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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 许多志同道合的男女走到一起， 结为革

命伴侣。 曾山和邓六金， 就是其中的一对。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和新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他们艰苦奋斗， 克己奉公， 体现了一对革命伴侣无

私的共产主义胸怀。

延水河畔 相识在一个破旧的窑洞

南归途中 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 延安成

了全中国人民向往的抗日圣地。 从全国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人、 知

识分子都纷纷自发地云集在宝塔山下、 延水河边。 在延安， 中央建立了全

国性的妇女组织机构， 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邓六金， 担任中央妇女工

作部部长， 危秀英任副部长。

一天， 危秀英拉着邓六金的手说：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邓六金颇感神秘地跟着危秀英来到中央机关的一间破旧窑洞里， 只见

面前站立着一位高高瘦瘦、 眉清目秀、 里里外外透出坚毅刚强性格的人。

危秀英指着他说： “这位是我们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同志。” 转而又

指着邓六金， “这位是我的战友邓六金同志。” 危秀英以前在江西省苏维埃

政府妇女部当部长， 和曾山很熟悉， 一别三年多， 都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

考验， 现在延安见到面， 大家都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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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热情地招呼她们坐下， 交谈中讲述了自己在红

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的经历： 他率领一个团掩护中央

主力红军转移后， 与敌人在广昌周旋了一段时间， 便突

出重围转到粤赣边区去。 不久又与强敌遭遇， 经历了多

次突围， 伤亡惨重。 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 为了保存这

支队伍， 他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由自己带领突围， 另一

路由战友胡海带领突围。 就在分手时刻， 他从挎包里掏

出一面写有 “艰苦奋斗” 4 个字的红旗， 对即将生死离

别的战友说： “这面红旗我们各拿一半， 一则用艰苦奋

斗的精神互相勉励， 二则今后我们胜利会师时， 重新把

它缝起来作纪念。” 就这样， 他拿有 “艰苦” 两字的半

面， 胡海拿了 “奋斗” 两字的半面， 互道珍重， 各自率

队突围。 他怀揣着 “艰苦” 半面旗帜， 心系着 “奋斗”

革命意志， 历经艰险， 最后剩下孤身一人， 仍不灰心，

不气馁， 冒着到处张贴 “捉拿曾山者， 赏洋八万元” 悬

赏布告的风险， 化装成长途挑油贩卖的农民， 挑着油篓

闯进上海找到了党组织。 后又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列宁学

院学习两年， 刚从苏联回到延安。

这是邓六金第一次见到曾山， 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老革命， 人很稳重， 实实在在， 还在苏联学习过。

邓六金笫二次见到曾山， 是在延安中共六届六中全

会上。 当时， 曾山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

部长、 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 会后， 中央决定

委派邓六金等 20 多位同志去华东地方工作。 在离开延

安经西安去南昌途中， 曾山对同志们很关心， 并给他们

讲了两个苏联故事。 一个故事是， 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

大富翁到苏联旅游时， 爱上一位年轻美丽的苏联姑娘，

他 便 向 她 求 婚 并 吹 嘘 自 己 有 很 多 财 产 ：

“只要你同我结了婚， 我的财产都可以供你

享用。” 姑娘谢绝了他： “先生， 我们苏联

有辽阔的国土， 富饶的资源， 作为苏联公

民， 这里面都有我一份， 不比你那点儿财

产多得多吗！” 这个资本家气馁地走了。 另

一个故事是， 有一次，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

本家去参观苏联的幼儿园， 孩子们看到资

本家太太手腕上戴着金镯， 都很惊奇。 资

本家太太问孩子们奇怪什么， 孩子们回答

说： “在奴隶社会， 这是奴隶的标志呀！”

那资本家感到晦气， 悻悻离开。 大家听得

津津有味。 曾山是要通过这两个故事， 来反映共产党人

的理想、 情操和追求， 反映共产党人对金钱、 爱情的态

度。

在西安期间， 由于国民党不发通行证， 致使他们逗

留了很长时间。 也就是在这等待过程中， 曾山与邓六金

有了更多的接触时间， 相互了解彼此的革命经历、 家庭

情况， 并产生了感情。 不久他们向中央组织部打电报申

请结婚， 很快得到组织批准， 随后就在西安八路军办事

处举行了结婚仪式。 两天后因为东南分局有紧急情况，

曾山一个人搭乘飞机从西安先到重庆， 然后， 从重庆坐

飞机到南昌。

在邓六金的记忆中， 虽然她与曾山从认识到结婚时

间很短， 但能感觉到， 曾山善良、 稳重、 可靠、 作 风

好、 思想进步， 值得托付终生。 当时， 曾山是个高级领

导干部， 但连一件微小的结婚纪念品都没有给她。 在他

们看来， 组织上的同意和身边战友的祝福就是最好的礼

物。 以后的几十年， 他们经历了风风雨雨， 都能互相体

谅和理解， 不悔当初的选择， 恩重有加。

皖南岁月 她不随丈夫吃领导“小灶”

淮南乡里 谭震林派她当乡党委书记

在皖南工作期间， 曾山与邓六金生活艰苦， 只住半

间房， 一张桌子， 一张床， 床上铺的是稻草。 吃的是红

苕、 糙米、 野菜、 芋头， 油水很少， 每月只能吃一次

肉， 而且数量很少。 根据当时的条件， 曾山等几个领导

曾山很爱孩子，可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怎么带好孩子，真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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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配有一个炊事员做饭， 他们吃的是小灶。 虽然如此，

她却不能跟随丈夫吃小灶。 曾山很过意不去， 对妻子

说： “其实， 我吃什么都行。 我把你从延安带来， 应该

多照顾才是， 可这是组织的规定， 我必须遵守。” 看到

丈夫严肃认真的样子， 邓六金忍不住笑着说： “这我还

能不懂。 你们那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 就是人少， 不用

排队。 你们那么忙， 没时间排队， 大家都知道。” 一个

高级干部的妻子， 就是这样对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曾山生活一直艰苦朴素。 他穿着发旧的军装， 破了

补补， 冬天戴一个有耳朵的棉帽子， 脚穿芦苇草编的草

鞋。 为了照顾老弱病残的同志， 组织决定给他们发一点

保健费。 按照规定， 曾山完全符合标准， 他身体不好，

但每次他都把自己的名字划掉， 他说： “我主管这项工

作， 怎么能领这个?我们现在经费困难， 要把钱用到最

需要的地方， 我不能要， 近水楼台不能先得月。” 就是

这样， 有了好处， 他让给别人， 有了困难， 他留给自

己。 那时期， 曾山同志因为营养不良， 胃坏了， 还几次

晕了过去。

1939 年农历七月十五， 曾山和邓六金的第一个孩

子出生了。 孩子出生在丁家山， 所以小名就叫丁儿。 当

时， 皖南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之下， 条件极为恶

劣。 经他们商量， 决定由邓六金送四个月大的丁儿回江

西吉安的曾山老家。 从吉安到曾山家的崎岖乡路上， 她

有生以来笫一次坐轿子。 颤颤悠悠的轿子在一排破旧的

房子前停下后， 儿媳妇怀抱着小孩笫一次见到婆婆。 没

有多久邓六金要回部队了。 临行前， 她来到丁儿面前默

默念道： “带着你， 妈妈怎么参加战斗呢？ 你在婆婆家

呆着， 会熬过来的。 等到我们胜利了， 爸妈一定要把你

接到身边！”

1940 年底， 邓六金身体不适， 肚子疼痛厉害， 当

地医生诊断为腹部长了瘤子。 由于皖南医疗条件不好，

组织决定她去上海治病。 但到上海后， 医生告诉她不是

瘤子， 而是怀了孩子， 她只好在上海把孩子生下来。 不

久邓六金第二个孩子出生， 小名叫阿留。 在此期间发生

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 军部及皖南部队近万人壮烈牺

牲了。 为了革命， 邓六金失去了那么多好领导、 好战

友， 非常悲痛。 由于革命异常艰苦， 孩子生下来身体就

不太好， 时常发高烧， 特别是在苏北盐城时， 数以万计

的日伪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 “大扫荡”， 邓六金只能带

着两个多月的阿留 “到山上打埋伏”。 山区生活条件艰

苦， 没有床， 只能在地上铺一层草， 垫一个被单； 吃的

是白薯、 野菜， 大人们挺一挺就熬过来了， 可孩子要吃

奶， 没奶吃只能让孩子吃棒子糊糊、 野菜汤。 打完 “埋

伏”， 邓六金找到曾山说： “想把孩子送出去寄养， 以

便脱身出来工作。” 开始曾山不同意， 后来他让步了，

决定放到老乡家带着。

孩子安顿好后， 邓六金和曾山马不停蹄地到苏北盱

眙黄花塘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 这时候， 华中局机

关有了很大变动， 邓六金要求曾山给她分配工作。 邓六

金对曾山说： “我要工作！ 你是组织部长， 你给我分配

工作。” 曾山回答道： “正因为我是组织部长， 可我们

是夫妻。 你要工作， 你自己去找吧。” 后来， 在谭震林

的安排下， 派邓六金到淮南根据地的一个乡里， 当了党

委书记， 在乡里搞土改， 宣传妇女解放， 发展组织， 支

援前线， 工作卓有成效。 在战争年代里男人艰苦， 女人

更艰苦。 邓六金是一位刚强好胜的女人， 尽管是一位母

亲， 她却在革命工作和培养后代中选择了前者， 多么祟

高的精神境界！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抗日战争胜利了，新四军从日军

铁蹄下解放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山东等地。在人们

欢庆胜利不久，乌云又笼罩全国。国民党再次发动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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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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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形势立即严峻起来，解放战争随即在全国展开。

主管财政 曾山饿得全身浮肿胃出血

寻夫途中 六金遇险死里逃生到大连

随着全面内战爆发， 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

并， 成立了华东野战军。 当时的山东， 正碰上百年不遇

的饥荒， 灾民流离失所。 曾山主管华东局财委工作， 搞

经济， 支援前线， 解决新四军的军需供给， 日常生活处

于极度的困难中， 缺吃少穿， 连高粱米、 地瓜干都吃不

饱， 部队只能吃槐树叶、 吃野菜。 又要行军， 又要打

仗， 还要搞土改。 曾山、 邓六金和局机关所有人一样，

脸都饿得浮肿了， 腰都挺不直。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曾

山和华东局财委开会决定， 每一个人要节约四两粮食，

救济受灾的农民， 不能眼看着饿死一个农民。 曾山还专

门对出去挖野菜的战士交代说： “我们部队尽量吃树

叶， 要把好一点的野菜留给农民。”

蒋介石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失败后， 便对山东解

放区开展重点进攻。 山东的局势很紧张， 华东局在发展

生产、 土地改革的同时， 还要寻找战机， 打激烈的运动

战、 歼灭战。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 华东局决定将在山

东的一些主要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家属转移到由苏联红

军管辖的大连去。

1947 年 7 月的一天， 邓六金一行， 从莱阳经文登

出发途经石岛， 前往大连。 在石岛， 由于国民党的军舰

严密封锁了海面， 山东和大连的海路被切断。 身怀六甲

的邓六金行动不便， 在石岛的小船上住了一个月。 为了

不影响队伍从威海去大连， 邓六金决定到当地老乡家待

产。 可在老乡家住了一天， 邓六金便呆不住了， 队伍才

是她的家， 是她工作的地方。 想想自已离生产还有两三

个月， 便谢绝了老乡的挽留， 问清路线， 一个人朝威海

方向走。 途中走了不久， 她就出血了， 血顺着腿往下

流。 就这样走一段， 歇一会儿， 再坚持走， 后来昏倒在

路上。 不知过了多久， 几个山东老乡发现了她， 得知她

是解放军， 要到威海码头去。 老乡们砍了树枝， 扎了个

担架， 硬把她抬到了威海的码头， 让她回到这支特殊的

部队。 船在开往大连的途中， 一会狂风大作， 惊涛骇

浪， 一会浓雾弥漫， 不见天日， 一连几天， 一船人饱受

颠簸， 精疲力尽。 邓六金肚里的孩子也折腾苦了， 导致

早产。 由于难产， 邓六金疼痛难忍， 却不敢叫出声来，

怕叫声被敌人听见， 只好用力地抓住地上的绳子。 失血

过多的她几度昏迷。 后来邓六金回忆说， 真应验了一句

老话： “妇女生孩子是一只脚在棺材里， 一只脚在棺材

外。” 看似有点夸张， 其实那时妇女生孩子， 的确这样

吓人。

孩子终于生下来了， 但孩子的哭声难免惊动附近军

舰上的敌人， 这样就要殃及全船人。 这时， 长征路中女

红军生孩子的情景一幕幕映现在眼前： 毛主席的夫人贺

子珍在贵州生了一个小孩， 寄托给了乡亲； 周子昆的夫

人曾玉， 行军时一步一个血印， 生下孩子来； 邓发的夫

人陈慧清生孩子的时候， 敌机在头上飞， 敌人在后面

追， 枪声都听得清楚。 长征时有好几个婴儿一生下来就

写张纸条扔在路边， 现在， 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 为了

整船人的安全， 她准备承受常人难以置信的痛苦， 把婴

儿扔向大海！

李坚真大姐见状，果断制止和劝阻，才保住了这条弱

小的生命。为纪念这次生与死的考验，孩子取名叫海生。

1948 年春， 华东野战军解放了潍坊， 不久邓六金

带着三个孩子从大连回到曾山身边。 曾山在潍坊、 济南

是负责接收工作， 在人们看来 “接收大员” 可是 “财神

爷”， 那时接管的物资还是很多的， 吃的东西也很多。

但他在大会上宣布： 坚决不能动一分一厘的物资， 谁动

处分谁， 更不能随便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这位 “接收

大员” 还连点儿细粮、 肉都不吃， 怎么苦就怎么过， 每

天仍然是地瓜干、 野菜。 有一次， 曾山胃出血， 经医生

诊断， 是 “白薯吃多了， 胃酸太多， 导致胃溃疡引起的

邓六金与曾山在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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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援前线， 曾山任华东局财经委员会书记兼财

办主任期间， 向前方部队拨出黄金 5000 两， 华中票 10

万元， 现洋 5 万元， 调集上千万斤粮食， 保证每个指战

员每天 1.5 斤的粮食供应， 还组织了 51 万民工， 担负

前方的运输、 担架、 押送俘虏、 警戒及养路破路等工

作。 为了保障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 为华东野战军东西

兵团准备了夏衣 250 万至 300 万套， 粮食 1.5 亿斤， 组

织人力 14 万， 担架 1.5 万副， 挑子 1.7 万副， 小车 2.1

万辆。 陈毅曾经对此无限感慨地说： “淮海战役的胜

利， 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上海解放 副市长不住别墅住通间

营养不良 财经主任晕倒坠落楼梯

上海解放了， 曾山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华东

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 组织上安排

了一处离机关很近的洋房给曾山一家人住， 曾山坚持要

先去看看。 房子很大， 还有花园草坪， 一看条件太好

了 ， 肯 定 超 出 规 定。 他 马 上 就 不 高 兴 了， 黑 着 脸 说：

“这地方不能住。” “住房只要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就可以

了， 必须按规定办。” 后来， 在复兴中路安排一处房子，

一楼是秘书长李人俊住， 楼上三间房， 一间是曾山主卧

兼办公室， 稍大的一间让五个孩子和保姆挤着住， 另一

间用作吃饭和接待客人。 其他房间， 曾山让机关都给锁

了起来， 房子里原有的沙发、 地毯之类的贵重家具和花

瓶、 鱼缸等陈设， 全部封存起来。

到上海不久， 丁儿也从江西老家接回身边。 后来才

知道， 他在战争年代也受了不少苦。 在丁儿四五岁时，

有一次， 日军 “扫荡”， 他和家人失散了， 自己跑到村

外的山洞里躲了两天， 才幸免于难。 祖母那次可吓坏

了， 以后就时刻把他带在身边， 万分爱护， 一到念书年

龄， 全家省吃俭用把孩子送进学堂。 丁儿刚回上海家里

时， 对爸爸、 妈妈都很陌生， 吃饭时拘束得很， 还老看

父母是不是真的。

曾山非常孝敬老人。 他的父亲、 哥哥、 弟弟都为革

命牺牲了， 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儿子。 他心里明白， 给老

母亲养 老、 照 顾嫂子 和弟 媳 是 他 的 责 任。 1949 年 底，

曾山把母亲、 兄嫂、 弟媳和两个女儿从江西老家接到上

海， 一家十几口人终于团圆了， 全家人特别高兴。

母亲虽然在身边，曾山却无暇照顾，整日不分白天黑

夜地工作，有时饭也顾不上吃。工作紧张时，他干脆两顿

并做一顿，或者白开水把米饭一泡，放一点辣椒，吃几口

对付对付。有一次，邓六金接到市政府电话，说“曾副市长

晕倒了，从楼梯上跌下来”。经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劳累

过度和营养不良造成的。医生们很惊讶：堂堂的大上海副

市长劳累过度还可能，怎么会营养不良呢？

家教严厉 对子女生活约法三章

儿女争气 艰苦奋斗成为传家宝

全家在上海团聚后， 曾山给孩子们开了个会， 给他

们讲以前的革命历史， 讲江西土地革命， 讲皖南抗日的

困难， 讲山东打仗的艰辛。 现在条件好了， 但艰苦奋斗

的本质不能变。 曾山是个和蔼可亲的家长， 可对孩子的

要求严格不苟。 他给孩子们规定了几条生活原则： 一是

吃饭吃饱、 不饿肚子就行， 不能挑三捡四； 二是穿衣服

能御寒、 不冷就行， 衣服破了补一补， 大的不能穿了小

的穿， 不能和别的同学讲吃比穿； 三是要爱劳动， 自己

的事自己干， 不能依赖别人； 四是要和同学搞好团结，

互相帮助， 与人为善； 五是现在都在上学， 要比就比好

好学习， 看谁学习好。

一到星期天， 曾山就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他对

北京时期的曾山、邓六金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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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说： “我们小时候家里穷， 不能供所有的孩子上

学， 没文化。 后来我们都是一边打仗一边学习。 你们现

在很幸福， 赶上了新社会， 有学上了。 你们一定要好好

学习， 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

量。” 平时， 孩子们看到别家孩子由爸爸带着上公园、

看电影或出去赏游， 可曾山从没在节假日带孩子们出

去玩过。

1952 年， 曾山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 先后担任中

央财经委副主任兼商业部长、 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

长、 国务院内务部部长之职， 直至去世。 全家从上海搬

到北京， 住在东四九条的一个院子里。 邓六金也在中财

委工作一段时间后调国管局。

在北京时， 孩子们住在学校， 星期天回家。 曾山要

求孩子很严， 每个月孩子们的零花钱， 大的给一元钱，

小的给伍角钱， 主要用来买点牙膏、 牙刷、 肥皂什么

的。 大的买书和铅笔多一点， 就给一元。 曾山要求孩子

们不要乱花钱。 曾山说， 别说没有钱， 即使有钱， 也不

能让孩子乱花， 养成坏毛病， “艰苦奋斗是给孩子们的

最好礼物”。

他经常给孩子们讲：“在旧社会， 我们吃饭穿衣都很

困难。现在你们长在新社会，虽然吃穿不用发愁，但不能

忘本。”一次，一个孩子回来说：“有人笑我，说我是干部子

弟，还穿补丁衣服。”曾山对他说：“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关

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就是好传统。”

曾山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但是他一直保

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 他不让孩子享受特权， 而是让

他们继承艰苦奋斗的传统。 曾山和邓六金共有七个子

女， 大女儿、 二女儿分别在工厂当工人， 不久二女儿考

上了华东纺织技术学校， 在工作中多次被评为先进工

作者、 红旗手。 大儿子 1958 年考上了大学， 从小没有

书读的曾山特别高兴地对儿子说： “你是家里第一个考

上大学的， 好啊！ 要好好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非常有

用， 将来建设国家必须要有科学文化知识。”“文化大革

命” 中， 曾山还支持大儿子到广东的农场下放锻炼。 二

儿子没有考上高中， 曾山没有托人找关系让他继续上

学， 而是支持他到北京化工厂当工人， 他说： “当工人

是光荣的。 你过去没有吃过苦， 能不能干得好， 那还不

一定。 这是一个考验， 要经得起考验。” 儿子开始上班

抡大锤， 回家后累得不想动。 曾山一直鼓励他， 要他坚

持住。 儿子果然坚持住了， 而且练出了一身好筋骨， 年

年拿奖状回家。 三儿子毕业后， 原来是选送去东欧留学

的， 后来情况变化， 考上四川空军工程学院， 先到部队

当兵。 他给家里写信， 希望能回北京上外语学院， 不愿

在部队。 曾山知道后回信说： “参了军就要服从组织，

哪能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让他安心在部队锻炼， 做个

合格的战士。 小儿子在学校读书不久也征兵入伍了。 小

女儿也想去当兵， 可女兵名额很少， 加上她眼睛近视，

体检也通不过。 曾山和邓六金商量， 想让小女儿留在身

边， 也好有个照应， 但小女儿性格很要强， 参不了军，

就要去建设兵团， 他们也只能支持她和班里同学一起报

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由于表现突出被评为 “兵团

模范”。 曾山在给女儿的信中说： “你是在艰苦环境下，

在海船上出生的， 能生活到今天来之不易。 一定要跟党

走， 干一辈子革命。” 这些看似心肠太硬， 实际上是对

子女爱得深切得当， 后来孩子们都很感激父母的良好家

教， 都为有这样的严父慈母感到骄傲。

曾山和邓六金就是这么言行一致地走过来的。 他们

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 便把自己交给了党的事业， 身

体力行， 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他们

虽已双双离开我们， 但他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是留

给我们的永久财富。 ○
（作者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题图 上海时期的曾山、 邓六金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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