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先烈柳直荀 1928 年的一封关
于郭亮（原名郭靖笳）的遗嘱等问题致罗
迈（即李维汉）的信，如今珍藏在中央档
案馆中。这封不足 200 字的书信折射出
两位烈士并肩战斗的革命友谊和坚定不
移的共产主义信仰。他们虽然都是英年
牺牲，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
赫赫大名。

这封短信，头一部分是写给李维汉
关于工作上的具体事宜，中间用波浪线
划开，后一部分写着：

“靖笳兄临刑时有遗嘱一道，现经长
沙商人传出，特抄上或可转灿姊一阅也。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

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亮
直荀 六月十一日”
郭亮、夏明翰都是毛泽东的亲密战

友。1919 年 5 月，毛泽东等组织的湖南
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柳直荀是学联的
领导成员之一。1920 年秋天，郭亮考入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参加了毛泽东等组
织 的 新 民 学 会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会 。
1921 年 10 月，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共
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
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郭
亮、夏明翰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随
后与毛泽东一起领导工农运动。

1927 年，北伐军中的右派正密谋在
长沙发动反革命的武装政变。5 月上
旬，郭亮得柳直荀急电从汉口赶回长沙，
组织湖南工农义勇军采取一系列防范措
施，以备不测。5月 21日晚，许克祥等国
民党反动军官率兵 1000 余人分途袭击
工农革命团体，制造了著名的“马日事
变”。郭亮、柳直荀等凭借少数工农武
装，分别在省总工会、省农协会进行了英
勇抵抗，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共产党
人、工农群众及国民党左派百余人遭捕
杀。危急时刻，郭亮急中生智，把从土豪
劣绅处缴来的大洋投抛到墙外，利用敌
人抢夺大洋之机率人突围出去，找到柳
直荀等人商讨善后事宜和反攻计划。

5月底 6月初，经上级指示及一系列
筹备部署后，郭亮、柳直荀等部署发动长
沙附近各县农军进攻长沙，对敌人进行
反击。这一举动震慑了敌人，据记载，反

革命政权恐慌惊呼：共产党“希图大举”
“十万农军向长沙进攻，并非虚夸之词”。

1927 年 6 月中旬，毛泽东与郭亮等
召集由湖南至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
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近
200 人开会。毛泽东号召大家拿起枪杆
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月 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组织
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
随即赴湖南长沙，从事恢复党的组织关
系，偕柳直荀等召集党员干部开会，谈

“马日事变”后的形势，了解党的组织、工
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情况。毛泽东在
谈话中指出，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
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1927 年 8 月，郭亮和柳直荀都参加
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到达潮汕
地区时，被国民党军包围攻击，遭受极大
损失。郭亮、柳直荀等被敌人围逼在一
片海滩上，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他俩
跑到一只破舢板上奋力划离海岸才得以
逃脱。

1928 年 1 月 8 日，中共临时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
郭亮任书记，由于工作需要尚未启程，又
改任他为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在岳
州（现岳阳市）开设煤栈作为特委机关，
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发动工农开展武装
斗争。由于他的努力工作，湘鄂赣三省
边界的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

3月 27日深夜，因叛徒告密，郭亮在
岳州翰林街的煤栈内被捕。

据《中共党史人物传》记载，是年 3
月 28 日深夜，敌人对郭亮进行了秘密
审讯。

“你是郭亮吗？”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亮，你

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
审讯者追问党的地下组织情况，郭

亮回答说：“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
有一个。”

回答激怒了审讯人，对方威胁他：
“你不说，我会严刑拷问的！”

“家常便饭。”
“我要砍你的头！”
“告老还乡。”
这就是这位年轻共产党员在国民党

“法庭”上的全部“供词”。
国民党反动派因十分害怕郭亮在群

众中的巨大影响，不及再审便在 3 月 29
日夜将年仅 27 岁的郭亮秘密杀害。故
事开头的那封遗嘱，就是他被害前写给
妻子的。

翌日，凶残的敌人将郭亮的遗体摆
在浏阳门外识字岭（这是“马日事变”后
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
的刑场），将他的头颅挂在司门口示众。
三天之后，又将他的头颅挂到他的家乡
铜官镇东山寺的戏台上，妄图以此吓退
革命势力。

鲁迅得知此事后，愤然挥笔写道：
“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

几天后，铜官镇的陶业工人、西湖寺
一带的农民和郭亮的亲属，在地下党的

领导下，星夜从长沙将烈士遗体运回文
家坝安葬。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谈起郭亮时，赞
扬他是“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1957 年，望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决
议，在文家坝修建烈士陵墓；烈士幼年读
书的东山寺小学也更名为“郭亮小学”；
他经常发表演讲的东山寺戏台已改建为

“郭亮亭”⋯⋯这些，都凝聚着人民对革
命烈士的深厚感情和无限崇敬。

柳直荀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
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对
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
作出了巨大贡献。1932 年 9 月，因肃反
扩大化不幸被害，时年 34岁。

柳直荀的妻子李淑一，是杨开慧中学
时的好友，后经杨开慧介绍与柳直荀认识
并结婚。1957年2月，李淑一把她写的纪
念柳直荀的一首《菩萨蛮》词寄给毛泽
东。同年5月11日，毛泽东复信李淑一，
并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其中“我
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表
达了毛泽东对柳直荀的怀念之情。

1979 年，湖北监利县人民政府在柳
直荀烈士殉难处——周老咀心慈庵修建
了柳直荀烈士纪念亭，撰文立碑，以志其
生平，永留纪念。

两位年轻的革命者用生命诠释了
自己坚定的革命信仰。因着这份对国
家对民族深厚的感情，人民永远怀念
他们。

（新华社北京 6月 13日电）

坚定信念：柳直荀转报郭亮的遗嘱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二

新华社记者 崔清新 华春雨

叶挺

：在烈火和热血中永生
新华社记者

王

攀

詹奕嘉

近日，记者来到叶挺将军
的故乡——广东省惠州市惠
阳区。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
志。”叶挺的座右铭，镌刻在叶
挺将军纪念园的石壁之上。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家叶挺遇难 70 周年。70 年
过去，叶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
争生涯仍被广泛传颂；其忠诚
为党、为人民而死的坚贞信仰
与牺牲精神，让人深深怀念和
敬仰。

铁骨铮铮 不移其志

不改气节、信仰忠诚——
此为叶挺意志。

1924 年 12 月，在莫斯科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的叶挺，经王若飞、王一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 20 余年，叶挺经历了跌宕起伏、艰难辉煌的革
命斗争生涯：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参加北伐战
争；担任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中成为首支工农
红军总司令；经历 10 年海外流亡生涯后归国出任新四军
军长；“皖南事变”被强行扣押、囚禁 5年多⋯⋯

“不论是战争、流亡海外还是被囚禁，面对任何艰难
与危险，叶挺将军都从未改变过志向和信仰，一直忠诚于
党，无愧于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叶挺纪念馆馆长秦蓝
说，叶挺被扣押后受尽磨难和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
不屈。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写于狱中的《囚歌》，慷慨壮烈，大义凛然，宣示

着他坚定高昂、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与信仰。
记者了解，叶挺将军纪念园每年接待游客量平均达

80万人次，最高的一日入园游客数量曾超过 3万人。

不畏艰险 勇于担当

不畏艰险、勇于担当——此为叶挺品格。
采访中，当地村民谈起“老乡”叶挺，脸上涌现出自豪神

情。周田村村支书叶盘添感慨说，叶挺将军声名远扬，是靠
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更是靠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拼出来的。

北伐战争中，叶挺率第四军独立团斩关夺隘，进攸
县、打醴陵、克平江、夺汀泗、取咸宁、占贺胜、陷武昌，战
无不胜，攻无不克，“铁军”称号名扬中外；

在革命危急关头，叶挺相继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和广
州起义，临危不惧、出生入死，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作出
了历史性贡献；

在日寇入侵、国家存亡之际，叶挺毅然归国，汇集八
省健儿，率领新四军纵横江淮大地，仅 1 年内就对敌作战
500多次，毙伤日伪军超过 7000人⋯⋯

勇于担当的叶挺精神代代传承。作为全国 200多所
“红军小学”之一的当地腾云小学，前身是叶挺求学的腾
云学堂。近年来，腾云小学不仅开设了展现红色革命传
统的陈列室，而且时常举办红歌合唱比赛和演讲比赛。

“培养学生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不怕牺牲的精
神，把叶挺将军的好品质传给下一代，是我们的职责。”腾
云小学副校长黄新如说。

胸怀民族 心系民众

胸怀民族、心系民众——此为叶挺情怀。
叶挺的名字是当年腾云学堂教师陈敬如为他改的，

意为“人要上行、叶要上挺”，寄望其挺身而出、拯救中华。
叶挺的一生，始终在为民族大义、为人民幸福而奋

斗。他的生活十分俭朴，从来不摆架子、搞特殊，对同志
和部下关怀备至。

纪念馆展示着一个个动人故事：新四军军部迁至云
岭后，叶挺经常带领干部战士参加劳动，帮助农民种地、
插秧；为解决叶子河农民交通困难，他还亲自设计、筹款
和建桥，群众称该桥为“叶挺桥”。

“时代在变化，但为人民服务是我们永远不能改变的
宗旨。”惠阳区淡水街道松岭社区党委书记廖辉煌说，近
年来，社区党委、居委会定期开展“入户家访”“行走村居”
等工作，搜集社情民意，帮助贫苦群众解决户籍、入学、低
保和廉租房等社会保障服务问题⋯⋯

英雄情怀令人感动，将军精神令人崇仰。今年，正值
叶挺诞辰 120 周年、遇难 70 周年，其故乡正筹备开展系
列纪念活动，并结合北伐战役重要节点城市和场馆开展

“重走北伐路”活动，更广泛地传播叶挺精神。
（新华社广州 6月 13日电）

拼上身家性命，也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记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党总支书记付华廷

本报记者 郑 彬

付华廷是兴十四村乃至整个甘南县
的名人。自 1972 年担任黑龙江省甘南
县兴十四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付华廷带
领父老乡亲拼搏创业，坚定不移地走共
同富裕道路，把兴十四村从房无一间、地
无一垄、树无一棵的“三无村”，发展成为
农民年均收入 7.6 万元，拥有 22 亿元总
资产的“龙江第一村”。

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让这位年近
70 岁 的 老 人 数 十 年 如 一 日 为 村 里 操
劳？付华廷说：“我当年立下誓言，就
是拼上身家性命，也要让乡亲们过上好
日子。”

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堡垒

农村要想富，必须有坚强的党支
部。付华廷坚定这个信念，把“不让一人
受穷，不让一人掉队，让老百姓都过上好
日子”作为最大的追求。40 多年来，他
不仅把兴十四村建成了黑龙江省新农村
标杆，还带出了一支叫得响、过得硬的基
层党员干部队伍。

“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付华廷常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始终坚持不图
当官、不图发财、不图出名的“三不图”理
念，每月从工资里拿出 1600 元，交给村
小学买书本、买教学用具，还多次向贫困
学生和灾区捐款，累计捐出 20 多万元。

多年来，他把获得的
各类奖金、讲课费等
总计 266 万元，全都
交给了村里用于公益
事业。日常工作中，
他对自己和全体党员
干部“约法三章”，请
客不到、送礼不要、家

属和亲友不搞特殊化，宁可自己千辛万
苦，也不叫乡亲们一事为难。虽然有糖
尿病并发症等多种严重疾病，但他仍每
天坚持工作 14 个小时以上，并经常走访
农户，为村民解决看病、养老、邻里纠纷
等问题，为党员干部作出了表率。

“干事创业一定要有精气神，哪有不
付辛劳就有收获的好事！”付华廷坚持发
挥自己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党代表的政治
优势，经常开展“人大代表讲政策”“党代
表讲党课”等活动，让党员干部第一时间
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多年来，他
累计为全县、全村党员讲党课 200 多
次。付华廷还强化村史教育，定期组织
老党员、老开荒队员，以兴十四村史展览
馆为载体，给年轻党员、预备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讲党课，大力弘扬“闯关东”和

“拓荒牛”精神。
在付华廷的影响下，兴十四村两委

班子成员人人都是顶梁柱，敢碰硬、敢担
当，勇于挑担子。

发展特色产业富裕村民

几十年在土地上的摸爬滚打，让付
华廷深知，村民要想过上好日子，光靠种
地是不行的，必须走产业化和现代化道
路，发展特色产业，让种出来的农产品提
高“身价”。

走进黑龙江（兴十四）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智能温室，满眼是盛开的蝴蝶兰、杜
鹃、海棠。示范园区主任郑逢琪介绍，这
里种植了 80 多个品种 1 万多盆花卉，每
年收入达到 100多万元。

付华廷告诉记者，近些年，兴十四村
依靠引进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现代化
大农业，提高农业的精准化和智能化水
平。上世纪 80 年代初，付华廷就带领村
民创办小酒厂、罐头厂、乳品厂，大力发
展村办企业。1992 年，在兴十四村办企
业的基础上，村里成立了黑龙江富华集
团总公司。2002 年，富华集团华冠科技
股票在 A 股成功上市，募资 1.38 亿元，
富华集团成功进入资本市场。2005 年，
富华集团建设了中国富华国际生态产业
园，陆续与温州海螺集团、北京挑战集
团、郑州泽润粮贸集团等国内大企业集
团合作，建设投产了植酸酶项目、水稻精
细加工项目、富华生物药业和杂粮生产
等一大批项目。2015 年，兴十四村农产
品加工项目产值达 4 亿多元，带动 2000
多人就业。

如今，在付华廷的带领下，村里还搭
上了旅游的快车，投资建设了村史展览
馆、影视拍摄基地、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森林防火观光瞭望塔等 30 余处旅游观
光景点，仅 2015 年就接待游客 16 万多
人次，第三产业收入达 3500多万元。

付华廷高兴地说，目前该村村民人
均纯收入由 2010 年的 3.23 万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7.6 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
裕村。

创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付华廷常常说：“只要我干一天，

就要付出最大的努力，让老百姓说共产
党好。”

兴十四村在他的带领下，始终坚持
把发展成果反哺村民。近年来，兴十四
村按照创建美丽乡村的整体要求，加快
打造“生态宜居、生产高效、生活美好、人
文和谐”的农村城镇化示范典型，投资建
设村民公寓楼、三星级富华宾馆、村文化
宫、中小学校、文化休闲广场、村史展览
馆等，自来水、有线电视、电话和宽带入
户率均达到 100%。村民实行退休制，
享受社保待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公
益性岗位补贴，还享受吃粮、吃水、物业
管理、合作医疗和学生上学等“十免费”
待遇。全体村民享受米、面、油等 14 项
福利待遇，65 岁以上的老人每年除免费
享受 200 斤大米、100 斤白面的待遇外，
每月还另外享受 120 元的生活补贴，村
民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说起现在的好日子，83 岁的张维良
老人十分激动：“当年我们吃糠咽菜，现
在是大米白面。村里为我们办了医保、
社保，每年收入的钱花也花不完，这是做
梦都不敢想的啊！”

2016 年，兴十四村新建成的医院、
高中将投入使用。同时，兴十四村还在
建设污水处理厂、20 万吨粮食仓储库、1
万吨绿色食品智能库项目和精品粮食智
能仓储库⋯⋯谈到未来发展，付华廷说，
今年是兴十四村建村 60 周年，到 2016
年末，兴十四村和富华集团力争总资产
达到 24 亿元，总收入达到 25.3 亿元，利
税 1.2 亿元，人均纯收入超 8 万元，把兴
十四村建设成为一个高标准、现代化的
新城镇。“我感激党给予的各种荣誉，只
要活一天就要干好一天，在有限的生命
里，继续做好兴十四村未来发展事业，报
答党的恩情！”付华廷说。

叶挺同志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革 命 先 烈 柳 直 荀 1928

年关于郭亮（原名郭靖笳）的

遗嘱等问题致罗迈（即李维

汉）的信（资料照片）。

这封不足 200 字的书信

折射出两位烈士并肩战斗的

革命友谊和坚定不移的共产

主义信仰。

中央档案馆提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