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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岩革命历史
博物馆，有这样一面英烈
墙，这些烈士牺牲时的平
均年龄只有30岁。到底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群
年轻人，让他们如此坚
定、哪怕是献出自己的生
命也在所不惜？

■除了上海，“让烈
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今
年还将在四川、江苏、陕
西等红岩烈士较为集中
的地区举行，通过举办
红岩英烈文史资料交接
仪式、红岩精神史料展
览，演出话剧《红岩魂》，
开展红岩精神宣讲报告
等活动，引导当地干部
群众沿着革命前辈的足
迹继续前进，让红色基因
渗进血液、融入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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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旦大学红岩英烈事
迹简介（10人）

王朴（1921－1949） 原名王兰骏，
重庆人。早年随父母到日本，其家庭是
专营大猪鬃的出口商，1927年回国。抗
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在求精、广益、复旦
中学读书。1944年，改名王朴，考入复旦
大学新闻系。1948 年 4 月 27 日被捕，
1949年10月28日牺牲于大坪刑场。

胡其芬（1918—1949） 原名胡永
萱，湖南长沙人。1939年考入复旦大学
新闻系学习。1941 年底，根据组织安
排，到延安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邓颖超
身边工作。重庆谈判时，她作为中共代
表团随员到重庆。1948年4月被捕，在
狱中坚强不屈，积极开展策反斗争并取
得成功。“11·27”大屠杀前夕，她代表狱
中党员向狱外党组织写了最后的报告，
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渣滓洞。

陈以文（1923－1949） 湖北江陵

县人。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
年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学习，与一批进
步同学主办《中国学生导报》，并任导报
总社副社长、重庆分社社长。1948年12
月在垫江被捕，关押于渣滓洞，1949 年
11月14日殉难于电台岚垭。

费巩（1905-1945） 原名福熊，江
苏吴江人。1927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社
会科学科政治系，后留学法国、英国。
1932年回国，先后在复旦大学、浙江大学
任教。积极投身倒孔（祥熙）等爱国民主
运动，1945年3月，在前往重庆北碚复旦
大学讲学途中遭特务绑架杀害。

何柏梁（1917─1949） 原名何帼
槟，祖籍重庆，出生于上海富裕商人家
庭。1937年随家回到重庆，借读于重庆
大学，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
转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并加入中国共
产党。1946年，奉党的指示，在重庆开设
安生公司并担任经理，暗中从事党的经
济、联络工作。1949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

捕。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渣滓洞。

唐慕陶（1920—1949） 重庆人。
1939 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
产党。1945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
系。1946年根据组织安排，考入重庆聚
兴诚银行万县分行，担负党的交通联络
和筹集经费等工作。1948年6月在万县
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看守所。1949年11
月27日于大屠杀中牺牲。

张永昌（1921—1949） 四川大竹
人。中共党员。先后在复旦大学、金陵
大学、求精商学院就读，积极参加进步
活动。1948 年 4 月因《挺进报》事件被
捕，关押于渣滓洞看守所。1949年11月
27日于大屠杀中牺牲。

艾文宣（1913－1949） 四川广安
人。1931 年考入南京嘉陵高中并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8 年到重庆，在《新蜀
报》从事新闻工作，并给《抗战》杂志写
稿，宣传抗日。1945年考入复旦大学教

育系，根据组织安排，从事青运工作，后
因故退学转入四川大学文学系。1949
年11月27日于大屠杀中牺牲。

胡作霖（1917－1949） 重庆开县
人。1941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45年
毕业后被介绍到《新民报》任记者，同报社
进步记者一起，以笔为枪，写出了大量反映
民众疾苦的文章。1947年“六一”大逮捕
中被捕，释放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48
年6月7日再次被捕。他将叶挺的《囚歌》
谱成曲，作有《囚徒大合唱》等教难友们
演唱。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渣滓洞。

石文钧（1916─1949） 重庆云阳
人。在省立万县师范读书时，深受现代诗
人、教育家何其芳影响，积极参加各种抗
日救亡活动，积极要求进步。1938年夏
从万县师范毕业后进入中华大学，后又进
入复旦大学学习。1948年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任中共云奉南区工委委员。1948年
4月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看守所。1949年
11月14日牺牲于电台岚垭刑场。

二、上海籍红岩英烈事迹
简介（3人）

薛传道（1921－1949） 上海人。
主张“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主办《中工
半月刊》，宣传教育救国理论。1949年5
月被捕，同年11月27日牺牲于渣滓洞。

李铭三（1914—1949） 曾化名倪
永元，上海人，中共党员。1934 年考入
上海铁路局，参加进步组织“铁路青年
社”和“九一九”读书会，进行抗日宣传
活动。1945 年初，根据组织安排到重
庆，参加由地下党员直接领导的革命青
年组织“友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948
年6月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看守所。1949
年11月27日于大屠杀中牺牲。

曾仲良（1907—1949） 上海人。
二十九兵工厂技术员。1949年11月30
日，为保护工厂免遭破坏而壮烈牺牲。
1950年2月，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追
认为革命烈士。 （记者赵迎昭整理）

“在生与死面前，28岁的他义无反
顾地选择了死。这是信仰的力量。”4月
2日，“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在复
旦大学启动。启动仪式上，王朴烈士之
子王继志脱稿发言，让数百位复旦师生
感受到了王朴这位1944级学长身上信
仰的力量。

当日，通过王继志和红岩联线金牌
讲解员的讲解，10位曾在复旦大学就读
的红岩烈士和3位上海籍烈士的事迹走
进了这座中国著名学府，回到了他们的

“家”，让复旦大学师生感到振奋和骄傲。

王朴烈士之子讲述父亲往事

抗战时期，复旦师生怀揣抗日救国
的理想举校西迁，在重庆坚持办学 8
年。复旦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复旦历
史上可考证的烈士共有50位，红岩烈
士就占了10位，王朴是其中之一。

王朴是重庆人，1944年考入复旦大
学新闻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
加革命后，他动员母亲金永华变卖田
产，筹集黄金近二千两作为地下党活动
经费。1948年 4月 27日，王朴被捕，
1949年10月28日牺牲于大坪刑场。

“信仰是受到各种进步思想影响才
形成的，包括他的母校复旦对他的影
响，这就是复旦大学培养出的人才！”在
启动仪式上，王朴之子、72岁的王继志
首先发言，他讲述的真实故事令人动容。

除了王朴的大义凛然，还有其母亲
金永华对革命事业的无私支持。

重庆解放后，金永华用“三个应该
和不应该”谢绝了政府归还的钱物——

“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
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
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
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
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
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
应该的。”

金永华于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已是84岁高龄。

王继志于 1947 年出生于重庆，
1963年参军后离开重庆。在接受重庆
日报记者专访时，他还不时说起重庆
话，幽默又爽朗。

在距离北碚区王朴中学约700米处，
就是王朴烈士陵园。王继志去年曾带着
两个儿子回渝为父亲扫墓，“我们自费在
学校食堂吃的饭，共产党人就该这样。”

当天，复旦大学光华楼志和堂还举
办了“复旦大学和上海籍红岩英烈事迹
展”，13位红岩烈士的事迹吸引了不少
复旦师生观看。

真实故事感动复旦学子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有这样

一面英烈墙，这些烈士牺牲时的平均年
龄只有30岁。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
这群年轻人，让他们如此坚定、哪怕是
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我想，从
复旦大学校友陈以文的身上可以找到
答案。”台上，红岩联线讲解员古越娓娓
道来，台下，师生渐渐入迷。

陈以文于1942年考入复旦大学理
学院，进入化学系学习，与一批进步同
学主办《中国学生导报》，并任导报总社
副社长、重庆分社社长。

1947年春，为了牵制国民党在大
后方的武装力量，陈以文被组织任命
为上川东第一工委委员，在垫江等地
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这个任务对

于陈以文这个从小在大城市生活上学
的文弱书生来说有一定难度。为了更
好地开展工作，陈以文穿上当地农民
的服装，夏日头顶草帽，雨天头戴斗
笠，脚踏草鞋，不停往返于各村镇之
间，就是在长期的农村工作中，他练就
了一双“铁脚板”。“一次，他为了把秘
密宣传品送到目的地，6个多小时跑了
几十里山路。”古越讲述的烈士故事让
观众兴趣浓厚。

“陈以文烈士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
熟悉，我们在日常的讲解工作中也较少
涉及。”古越介绍，在半个多月前，他和
另外两位讲解员翻阅了几十份馆藏档
案资料，从众多历史细节中挖掘出故事

和人物，讲解稿改了4次才最终定稿。
“信仰是非常抽象的，只有吃透史料，站
在观众的角度思考什么样的故事好看、
好听，才能讲好红岩英烈故事。”

红岩英烈的故事也让复旦学子深
受触动。复旦大学校史宣讲团成员、马
克思主义学院 2016级硕士生石璞表
示，自己能成为这些英烈的校友非常自
豪，红岩联线讲解员讲故事的方式让其
深受启发。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14级学
生吴松阳是重庆人，他说：“七十年风雨
兼程，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
央。这样伟大的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
国人用智慧和勇气奋斗出来的，他们身

上也体现了烈士精神的传承。”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18级学生张

姿是名00后，听完报告会后表示：“我
们和烈士的距离感缩小了，烈士精神也
会潜移默化影响我们。”

“英烈事迹要代代传承”

据介绍，“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
动今年还将在四川、江苏、陕西等红岩
烈士较为集中的地区举行，通过举办红
岩英烈文史资料交接仪式、红岩精神史
料展览，演出话剧《红岩魂》，开展红岩
精神宣讲报告等活动，引导当地干部群
众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进，让红
色基因渗进血液、融入血脉。系列主题
活动将于11月在渝结束。

在得知系列主题活动启动的消息
后，一些烈士家属纷纷表示，活动是继
承先辈遗志的重要举措。“小萝卜头”的
哥哥宋振镛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生活环境愈舒适，我们愈不能忘
记革命烈士为共和国抛头颅、洒热血的
事迹。“1964年至今，我在全国多个省区
市汇报‘小萝卜头’事迹达6000多场，
听众受到教育的同时，我也深受感动。
宣传烈士事迹，是我毕生的事业。‘让烈
士回家’系列活动，能让烈士精神得到
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扬，更加深入人
心。”

去年“11·27”烈士殉难69周年之
际，重庆日报刊发了《歌乐山下，黎明前
的红色爱情》整版报道，讲述了三对红
岩英烈的爱情故事，钟凌云和田菊芳是
其中之一。“母亲已90岁高龄，在她身
体允许的情况下，我和妹妹会满足她的
心愿，陪伴她在‘11·27’烈士殉难70周
年之时到歌乐山祭奠父亲。”钟凌云烈
士之子钟长世说，父亲是他一生的榜
样，英烈事迹要代代传承。

红岩联线党委书记朱军表示，2018
年，红岩联线接待游客首次超过1000
万人次，在把游客引进来的同时，红岩
联线也要主动走出去，通过“让烈士回
家”系列主题活动的举办，在宣传红岩
精神的同时，激活馆藏资源，提升红岩
品质。

清明时节，长江上游的重庆，红
岩村、歌乐山迎来络绎不绝的祭奠
者。与此同时，长江下游的上海，“让
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在复旦大学
启动。在这个清明，310位红岩烈士
的事迹和精神，将重回他们曾经学
习、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在人们的心
里得到重温。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
新中国从血泊中站立起来，这条极
不平坦的发展道路是先烈用生命铺
就。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寻
找这些英勇献身的英雄，把他们的
光辉事迹和伟大精神送到家、传下
去，是我们尊重英雄、铭记历史的
生动注脚。看一次红岩精神史料展
览、听一场红岩精神宣讲报告，人

们得以穿越时空，与往昔峥嵘岁月
开展一场深沉对话，在共情共景中
与革命英雄来一场“心灵约会”，会
对当下的美好生活有更多的感动和
珍视。

烈士的流血牺牲，染红了党旗国
旗，染红了万里河山，沉淀为一个民
族走向强大的精神之钙。正如刘士
祥烈士的孙女所说：“我们寻找爷爷
的墓碑，为的是让爷爷的精神得到传
承。”开展“让烈士回家”活动，意在让
英雄们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
信念、浩然的革命正气、伟大的人格
力量回到他们奋斗过的地方，让民族
精神生生不息。这像是点燃一支精
神传承的火炬，让更多人在新时代的
奋斗接力赛中补足精神之钙，激活初
心使命，激发前行动力。

11 月 27 日，是“11·27”红岩烈
士殉难日。届时，重庆将在歌乐山
烈士陵园组织大型“让烈士回家”
主题活动。这趟“回家之旅”，穿过

大江南北，最终将在红岩精神的发
源地得到升华。“让烈士回家”，让
明天更好，这是重庆人在缅怀历史
中得出的由衷感慨。当前，重庆正
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破解
发展难题，跑出成长“加速度”，何
尝不需要红岩精神的助燃？攻克前
进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尤需
学习烈士们那股为革命拼到底的雄
浑气魄。

1930 年，年仅 25 岁的共产党人
裘古怀，在狱中英勇就义。他在绝
笔信中写道：胜利的时候，请不要
忘记我们！历经近百年的激荡，历
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
上。“让烈士回家”，是让我们在深情
怀念中不忘先烈，更是让我们沿着
先烈用生命开拓的道路，以更加昂
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接力推
进他们为之拼搏的伟大事业。这是
对烈士最好的纪念。

短评

作为“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
的组成部分，由重庆市话剧院创作的大
型原创话剧《红岩魂》于4月2日晚在复
旦大学相辉堂剧场上演，700余名复旦
师生现场观看了演出。

现场直击
英烈的“坚守”感动观众

相辉堂是一座有着72年历史的老
建筑，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
筑。1963年，复旦话剧团曾在这里演
出《红岩》。56年后，话剧《红岩魂》的
上演让复旦师生再次被红岩英烈的事
迹所感动。

话剧《红岩魂》由重庆市话剧院根
据《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改编创作，于
去年10月在渝公演。该剧以大学生小
周为完成“狱中八条”的毕业论文，在歌
乐山烈士墓采访“11·27”大屠杀的幸
存者“张爷爷”为引子，用5个故事串联
全剧，艺术再现了刘国鋕、王朴、陈然、
小萝卜头、江竹筠等烈士的事迹。全剧
以“狱中八条”为主线，展现了共产党人
高尚的革命情怀和不朽的人格魅力。

当晚的演出结束后，观众报以持续
热烈的掌声。“刘国鋕烈士在狱中拒绝
脱党的坚守让我非常感动。”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17级学生

李彤在观看演出后说。年过七旬的复
旦大学原物资处办公室主任贺爱珍表
示，《红岩》小说她非常熟悉，但通过话
剧走近烈士的内心世界尚属首次，“演
员演技精湛，为我们呈现了一场富有教
育意义的舞台剧作。”

深夜彩排
演员敬业精神令人动容

复旦大学首演赢得满堂彩的背后，
是重庆市话剧院团队的辛勤付出。

4月1日晚，演出团队在相辉堂剧
院进行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而在此
前，30 余名演员已经在渝排练了一
周。舞美团队更是提前3天将3车道具
运到相辉堂，加班加点进行安装调试。

彩排中，导演梁东华坐在观众席
上，手拿话筒，不时指出舞台灯光、话筒
音效、演员表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记
者看到，饰演江竹筠的演员“牺牲”后，
其他演员调整音效期间，她就一动不动
地在舞台地面躺了近10分钟，敬业精
神令人动容。

直到2日凌晨0点44分，伴随着谢
幕的掌声，彩排才正式结束。“这次是彩
排最晚的一次，只有对每个细节较真，
才能让演出更加顺利。”梁东华说。

重庆市话剧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剑

说，在彩排和演出过程中，演员会不断深
化对角色的理解，走进人物的内心世
界，呈现出的真情实感足以感动观众。

调整细节
艺术效果更为震撼

记者注意到，演出中在讲述王朴的
事迹时，有句台词：“王朴，复旦大学毕
业，高材生啊！”张剑介绍，这句台词是
上周在重庆彩排时加的，“为了拉近与
复旦大学师生的距离，让他们知道王朴
是其校友。”此外，王朴的母亲金永华入
党宣誓时，伴随着歌声和枪炮声，数十
名演员一起宣誓，效果震撼。这与此前
只有金永华一人宣誓也有所不同。

“话剧《红岩魂》已经在重庆各地演
出了十余场，但走出重庆尚属首次。”张
剑说，每场演出时，都会视情况进行细微
调整，让观众享受到最佳的观剧效果。

“母亲可在家里边等着你呢！”“五
哥，今后只有你替我为母亲尽孝了。”演
出中，刘国鋕和五哥的这组对话也让不
少观众流下眼泪。张剑表示，矛盾冲突
的生活化、真实化、人性化是该剧的一
大亮点，基于历史细节进行的艺术创作
才能令人信服。

4月3日和4日，话剧《红岩魂》还
将在复旦大学连演两场。

话剧《红岩魂》复旦首演受热捧
本报记者赵迎昭发自上海

时隔70年，13位红岩烈士“回家”
本报记者赵迎昭发自上海

复旦师生聆听红岩故事会。 （本组图片由记者解小溪摄）

复旦大学和上海籍红岩英烈事迹简介

“让烈士回家”
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

□张燕

王朴烈士之子王继志在启动仪式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