中，印刷了
大量党的文件和刊物，一直未被敌人发现。

1943年毛泽民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杀害。牺牲
前他对战友说：“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回延安，请转告
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无愧于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无愧为毛泽东的弟弟！”

毛泽民：开办红色印刷厂

陈潭秋：改善北方党组织

1905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
堂，比较广泛地接触新学。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位于天津新开河畔（今

志成道33号），是中国最早的政法学校之一。
在校期间，李大钊除了专心学习，还经常参加政
治活动，主持编译书籍，创办刊物，发表政论诗
文。1912年，李大钊参加了学校同学组织的
“北洋政法学会”，被选为编辑部长，以笔做刀
枪，投入救国救民的舆论战斗。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

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等为阵地，发表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多篇文章，大力宣传
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
动的发展。
在1919年下半年，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

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
识分子越来越多。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
邓颖超等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五天
后，李大钊应“觉悟社”之邀来天津南开学校演
讲。此后，李大钊曾多次受邀来天津进行演讲，
介绍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天津
的爱国青年。
在李大钊的亲自指导下，天津革命团体

组织——“新生社”在今和平区建设路芸芳里
2号成立。不久，张太雷受李大钊委派到天津
创立党团组织。1920年，以“新生社”为基础
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后来
成为天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基础。
1920年 2月，由于陈独秀不断受到反动当局
的监视和骚扰，为了避免陈独秀遭到迫害，经
过化装，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经天津
前往上海。

1924年，李大钊协助建立了天津第一个
党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
委员会。

1926年3月14日，李大钊来天津指导天津
地委工作，并在孙中山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演
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天津。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
38岁。

李大钊之孙李建生多年来一直研究李大
钊的人生经历和革命精神，他对记者说：“我
们从不认为自己的身份有何特殊，在和平年
代，没有腥风血雨，不再慷慨悲歌。李大钊的
革命精神以及高尚的人格风范，将一代代传
承下去。”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立者之一，
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1921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在建党理论上作出
卓越贡献。

1927年4月，奉系军阀在北京逮捕并绞杀了
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疯狂镇压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的革命活动，中共北方区委遭受严重破坏。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史称“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
训，决定党在组织路线上的重大转变，改造各级
机关，强化党的统一领导。在会议上，蔡和森支
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主张土地革命和独立开
展武装斗争，为党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作出了贡献。“八七”会议
后，蔡和森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赴天津参与组
建和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并任北方局

委员、宣传部部长。
9月初，中央北方局在北京成立，书记为王荷

波，秘书长为蔡和森。9月下旬，北方局从北京迁
驻天津，管理顺直、山西、满洲、内蒙古等处党组
织，后增加山东党组织。王荷波、蔡和森在天津对
顺直省委进行考察，决定改组顺直省委。9月22
日，王荷波、蔡和森在天津主持北方局扩大会议和
顺直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蔡和森传达了“八七”
会议精神，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改组顺
直省委，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领导机构，
设常委委员5名。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打倒新
旧军阀、建立红色政权的北方工作方针。

1927年11月，蔡和森参加了中共中央临时
政治局在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北方
局，他代党中央起草关于《北方工作决议案》。会
后，他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暂居天津。1931年6
月，因叛徒出卖，蔡和森被捕牺牲。

张太雷塑像坐落在天津大学北洋广场中轴
线上，被誉为“北洋之光”。他是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前身为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重要创始人之一，是天津第一位中共党员，
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和革命运动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
1916年至1920年，张太雷就读于北洋大

学（今天津大学）法律学门。1918年5月，在反
对中国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
定》的斗争中，张太雷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代表，
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代表郭隆真、南开学
校代表马骏等建立了联系。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张太雷带头参

加天津的爱国行动，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骨
干。为揭露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罪行，北洋大
学组织了44个讲演团，先后到杨柳青、塘沽等
地演讲，张太雷的演讲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其间，张太雷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此后，

张太雷协助李大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做了大量工作。
1920年8月，张太雷受李大钊委派，负责在

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初，天津社会主
义青年团在天津特别二区大马路一家裁缝店（河
北区建国道91号）楼上召开成立大会，张太雷、谌
小岑等七人参加。会议由张太雷主持，通过了由
张太雷起草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在
张太雷的领导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了大
量革命工作，创办了宣传工人运动的报纸《劳报》，
派人到唐山与京奉铁路机车厂的党团员联系，并
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成立长辛店铁路工
会，对培养北方铁路工人运动骨干和推进中国
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各地的创立起到重要作用。

1921年1月，张太雷受党组织派遣到俄国伊
尔库茨克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
离开了天津。1927年12月12日，他在指挥广州
起义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张太雷：化作惊雷的北洋之光李大钊：播撒革命火种

邓中夏：重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

蔡和森：赴津改组北方局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爱国人士纷纷在天津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1932年2月，西北军将领吉鸿昌排除万难回国
参加抗日斗争，他上书并面见蒋介石，要求带兵
抗日，却遭到蒋介石拒绝。

吉鸿昌先在上海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
下党员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接头。1932年，受
中共中央指示举家来津。4月，吉鸿昌与中共华
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在天津正式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完成了从旧军人到共产党员的转变。而
吉鸿昌的第一笔党费就交了整整6万大洋。

吉鸿昌为组织抗日武装，联络旧部，团结
抗日力量而活动。他将位于天津法租界的宅
邸改造成为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和秘密活动
据点，并根据中共指示，在天津积极进行各种
统战工作。

和平区花园路5号是吉鸿昌故居，是一所
三层小洋楼，又名“红楼”，建于1917年，砖木结

构，总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
1934年初夏，吉鸿昌和宣侠父、南汉宸组织

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工作，购置印刷设备，印刷出版《民族战
旗》《长城》《华北烽火》等抗日刊物。为了便于隐
蔽战线人员及时撤离，吉鸿昌改造了家中一个房
间，开了7个门。

不久，吉鸿昌在天津秘密训练抗日武装力量的
事情暴露，蒋介石极为恼怒，下令尽快暗杀吉鸿昌。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国民饭店被国民
党特务暗杀受伤而被捕。11月23日，国民党“北
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在法庭
上，吉鸿昌英勇不屈，大义凛然地说：“由于受党的
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
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
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事业，为人类的解
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1月24
日，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

吉鸿昌：追随信仰忠贞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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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建
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20年10月，邓中夏参加北京共产主义

小组，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他不
仅参与创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而且筹备和
参加团一大，创办团刊《先驱》，对创建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作出重要贡献。
1922年初，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和发展

团组织的公告，邓中夏受委派到天津着手重
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3月12日，社会主义
青年团天津执行委员会在宇纬路东兴里天津
工余补习学校内成立。会上通过了天津《社

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选举产生了天津
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天津
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成
立以后，以天津工余补习学校
为阵地，通过“政治讲话”课
的形式向工人阐明受剥削
受压迫的原因，启发他们
的阶级觉悟。

党组织以党团员为
骨干，在天津工余补习学

校创办了“天津五五书报代卖社”，专门代售
全国各地出版的先进文化科学书籍和报刊，
并以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开展天津工人运动的
经费。不久又开办了“天津工人图书馆”。图
书馆除购买进步书刊供工人群众借阅外，还
特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了《天津工人图
书馆募书启事》和《天津工人图书馆章程》，向
全国各地工友、劳工运动者和劳工运动同情
者求援，希望“把许多有益于工友们的书报捐
给本馆”。

1922年6月19日，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进
行改组。天津团组织改组后进一步统一了思
想，增强了凝聚力，团组织在学校、工厂中发展
团员、建立团小组、发动工人组织工会。

邓中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注重
在革命实践中学习马列理论，并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他较早地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
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1923年初创办了“马
氏通信图书馆”，广泛征集“与马氏学说有关的
书籍”。

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在南京雨花
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39岁。

陈潭秋，中国共产党
创始人之一。1928 年 6
月，陈潭秋奉命到天津，
巡视顺直地区党的工
作。由于当时天津处在
白色恐怖时期，直到7月
7日，他才与顺直省委取
得联系。7月11日，根据
对顺直省委工作的细致
考察，向中央写了巡视顺
直的第一个报告——《关
于顺直党的现状》。7月
22日，在他的主持下，顺
直省委召开扩大会议，
刘少奇等人出席。会议
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
线，改组了省委，加强
了省委与各县的联
系，对克服当时顺直
党内的混乱状况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8
月 回 到 上 海 ，向
中央作了巡视书
面报告。

1928 年 10
月，中央决定让
陈潭秋再次到

天津，和中央特派员刘少奇、韩连会一起以“潭少
连”的名义主持北方局的工作，11月8日，向
中共中央写了第二次巡视顺直省委工作的报
告。随后，陈潭秋、刘少奇分头下乡下厂做调查
研究。12月6日，“潭少连”向党中央写了《关于
北方党纠纷问题》的报告。12月11日，他详细
汇报了巡视保定地区党组织的情况。所有这
些，都为如何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六大决议精
神做了充分准备。

调查结束回到天津后，为统一党内认识，
陈潭秋、刘少奇倡议并出版了党的刊物《出
路》，由陈潭秋任主编。刊物指出顺直党内存
在的严重问题，出路只有以无产阶级意识去战
胜种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不久，周恩来化装成
商人从上海来到天津，听了陈潭秋和刘少奇
的汇报，十分高兴，称赞他们“用事实讲话”的
方法好。周恩来还用“伍豪”的笔名在《出路》
上发表文章，鼓励和支持他们的工作。

1928年年底，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法
租界西开教堂后大吉里开幕。周恩来传达了党
的六大精神，陈潭秋就顺直党的现状及当前的
任务作了报告。
“在这前后加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父

亲写了 9篇文章，主要是工作报告，上报给
党中央，这几个报告实事求是，对北方党组织
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南开大学教授、陈潭
秋之子陈志远在采访中说。

“千里击强虏，剑吼长城东。壮岁国难死，
悲歌燕赵风。”盘山烈士陵园松柏环绕，当年创
建盘山抗日根据地的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
烈士的陵墓就在这里。

包森，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
月，被派往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七七事
变”爆发后，他随八路军115师奔赴华北抗日前
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1938年，在极
端艰苦的环境下，他开始在河北省兴隆一带开辟
抗日游击区。1939年，因战绩出众，包森被任命
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随后他带领战友一起开
辟和壮大了盘山抗日根据地。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当年元
旦，由包森带领200人挺进盘山，并以冀东军分区
副司令员的身份主持盘山抗日根据地工作，让抗
日的红旗在盘山顶上再次高高飘扬起来。

1940年7月，包森正带领部分八路军战士迎
接平西整训的干部战士到盘山地区田家峪休

整。一股由70多人组成的日本骑兵队──武岛骑
兵中队窜入了盘山白草洼。包森将部队埋伏在白
草洼，当日军进入山谷，给予迎头痛击。战斗持续
了14个小时，全歼日军一个骑兵中队，缴获轻机枪
3挺、大枪50余支、战马70余匹，有力打击了侵略者
的嚣张气焰。白草洼战斗，为冀东部队开创了整建
制歼灭敌军的光辉战例。

1940年秋，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在盘山
正式成立，包森兼任团长，下辖三个营，总兵力1000
余人。这支由包森亲手创建的部队，能征善战，逐步
发展成冀东八路军主力。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第十三
团作战百余次，毙俘日伪军500余人，攻克日伪据点
10余处，有力反击了日伪军对根据地的进攻。

经过一年浴血奋战，盘山地区建立了七个联
合县政府，境内人口二百多万，为把冀东地区建成
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2月17日，包森率部队在遵化野瓠山
同敌人相遇，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31岁。

包森：痛击日寇血洒盘山

■本版组稿本报记者苏鹏

不久前，“信仰的力量”党史学习教育电影
党课暨《青春之骏》在天津首映，影片以五四运
动著名活动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马骏烈
士的革命事迹为故事主线，讲述南开学子在百
年前峥嵘岁月中赤胆忠心与家国情怀。
天津总商会遗址位于北马路靠红桥区一

侧，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学生领袖马骏在此以
头撞柱，号召津门商人罢市。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总商会仅罢市一天

就复市了。马骏等到总商会质问，遭商人讥
讽，问马骏是哪里人？在天津有没有财产？马
骏愤然反击：“请问性命与财产孰重？鄙人虽
无财产牺牲，然尚有生命热血，可流于诸君面
前……”说罢以头撞立柱，血溅商会，其情其景
慷慨壮烈，在场之人深受触动，全市商界因此
第二次罢市。
马骏，1895年出生在吉林省宁古塔（现黑

龙江省宁安县），1915年来天津考入南开学
校。他积极参加进步社团活动，担任校演说会
会长，和周恩来结为密友。两人后来一同考入
新创办的南开大学文科。

在五四运动中，马骏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
列，被推选为天津学联临时主席，以极大的爱
国热情奔走呼号。1919年9月，马骏同周恩来、
刘清扬等进步青年共同发起成立了进步社
团——“觉悟社”。次年1月，马骏等因领导学
生运动被捕，7月，周恩来、马骏、郭隆真、于方
舟、马千里等爱国志士在被反动当局关押半年
后，经斗争胜利出狱，天津各界爱国群众在总商
会举行欢迎大会。马骏在监狱中留起胡须，表
明革命到底的志向。也是在这一年，他加入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马骏正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浮雕中振臂
高呼者的人物原型，取材于马骏在演讲中高举
手臂，撑起一面血色的红旗，象征着他的信念和
不死之信仰。

马骏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到
东北从事革命活动，是东北地区党组织主要创
始人，1925年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在大革命
最艰难的1927年，他归国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
记，同年10月被捕，1928年2月15日被奉系军
阀张作霖枪杀于北京天桥，时年33岁。

马骏：热血青春之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