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纪念张人亚诞辰120周年

张水利 王佳

在故乡
砸掉菩萨，刻苦求学

张人亚，1898 年 5 月 18 日
出生于镇海县泰邱乡 （今北仑区
霞浦街道） 霞南村。他是张家的
第二个儿子，父亲张爵谦为他取
名守和，字静泉，人亚是他参加
革命后自己改的名字。

“我的家庭是半无产的，父
亲是一个小农人。”1924年张人
亚在手书个人家庭情况时这样写
道。

那时，全家主要靠他父亲轮
种族中几亩祭田和兼做厨师维持
生计，生活不免拮据，但他父亲
依然设法让子女上学。张人亚幼
时，曾在他堂兄张晚荷主持的霞
浦学堂就读。

张晚荷虽是晚清秀才，但信
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在学堂
向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还请了一位早年留学日本的晚清
举人当体育教师，在门前晒谷场
上教学生操练。八九岁的张人亚
逐渐开蒙，反帝反封建的种子在
心底慢慢萌发。他曾邀集同学捣
毁了凉亭庙里的一座泥菩萨。

张晚荷见张人亚品学兼优，
孺子可教，遂劝说张爵谦让张人
亚去镇海县城求学。张爵谦不顾
生活艰难，千方百计送张人亚前
往镇海县立高等小学学习。

但是，面对家中日益增长的
吃口和日渐苍老的父母双亲，16
岁的张人亚决心为家分忧，不顾
父亲的反对，毅然辍学，到外面

“讨生活”。
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去，

成为张人亚的重要选择。

在上海
领导罢工，秘密工作

1914 年 ， 张 人 亚 来 到 上
海，在银楼里做起了学徒工，目
睹了“中国工商界的黑暗”。异
常苦闷的他，看不到未来，也找
不到出路。

1919 年 ， 五 四 运 动 爆 发 ，
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
台。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学习、
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工人肩并
肩地进行战斗。

当时，上海开始兴起各类马
路夜校，一些进步青年利用夜晚
业余时间，义务在马路边教授群
众文化知识。这一下点燃了张人
亚从未放弃的追求读书、改变自
己和社会的理想火花。他孜孜不
倦地学习，认真阅读 《劳动界》
等刊物和革命书籍。

张人亚从苦闷的工人开始向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迅速转变。
1922年4月，张人亚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从此，
开始了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的革命
生涯。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上海有
大小银楼 34 家，从业工人 2000
多人。金银业工人受雇主盘剥，
待遇很差，生活困苦。而雇主为
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了银楼
公所。

为 改 变 工 人 的 弱 势 地 位 ，
1922 年 9 月 16 日，在党的领导
下，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
立，张人亚出任俱乐部主任。

10月6日，俱乐部代表全体
工人向银楼公所提出了“增加薪
资”“废除包工制”等五项要
求，银楼资本家置之不理。先后
有 2000 多名银楼工人参加、为
期 28 天的罢工行动随之展开，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城市
举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人大罢
工，最后不但改善了工人待遇，
也迫使资本家同意罢工期间工资
照发。

罢工结束后，张人亚遭资本
家清算开除，上海金银业工人俱
乐部也被反动当局取缔。党组织
把张人亚安排到商务印书馆，在
工人合作组织——同孚消费合作
社工作。

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张
人亚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这年的
11 月，24 岁的他，迎来了人生
中最重要的一刻——正式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23 年，上海的工人运动
处于低潮，张人亚的工作重点逐
渐转移到党、团工作及领导机关
出版书报的发行工作上。这一时
期，他负责过 《向导》 周报、

《平民日报》等刊物的发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人

亚开始进入秘密战线，从事地下
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
交通科内交主任、中共中央秘书
处内埠交通科科长。

当时的上海正笼罩在严重的
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警特遍
地，租界巡捕房密探无孔不入，
走在路上也时常会遭到巡捕“抄
靶子”（搜身）。为安全起见，张
人亚到任后，立即对中央机关的
联系接头办法全部作了改变，重
新整顿内交员队伍，对政治不可
靠的人员予以清退，已暴露或即
将暴露的联络点一律停止使用。

做好地下工作，有很多讲
究，在身上常备一张长年通用的
公园门票也是其中一个技术措
施。在公园附近的路上看到前方
有“抄靶子”等危急情况时，可
以利用门票躲进公园，摆脱危
机。张人亚就曾使用过公共租界
中 外 白 渡 桥 公 园 （今 黄 浦 公
园）、虹口公园和梵王渡公园

（今中山公园） 等三个公园通用
的年度门票。

作为内交科主任，张人亚的

警惕性极高，加之未雨绸缪，防范
措施严密，好几次敌特搜查中央机
关和联络点时，都被他机智地应付
过去，数次顺利完成护送和迎接中
央领导人的任务。

在他负责内交工作的一年多时
间里，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失误，这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苏联
学习革命，自我扬弃

在张人亚短暂的一生中，曾有
过一段约半年时间的“喝洋墨水”

“啃洋面包”的留学生涯。
1924 年 10 月，张人亚等人一

行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
涉，来到了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
方大学学习。

莫斯科东方大学设有党的工作
和政治教育、工人运动、经济、行
政法律等系。1924 年，学校共有
来自 73 个国家和民族的学生 1015
人 。 张 人 亚 的 学 生 档 案 编 号 为
2282124，学生票号码为2282。

关于留学志愿，张人亚这么写
道，“我既已是一个共产党员，既
已负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
就不能不具有除去无产阶级一切毛
病的能力”“俄国是无产阶级政
党，莫斯科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
集中地，我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
方法”。

当时，留学生在莫斯科的生活
条件十分艰苦，虽然享受的是当时
苏俄人民最好的待遇——红军战士
的战时共产主义同等待遇，但由于
正赶上当地经济严重困难，食物是
每天一块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
黑面包和几个土豆。穿的衣服，是
发给什么就穿什么，谈不上尺寸大
小。住宿方面，冬天的夜里常常冻
得不能入睡。

在这样的条件下，张人亚和伙
伴们依然保持乐观，白天上课学
习，晚上站岗放哨，星期六、星期
天参加义务劳动。一些革命领袖的
著作，如 《国家与革命》《资本
论》等，张人亚一读再读。他还加
入了中共旅莫地委，积极参加党组
织生活。

半年后，张人亚比较熟练地掌
握了俄语，包括看、读、译、写。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形势
急剧变化，革命斗争急需大量得力
干部，中共旅莫地委根据中央指示，
于1925年7月先后组织48人分五批
回国。张人亚被安排在了第二批。

在宁波
父子藏宝，生命守望

1927 年末，张人亚曾抽空秘
密回了趟老家，将一大包东西交给
其父张爵谦珍藏。

当时，宁波也笼罩在严重的白
色恐怖下。在码头上随意走走，就
有可能被认为是嫌疑犯而当场枪

杀。在这样的环境下，张人亚首先
想到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党的
重要文献。

张人亚平素就喜欢看书，也有
意识地保留图书等重要物品，其中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居
多，如《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还
有一批会议决议等秘密文件。

1920年 8月出版的由陈望道翻
译 的 第 一 个 中 译 本 《共 产 党 宣
言》，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
半身肖像，首印 1000 册，很快售
罄。由于排版疏忽，封面错印成

《共党产宣言》。于是在 9 月再版，
加印 1000 册，封面书名亦改正为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的底色
变成蓝色。张人亚悉心保存了 9月
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如何安置这些珍贵的书籍文
件？张人亚作了最终决定：放到老
家霞浦去！

在霞浦老家，父子俩进行了
“使命”交接。在家乡的山岗上，
张爵谦为张人亚夫妇修了一座合葬
墓。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安放的
是藏有他带回来的文件和书刊的空
棺。他深知此举事关重大，便一个
人苦苦守护着这个秘密。直到新中
国成立后，再没有得到儿子任何消
息的张爵谦，估计儿子可能牺牲
了，而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心
想：“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
要还给共产党”。

张爵谦亲手将这批珍贵的文件
书报取出，托三儿子张静茂将这些
文件书刊，连同一张“上海金银业
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照片，带回
上海交给党，以了却他 20 多年的
心愿。

1952年 7月初，张静茂将部分
文件、书报捐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
委员会。1959 年，张静茂又把其
余文物捐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
备 处 （中 共 一 大 会 址 纪 念 馆 前
身）。国家给的报酬，他分文未取。

在芜湖
开设金铺，担当“书记”

1929年 7月，张人亚奉调去了
芜湖，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芜湖是长江的大码头，也是当
时安徽临时省委所在地。为了隐蔽
和安全，同时便于向上海方向解送
款项，他设法在芜湖下长街一带公
开开办了一所金铺子，表面上是对
外加工金银、收购和出售金银饰
品，实际上是接收苏区送来的金
银，并设法兑换成现洋和钞票，再
上交给上海的党中央，作为党的活
动经费。

这又是一桩极其危险的“买
卖”，张人亚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虽然经手这么多的金银钱款，还守
着一个金铺子，但是任金铺“老
板”的张人亚和同事们过着非常艰
苦节俭的生活，轻易不敢动用一分
公款。

由于叛徒的告发，张人亚在芜
湖的金铺无法继续开设下去。1930
年底至 1931 年初，张人亚奉命回
到上海，担任了中国革命互济会全
国总会主任。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皖
北地区划归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领
导，安徽省委仅指导沿长江和江南
地区的情况，以及省临时工作委员
会在处理党内矛盾和思想分歧很不
得力的表现，决定撤销省临时工
委，在芜湖设立中心县委，隶属中
央。中央再次派张人亚去芜湖，担
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安
徽沿长江和皖南地区34个县的党的
工作。

针对芜湖一带革命根据地因执
行“左”倾冒险主义和肃反扩大化
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张人亚等立
即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停止了一切
冒险攻打城市和大据点的军事行
动，释放了被错误关押的近百名干
部和工作人员，重新任命了一批县
区领导干部。很快，芜湖中心县委
领导的 34 个县的苏区、游击区的
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在瑞金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1 年 12 月，张人亚被任命
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他离
开芜湖，转道上海于 1932 年初到
达江西中央苏区，来到革命圣地
——瑞金。

无限忠诚于自己职责的张人
亚，协助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共
同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检察行
政管理和检察制度，检查中央政府
各项方针政策执行情况；处理违法
乱纪案件；参与开展苏区有关拥军
优属、调解纠纷、社会救济等工
作。

1932 年初，张人亚兼任中央
印刷局局长。中央印刷局是临时中
央政府的下属机构，主管苏区的印
刷事业。

1932 年 6 月 15 日，张人亚任
中华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
同时兼任中央印刷局局长。在当时
的战争形势下，张人亚领导中央印
刷厂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印刷了
大量的书籍和报刊，使苏区出版事
业充满了蓬勃生机。

由于长期在危险的环境、艰苦
的条件下进行高度紧张、繁重的工
作，张人亚积劳成疾。1932 年 12
月 23 日，天寒地冻，他带病从瑞
金出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瑞
金到长汀路途遥远，中间又是崇山
峻岭。途中张人亚十分疲惫，终因
旧疾复发、无法救治而殉职，时年
34 岁。噩耗传开，闻者无不悲从
中来。

1933 年 1 月 7 日 ，《红 色 中
华》发表了悼念张人亚的文章《追
悼张人亚同志》，这是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自 1931 年成
立一年多来，第一次在其机关报上
为悼念逝去的同志而专门发表的悼
词，也是临时中央政府为张人亚这
位“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树立
的一座永远的丰碑。

在中国
“人亚精神”，永远传承

“唯余念泉儿许身党国，自悼
亡后，一再向余表示不欲有家室之
累，更不愿宗祧嗣续，所有家产物
任凭分配，现经十余年一无音讯。”

知子莫若父，子去为国家！
张人亚将自己的全部献给了新

中国，他无儿无女无家产，有情有
义有担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
党员、中央苏区检察工作和出版发
行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上海金银业
工人运动领导人，为保存中国共产
党第一部党章等党的早期文献作出
了重要贡献。

张人亚一颗红心，矢志不渝；
两袖清风，廉洁奉公；唯“干”是
上，任劳任怨；守望党章，家国情
怀。这就是“人亚精神”，也是世
人永远都要牢记和汲取的宝贵精神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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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的《解放日报》，在3月24日的第三版底部不起眼的地方，有一
行《寻人启事》：“张静泉 （人亚） 一九三二年后无音讯，见报速来信，知
者请告。”

这是经历战乱后一位父亲对离散亲人的苦苦寻觅。20多年前，他的儿
子张人亚从上海悄悄回到老家，叮咛再三，交托了一个大包裹。几天后，父亲
对外佯称“不肖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毫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了”，随后在山上
修了一座墓穴，葬了一个空棺，埋进一个包裹。老人家从此一人独守着秘密。

眼看宁波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儿子却依然杳无音讯。《寻人启事》登
了数月，无果。这才打开空棺，取出包裹。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转眼间，时光到了2017年。10月31日上午，党

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来到上海，瞻
仰中共一大会址。在展厅，一本《共产党宣言》吸引住了总书记的目光。

这本《共产党宣言》，正是这位老人从衣冠冢中拿出来的珍贵革命文献
之一！

总书记连称很珍贵，并询问“（他）后来怎么样了？”
历史与现实，在这一刻产生了美妙交汇。
总书记曾一再告诫全党：“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

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唯有不忘过去，才能更好地走向明天。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如

此，对于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也是这样。

市委党史研究室开展专
题学习

5月7日上午，市委党史研究室召
开室务会议，集体学习市委办公厅下
发的 《关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推进

“六争攻坚”的若干意见》及相关例会
精神。

根据部署，市史志部门将认真贯
彻落实市委要求和市领导讲话精神，
把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推进“六争攻
坚”摆上重要位置，研究制定符合史
志系统实际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把市
本级党史三卷正本编写、二轮市志编
纂和党史馆建设作为本室工作的重中
之重，全力以赴抓好落实，奋力推动
各项工作争先争优。

《宁波市专业年鉴编纂
工作指导与管理办法》出台

为推进全市年鉴事业不断创新发
展，打造优质年鉴，拓展年鉴工作领
域，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制
定出台《宁波市专业年鉴编纂工作指
导 与 管 理 办 法》（以 下 简 称 《办
法》）。

《办法》 设总则、编纂管理、框
架拟定、资料搜集、内容质量、出
版、附则，共七章 50条。《办法》 明
确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对
专业年鉴的指导与管理职责范围，要
求各地实施以卷为单位的项目登记、
成果备案管理和审查管理。

《办法》 的出台，将促进各部
门、行业、企业、高校等更加规范地
开展专业年鉴编纂，同时继续支持政
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创编年鉴，逐
步形成市县两级综合年鉴与专业年鉴
全面覆盖、协调发展的格局。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慈
溪市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
发行

近日，由中共慈溪市委党史研究
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慈溪市
历史》 第二卷 （1949—1978）（以下
简称《慈溪党史二卷》） 正式出版发
行。

《慈溪党史二卷》 采用编、章、
节、目体例，实行编年体与纪事体相
结 合 的 编 撰 方 法 ， 集 中 反 映 了 自
1949 年 5 月慈溪解放至 1978 年 12 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 29 年
间，慈溪县委团结带领全县人民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

该书注重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
其发生、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去考
察，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进行科学
研究；注重挖掘地方历史特点，对引
起中央、省委重视的一系列史实进行
了充分论述，如对五洞闸集体农庄的
创建、龙南合作网的推广、“轮番操
作法”产盐技术的创新、浙东化工厂
的兴建与发展、慈溪棉花生产经验在
全国的推广、社队企业的发展等都进
行了翔实记述。

《溪口镇志》正式出版

近日，由宁波出版社出版的《溪
口镇志》正式对外发行。

全书 25 编 102 章，130 余万字，
上溯至事物发端，下迄 2008 年底。
志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
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述而不论，内
容涵盖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

《溪口镇志》 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于 2008 年，历时 10 年，数易其稿，
遵循“广征、核准、精编”的原则，
尽力做到结构严谨、体例规范、史料
准确、内容丰富，以利经世致用。

本版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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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人亚保存的《共产党宣言》中
译本，珍藏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国家一级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