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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的孝移去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孝顺大
多数痛苦的人多数痛苦的人””，，这是他给母这是他给母
亲回信中所说的话亲回信中所说的话。。那时他那时他
的眼中盯着贫苦百姓的眼中盯着贫苦百姓，，心中心中
装着赤忱的心装着赤忱的心，，为革命事业为革命事业
奋斗拼搏奋斗拼搏，，只为去只为去““孝顺大多孝顺大多
数痛苦的人数痛苦的人””。。

他就是出生于瓮安县的
红色特工冷少农烈士。从小
出身农村贫苦家庭的冷少
农，见惯了世态炎凉。在了
解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目
睹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
重灾难之后，他断言：“军阀
残暴必败，革命事业必成”。
1925 年，25 岁的冷少农毅然
离开母亲、妻子和不满半岁
的儿子，南下广东投身革命
并报考黄埔军校，路上给母
亲的信里，他说：“儿此去完
全尽忠革命，为国家为人民
应尽之能力”。他认为天下
人的利益远远高于自己小家
的利益，怀揣范仲淹的“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情怀。他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人生短短 32 年，一直
在革命道路上奔走。

冷少农毕业后，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分配到黄埔军
校政治部周恩来主任办公室
担任秘书。在共产党人的影
响下，他深知革命需要斗争，
需要隐藏自己到南京地下工
作。他隐藏身份，凭借关系
到何应钦身边，任总监部和
南京秘书，一条条重要机密
情报经由冷少农、郑坤等机智勇敢、忠贞爱党的地下工作
者送往党组织，一串串国民党电报密码因为冷少农等地
下工作者的努力而被破译，为共产党做了大量的情报工
作。他将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围剿红军的重要军事报按
约定的秘密通讯方式及时转报党组织，为三次反围剿的
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评价:“作战的胜利，那
些获取重要情报的同志贡献不小，要为他们记下功绩！”

何为孝？是“无违”，是“父母在，不远游”。何为不
孝？是“不能事亲”，是“不为禄仕”。然而那时的冷少农，
他违背母亲的意愿，执意“远游”，既不能侍奉双亲，也无
意做官赚钱，因此被母亲痛斥“不忠不孝、忘恩负义”。他
曾在回信中写道：“当父母长者的人，应该使儿女幼小者
努力于社会事业，为大多数劳苦民众谋利益，除痛苦，绝
不死死的要他尽瘁于家庭。革命之火种快要燃烧到全世
界了，旧的污垢以及一切反革命的东西是要会被消灭的，
不信，请你等着看一下。”这是革命者的坚定信念，也是那
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所探寻的革命之路。以身许国，再难
许家，冷少农在国与家中做出了抉择。

1932年，由于叛徒出卖，冷少农不幸被捕。在狱中，
“他神情泰然自若，毫无消极悲观的情绪”，平静地面对这
一切。同年6月9日清晨，他被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
残暴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冷少农一样的革命烈士、英雄模
范的不懈奋斗，才让我们国家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
央，让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如今，我们在享受着幸福
生活的同时，一定不能忘记像冷少农烈士那样千千万万
的革命先烈们，是他们的牺牲付出，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
福！

青山绿水忠骨护，雨花台前英魂在，革命精神传万
世，我辈仍需更努力。红色特工冷少农烈士的故事我们
不会忘记，我们会谨记，会传颂，更会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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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1901—1931）是中共一大唯
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从中央档案馆、山东
省档案馆、贵州省博物馆等档案文献看，
邓恩铭艰苦朴素、顽强拼搏、勇于担当、廉
洁奉公的革命精神和“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民情怀，不愧为全
面从严治党的先行者、实践者、推动者。

邓恩铭 1917 年秋小学毕业后，少年
出乡关，从贵州到山东，立志许国救民。
他早年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成立
济南共产主义学会，建立进步团体“励新
学会”，发表文章《灾民的我见》《改造社会
的批评》等抨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宣传
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时年20岁的邓
恩铭与王尽美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中共一
大，参与了我党的创立。1922 年 1 月，他
出席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
代表大会，受到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接
见，他深受鼓舞。他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
担当将革命理论自觉运用于社会实践，立
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运、工运斗争
中。后来，虽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到威逼利
诱、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毫不动摇。

1920年，邓恩铭到淄博发动工人、组
织工会，建立淄博矿区第一个党支部——
洪山矿区党支部。1923年，建立青岛第一
个党组织并担任书记，后改为中共青岛支
部，继而改为中共青岛地委。1925 年 2
月，为支持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他秘密
成立工会组织，组织发动了四方机厂工人
大罢工取得重大胜利。在长达两年多的
狱中艰苦岁月里，对共产主义始终充满必
胜信心的邓恩铭，1929年4月19日和1930
年7月21日，先后组织了两次大越狱。他
把狱中同志组织起来，过集体主义生活，
组织同志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
组织两次绝食斗争，让党员和其他犯人经
受了一次有组织进行斗争的实践锻炼，为

党组织发动和领导越狱斗争创造了有利
条件。第一次组织越狱虽因动员的土匪
头子未按计划提前行动而失败，第二次组
织越狱虽大多数成功越狱，但他本人因受
刑身体虚弱而再次被捕，直到1931年4月
5日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邓恩铭投身革命后，他二叔黄泽沛发
现了他的行动，要他安分守己上学，将来
求取功名，但是邓恩铭委婉而坚决地拒
绝了，表现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为
党为人民忠心耿耿，不为名利所惑所动所
累。他亲笔撰写《灾民的我见》一文中，一
针见血地指出：“就是因为一般军阀、官
僚、政客、资本家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才
有灾民”。山东寿光县党组织开展活动缺
乏经费，邓恩铭写春联卖所得的钱全部交
给寿光县委。1927年党的五大召开，山东
省区委委员、交通员王复元将党中央发给
山东省委 1000 元的活动经费据为己有，
邓恩铭回到山东便在党内对他进行了严
肃的批评和制裁，后王复元变节叛党投
敌。在狱中，他的二叔黄泽沛时常给他送
钱财和衣物，他每次总是把这些财物率先
交出来，分配给最需要的同志。读罢《邓
恩铭家书》，邓恩铭廉洁清明、甘于清贫，
廉洁一生、两袖清风的崇高品格已经跃然
纸上。

邓恩铭的群众观点很强，全身心投入
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成为工人群众的
知心人、贴心人、热心人。对待同志热情

直爽，又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从不计
较个人得失。如当时党的经费比较困难，
同志们生活异常艰苦，他常把自己有限的
一点生活津贴给最困难的同志，自己有时
连最起码的生活都无法维持。他平素粗
布短褂、黑粗布鞋，同工人群众们生活在
一起、打成一片，甚至说话也工人化。他
常用几句通俗的话来打通工人与家属的
思想，如“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就折
不断……”等，受到工人们的信任和拥
护。邓恩铭还利用各种身份深入到学校、
矿区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深层次了解教
职工、学生情况及工人命运的悲惨，掌握
第一手活生生的丰富翔实材料，如《济南
女校的概况》《青岛劳动概况》。在狱中，
他也是紧紧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开展狱
中斗争，身体力行、甘洒热血，解救天下劳
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中。

邓恩铭从一个中学生投身时代风云
激流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工作任务是
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组织上建
党、建立工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组
织武装斗争等。中共一大后，邓恩铭和
王尽美回到山东，组织会员读书、举行
报告会，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党员。邓恩
铭在青岛时狠抓党建引领、示范带动，
努力做好工运工作。1925 年 2 月，邓恩
铭在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前夕，化装成
工人深入到工厂职工家中、工人夜校等
地方，给工人们上课，同工人谈心，亲

自起草发布《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
告书》，激发工人的罢工积极性。特别在
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达到高潮时，他身
先士卒，始终站在最前列，其工作强度
达到了极点，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忘我工
作、日夜操劳、鞠躬尽瘁，以致积劳成
疾，患上颈部淋巴结核和肺结核等，造
成身体极度虚弱。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
时，他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井冈山
的斗争》小册子，下决心把山东省委机
关搬去沂蒙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
路，努力实现“早日驱散国弱民贫的阴
霾，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梦
想。

邓恩铭出身水医世家，耳濡目染、
深受熏陶，具有悬壶济世、解救劳苦的
情怀，又情操高尚、视野开阔，总是那
么积极乐观、健康向上。他在莫斯科参
加了列宁亲自倡导的“星期六义务劳
动”，游览了博物馆，在当晚的联欢晚会
上王尽美弹三弦，他吹笛子伴奏，又演
奏了《梅花三弄》《高山流水》，让整个
场景充满了团结友爱的气氛。邓恩铭平
素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总是坚持以党的
团结与批评原则来处理重大问题和同志
之间的关系，有高度厚度温度，又接地
气有人情味，同志们对他严肃对待工作
和批评态度虽有些怕，但对他却又是那
么亲密和爱戴。他平时生活极其艰苦朴
素，在组织领导掀起青岛纱厂工人罢工
高潮期间，他的生活无规律，饿极了就
啃几口玉米面饼、喝白开水；困了，就
随时随处打个盹。他和侯玉清扮夫妻怕
暴露临时举行婚礼，十分简单，晚饭加
了两个菜、一瓶酒。敬酒时，夫妻互相
勉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本文作者为黔南州档案馆副馆长）

邓恩铭的“红色档案”
方景发

莽莽天宇莽莽天宇，，八万里云驰飙作八万里云驰飙作；；恢恢地恢恢地
轮轮，，五千年治乱兴亡五千年治乱兴亡。。列星旋转列星旋转，，历经春历经春
秋更迭秋更迭；；日月轮回日月轮回，，阅尽人间沧桑阅尽人间沧桑。。外患外患
内忧内忧，，雄狮沉睡雄狮沉睡；；积积贫积弱，百孔千疮。十
月炮响，吹来马列新风；一声春雷，诞生先
进政党。南湖小船，碧波荡漾；先驱首聚，
慨当以慷。胸怀家国，救苍生于水火；肩
负使命，拯国势于重创。唤起工农，推翻
专制暴政；多难古国，初现黎明曙光。一
百年惊涛骇浪，砥柱中流；一百年血火征
程，惨烈悲壮。一百年起伏跌宕，披荆斩
棘；一百年艰苦卓绝，潮落潮涨。

国共联袂，大革命风起云扬；北伐劲
锐，独立团势不可当。独夫叛变，“四·一
二”血雨腥风；南昌起义，剑出鞘奋起反
抗。秋收暴动，星星之火燎原；红色割据，
朱毛会师井冈。武装力量，政权基石；人
民军队，党指挥枪。机动回旋，粉碎重兵

“围剿”；急流险滩，自有舵手领航。左倾
盲动，死打硬拼；失地丢城，上下迷惘。瑞
金城下，三军将士情切切；于都河畔，十万
百姓泪汪汪。大雁南飞，长空一洗；秋风
萧瑟，木落鱼藏。甬道开进，纵队四面受
敌；炮火如织，红军血战湘江。转兵通道，
生死攸关；避实就虚，跳出罗网。伟大转
折，升起万丈霞光；遵义会议，腾飞浴火凤
凰。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天才指挥，
化凶险为无恙。乘间蹈隙，调强敌明修栈
道；四渡赤水，抢先机暗度陈仓。兵无常
势，水无常形；因敌而变，虎步龙骧。乌蒙
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荡双桨。狭路相
逢，勇者不惧；突击冲阵，热血一腔。孤舟
抢滩，临危杀开生路；铁索飞渡，势险赴火
蹈汤。古今战争奇观，神惊鬼泣；中外血
火传奇，荡气回肠。红旗漫卷雪皑皑，风
餐野营草茫茫。坐大称王，左路军重返旧
路；私欲膨胀，张国焘另立中央。饥寒交

迫，野菜当粮；困苦艰难，坚定信仰。山呼
海啸，三路劲旅大会师；相拥而泣，百战剩
勇喜欲狂。铁流二万五，气吞山河；浴血
破重围，举世无双。壮丽史诗，战争绝唱；
红色经典，英雄篇章。

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挺身
而上。“七七”事变，神州风动云兴；血肉之
躯，筑就铁壁铜墙。易水秋风，一寸山河
一寸血；共御外侮，同仇敌忾救国殇。平
型关前，长征勇士冲锋陷阵；杀声震天，骄
狂日寇魂飞胆丧。阳明堡夜袭，狂飙怒
卷；响堂铺伏击，神兵天降。晋冀鲁豫，八
路军纵横驰骋；河汉江淮，新四军铁流奔
淌。林海雪原，抗联军浴血苦战；长城内
外，游击队英勇儿郎。千里破袭，动脉顷
刻瘫痪；百团出击，鬼子惊恐万状。深入
敌后，持久抗衡；人民战争，大海汪洋。地
道战，地雷战；密林里，青纱帐。村村有坚
强堡垒，处处是杀敌战场。巍巍狼牙山，
五壮士千秋浩气；滔滔松花江，八女杰万
古流芳。潘家峪复仇团，以血还血；马本
斋骑兵队，骁勇异常。浴血坚持，日寇投
降；举国同欢，热泪盈眶。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看国共对
决，乾坤板荡。进步与反动，生死存亡的
角逐；光明与黑暗，惊心动魄的较量。中
原突围，拉开拼争序幕；乌云盖顶，蒋军气
焰嚣张。鲁南转战，歼敌虎贲；陕北回旋，
雄鹰翱翔。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

两翼齐飞，钢刀威逼敌心脏。挥师出关，
风雨兼程；闪开大道，占领两厢。土地改
革，农民欢天喜地；新式整军，部队士气高
昂。全线反攻，大军势如破竹；三大战役，
蒋家丧钟敲响。西柏坡村，主席挥斥方
遒；中山陵前，总裁黯然神伤。“宜将剩勇
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千帆竞渡，气
势如虹；百万雄师，劈波斩浪。攻势迅猛，
身披战场硝烟；奔雷掣电，挟裏连胜锋
芒。征尘蔽日，铁流浩荡；工农子弟，人民
武装。剑指湘鄂赣，直下宁沪杭。正义之
师，排山倒海；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席卷
大西南，战旗似火；横扫大西北，剑气如
霜。冰冷河中，搭起人桥的村妇姐妹；小
车队里，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娘。得人心者
得天下，自作孽者自遭殃。父老乡亲，力
量源泉；军民一心，胜利保障。

丰碑无言，长卷如幔；硝烟回望，战地
花黄。礼炮轰鸣，一代伟人心潮澎湃；开
国大典，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改朝換代，
大势所趋；历史选择，人心所向。清匪肃
反，政权风雨如磐；百废待兴，劳动号子高
亢。抗美援朝，跨过一江绿水；立国之战，
不惧八方虎狼。大漠孤烟，蘑菇云腾空而
起；扬眉吐气，中国人挺起胸膛。十年浩
劫，小人得势。中苏对峙，备战备荒。雾
散云开，迎来旭日普照；春回大地，又闻鸟
语花香。浓墨重彩，描绘“四化”蓝图；三
中全会，神州改革开放。联产承包，惠泽

江南塞北；“三农”政策，造福山寨水乡。
人造卫星巡天，惊玉帝王母；神舟飞船登
月，访嫦娥吴刚。助人为乐，播撒人间真
情；雷锋精神，蔚然一代风尚。港澳回归，
百年屈辱随风散；“一国两制”，内地特区
共吉祥。外汇雄厚，横眉冷对金融海啸；
国力强劲，安居乐业人心顺畅。浊浪滔
天，特大洪水；热血作堤，人墙为桩。汶川
八级地震，地裂山崩；中央启动预案，慰问
探望。华夏一脉，血浓于水；天灾突降，大
爱无疆。争相献血，交通因之堵塞；踊跃
捐款，同胞慷慨解囊。抗击疫情，举国响
应；万众一心，死守严防。利比亚撤侨，天
高地远；海陆空联动，情深意长。民族凝
聚力，全球震撼；国家应变力，举世赞赏。
雪域凯旋，痛揍狂妄之国；自卫还击，教训
负义之邦。国庆阅兵，气势恢宏；方队行
进，正步铿锵。陆战铁军，震慑跳梁小丑；
钢铁洪流，踏碎挡车螳螂。“巨浪”“东风”，
展示国之利器；雄师亮剑，傲视天下列
强。宝岛回归，山河一统；神州莽莽，华夏
泱泱。尊师重教，复兴基础夯实；警钟长
鸣，惨痛教训勿忘。韬光养晦，综合实力
提升；不忘初心，引领前进方向。权为民
用，利为民谋；扎根大地，事业兴旺。关注
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携手奔向
小康。精神文明，大力提倡；物质文明，成
果共享。精准扶贫，求共同之富裕；复
兴圆梦，奔锦绣之康庄。权力失控，硕
鼠利令智昏；重拳出击，铲除腐败土
壤。共产党人，中流砥柱；先锋团队，
民族脊梁。江河行地，跻身强国之林；
丽日经天，辉耀世界东方。抚今追昔，
春秋已入史诗；仰天浩歌，前程更似丹
阳。利剑出鞘，振强汉之雄风；鼓瑟齐
鸣，秉盛唐之气象。镰刀铁锤，永葆本
色；不忘苦难，再铸辉煌！

铁锤镰刀赋铁锤镰刀赋铁锤镰刀赋
渠平光

圆梦 周文静 摄誓言 周文静 摄

为人民服务 松泉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