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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的革命业绩和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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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9)

[摘 要 ]曾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江西苏维埃运动的先驱, 新四军的创造者和领导

人之一, 党的组织工作和财经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曾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的革命精神

体现在忠于理想、百折不挠,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服从组织、严以律己, 艰苦朴素、勤俭节

约诸方面, 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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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是一位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党、政、财以至军事方面, 都担负过重要的领导

工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尤其对中国的苏维

埃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光辉的革命业绩、坚

强的革命精神、优秀的品德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一、曾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曾山 1899年 12月 12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

永和镇锦原村曾家。他家有四位烈士, 是一个光

荣的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哥哥、嫂子、弟弟都先

后为革命牺牲了。父亲曾采芹 1929年参加革命,

担任中共吉安县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联络工作, 三

次被捕,坚强不屈,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哥

哥曾延生 1923年在上海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江西省总工会代理

委员长、赣南特委书记等职, 领导过著名的九江工

人收回英租界斗争及万安暴动。 1928年曾延生与

妻子蒋竞英一起在赣州牺牲。弟弟曾炳生在家乡

参加中国共产党, 随长兄曾延生在九江做地下工

作,被敌人杀害于九江沙河街。曾山写过一副对

联,概括他的家庭: !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 先父三

难一死为人民。∀1930年 11月 19日, 毛泽东从吉

安走到锦原曾家村, 慰问曾山的妈妈康春玉, 赞扬

这个家庭对中国革命所作的巨大贡献。

曾山是一个由工农兵成长起来的、经过基层

锻炼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少时读过二、

三年私塾,后来在家种田。他 15岁当学徒, 三年

学徒期满后,又做了两年帮工。失业后,返回吉安

家乡种田。1925年 !五卅 ∀运动后, 在哥哥曾延生
带领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领导官田暴动,

1929年任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0年任江西省

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主席团七位常务主席之一, 被选为中

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

府内务部部长、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抗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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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

兼组织部长,华中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华东局常委

兼财办主任。新中国成立后, 任政务院委员兼纺

织工业部部长,并任上海市副市长、华东军政委员

会副主席。 1952年调中央,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

主任兼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交通部部长、国务院

内务部部长。系中共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任国务委员的张劲夫评

价说: !对曾老这样德老望重的长者, 我的怀念之

情历久弥深。在历史的长河中,人只是一滴水,但

其清浊巨细却不相同。我以为, 曾老是历史长河

中的一溪清流,长留在后人心中。∀ [ 1] P2

二、曾山是江西苏维埃运动的先驱

曾山在江西苏区的威望很高, 毛泽东多次说

过: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曾山同志是有

功的。∀ [ 2]

1928年春, 曾山任中共吉安永福区委书记。

为了配合毛泽东在井冈山攻打永新的斗争, 领导

700农民, 举行了威震吉安西区的 !四九 ∀暴动。

随后,曾山调任吉水县委书记。

1929年,曾山被选为中共赣西特委常委、赣西

苏维埃政府主席。为了争取吉安县靖卫大队长罗

炳辉率部起义,曾山做了许多工作。 11月 8日,因

吉安团特委书记叛变, 导致赣西党、团组织被破

坏,牺牲 200余人。吉安县县长准备逮捕罗炳辉。

在此关键时刻,曾山约见罗炳辉, 给他写了一封密

信。信中告诉他 !赣西、南特委有许多机关被破

获,已从北路撤退,党命令罗炳辉率部起义∀。[ 3]罗

炳辉接信后,当机立断,于 11月 15日凌晨 4时,带

领一百七八十人,一百三四十条枪,在吉安值夏起

义。罗炳辉起义意义很大。斯诺夫人在 ∃续西行

漫记%中写道: !罗的这次功劳只有陕北的刘志丹

可以和他相比。∀

1930年 2月 7日, 毛泽东在吉安陂头召开红

四军前委、红五军、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联席会

议。会议由毛泽东、刘士奇、曾山三人组成的主席

团主持。曾山针对有的人提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

的主张,提出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原则, 得到了毛泽

东的肯定, 并被写进了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不

久,他又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布了保护

土地私有权的通告,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参加

红军和支援前线的积极性。邓子恢说, 曾山对毛

泽东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夏, 党中央领导机关出现了李立三的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强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
毛泽东想方设法予以抵制。曾山坚决支持毛泽东

不打南昌、夺取吉安的正确主张。他以赣西南苏

维埃政府的名义, 多次发布 !通告 ∀和 !紧急通

令∀, 要求做好配合红军攻打吉安的各项准备工

作。 10月 4日,他作为攻打吉安总指挥,率领十万

工农武装,配合红一军团打下了吉安城。毛泽东

说: !占领吉安,是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4]吉安攻

克后,赣西南苏区联成一片。 10月 7日,江西省苏

维埃政府在吉安宣告成立,曾山任主席。

1930年 10月下旬,曾山出席了毛泽东在新余

罗坊召开的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

坚决拥护毛泽东实行 !诱敌深入 ∀的方针, 以对付

蒋介石的反革命 !围剿 ∀。会后, 曾山立即向各县

负责人传达了罗坊会议精神, 要求做好 !坚壁清

野∀等各项工作,以保证反 !围剿∀战争的胜利。红

军撤离吉安时, 曾山随毛泽东一起转移。曾山在

根据地继续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以

及帮助红军运送粮食、弹药、伤员等各种后勤工

作,配合红军作战,为反 !围剿 ∀斗争的胜利做出了
重要贡献。

1931年 11月 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

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曾山是大会主席团七位常

务主席之一。大会选举了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按照中共中央原来意见: !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苏区中央局与临

时中央商议,将原定的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

改成项英。
[ 5] P272

但曾山毫无怨言。

曾山在主持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期间, 政

绩卓著。几年间, 他将江西省苏区地方武装和青

壮年农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红军主力部队, 先后

达 40个团的兵力。曾山在苏联时,曾自豪地向共

产国际报告说: !江西开展了土地革命,改善了工

人农民的生活, 特别是创造了比较巩固的苏维埃

政权,达七八年之久。∀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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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9月, 中央决定曾山代理江西省委书

记,留在江西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在极艰苦的条

件下,曾山带领红军游击队与比自己强大三十倍

的敌人进行了数百次战斗, 坚持了九个月, 保存了

革命火种,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红军长征。

三、曾山是新四军的创造者和领

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 曾山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

副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委员,
[ 7 ]
协助项英

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1938年 1月中旬,曾山和项英一道,来到谭余

保领导的湘赣边游击区莲花县垄上村, 看望经过

三年艰苦卓绝斗争的游击队员们, 向他们进一步

传达中共中央指示, 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曾山

在游击队员中, 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由于曾

山是本地人, 威信高, 大家都听他的。
[ 8]
当年曾山

领导的江西军区一团, 有一部分突围到了湘赣边

游击区,被编为湘赣红军独立团 !宜乐连∀。项英、

曾山最后宣布湘赣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一支

队第二团,湘赣临时省委改为湘赣特委, 谭余保任

书记。

接着, 曾山又和项英赶往赣粤边游击区,看望

这些曾经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过了三年野人般生

活的游击战士们,代表党中央对他们进行亲切的

慰问,动员他们愉快地接受改编。在他们的指导

下,赣粤边游击队的下山、集中、整编工作, 进行得

很顺利。赣粤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

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和第三营的一部, 陈毅

任第一支队支队长。赣粤边特委改为赣南特委,

杨尚奎任书记。

2月 28日,曾山受项英委托,代表东南分局去

闽浙边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 指导部队改编。曾

山抵达浙江平阳县三门街后, 受到闽浙边游击区

游击队员们的热烈欢迎。曾山对他们坚持三年游

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曾山在浙江工作很顺利。

他最后代表东南分局宣布: 刘英留在浙江, 任浙江

临时省委书记; 粟裕率领闽浙边红军游击队 500

余人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任副司令员。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 是在

队伍分散、交通不便、联络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思想工作很难做。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 南方红

军游击队就完成了下山、集中和整编为新四军的

光荣任务,这是一个奇迹。曾山不仅是江西苏区

游击战争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又是中共中央东南

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的领导成员, 而且参

与了组建新四军的全过程, 亲自指导了 3个游击

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 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他的

任务。曾山成为新四军的创造者和领导人之一。

四、曾山是党的组织工作和财经

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 曾山担任了十年的

中央局组织部长。他忠实地贯彻党的干部路线,

模范地执行党的干部政策, 使干部到了组织部,就

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华中党校的整风审干, 是在

华中局组织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曾山掌握干部

政策很稳当,没有采取康生在延安搞 !抢救运动 ∀

的作法,没有发生 !逼供信 ∀的错误,坚持了实事求

是,体现了治病救人的精神。

曾山是党内为数不多的财经专家之一, 是我

国财经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他在江西苏区时, 就

兼任财政部长, 谙熟财经业务。 1943年以后, 他又

分管财经工作。为了与敌、伪、顽作经济斗争, 他

领导成立了华中银行, 发行了解放区的货币。他

知人善任, 被誉为华中局组织工作的好 !伯乐 ∀。

当时财经干部较少, 曾山把他们视为宝贵财富,对

他们特别注意培养, 为党的事业储备治国安邦的

人才。如方毅、孙冶方、薛暮桥、许涤新、李代耕、

陈穆、骆耕漠、李人俊、徐雪寒、顾准、陈明、陈国

栋、汪道涵、卢绪章、吴雪之、刘少文、刘贷峰等一

大批人,都在他领导下工作过。顾准到淮海区工

作,曾山专门把顾准的母亲、爱人从敌占区接到解

放区,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使顾准一家感动得不知

说什么好。1946年从华中撤到山东时, 曾山指示

说: ∀一个财经干部也不许失散! ∀ [ 9]
这些干部后来

对曾山统一华中、华东财经起了重大作用, 建国后

都成为一流的经济学家和财经战线的部长级干

部。

1948年 9月,曾山主持济南军管会工作,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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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套接管大城市的经验, 受到中央高度评价。

周恩来亲自起草中央文件, 推广济南经验。薄一

波说, 这 !对我们做好平津的接管工作, 大有裨
益 ∀。[ 10] P7

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曾山受命代表华

东局领导支前工作,保证了华东野战军和部分中

原野战军的粮草、物资供应, 为淮海战役和渡江战

役的胜利,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物资奇缺,大米只够全

市吃半个月, 煤只够烧七天。敌人散布说: !共产

党在军事上打 100分, 经济上打 0分。∀打好经济
仗的重担, 压在陈毅市长和副市长兼财委主任的

曾山肩上。为稳定大上海, 曾山四处奔波, 甚至到

煤矿井下,从四面八方调集物资, 解决上海紧缺的

两白一黑 (粮食、棉花、煤炭 )问题,从而很快恢复

了生产,安定了 500万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银

元贩子捣乱,哄抬物价, 使上海物价一日三涨, 一

块银元竟涨到值 1800元人民币。曾山将情况向华

东局汇报, 建议采取政治手段。经中央批准, 曾山

协助陈毅采取果断措施,打击投机风暴, 查封大投

机商操纵的证券交易所,逮捕首恶分子 200多人,使

4万多银元贩子销声匿迹,从而稳定了金融,平抑了

物价。毛泽东说: !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

五、学习曾山的革命精神和高风

亮节

曾山没有给我们留下鸿篇巨作, 但他在革命

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优秀品德和高风

亮节,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改革

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

下,弘扬曾山的革命精神,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弘扬曾山 !忠于理想、百折不挠 ∀
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必胜的信心

曾山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在任何艰难

困苦的条件下, 他的革命信念都不动摇。他曾多

次遭到通缉。第一次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

民党江西省政府的通缉。他面对革命遭受挫折,

面对战友、亲人倒在血泊中, 没有畏惧和退缩, 他

坚信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他毅然决然地奔赴广

州,进入教导团当兵,参加广州起义。

第二次是 1934年 9月第五次反 !围剿 ∀战争

失败后,曾山率领独立团在江西苏区坚持游击战

争。敌人到处张贴悬赏八万元 !捉拿曾山∀的布
告。曾山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曾山在与公兴万

特委书记胡海分散突围时, 拿出写有 !艰苦奋斗 ∀

四个大字的红旗, 对胡海说: !这面红旗我们各拿

一半,一则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互相勉励;二则我们

今后胜利会师时, 重新把它缝合起来作为纪念。∀
这半面红旗现在陈列在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当游击队伍被强敌打散以后, 曾山身边只有三个

人。一个牺牲, 一个回家, 一个受伤, 但曾山坚持

要找党,继续干革命。结果受伤的人也回家去了。

他只身一人, 辗转千里到上海寻党。上海的报纸

又刊登通缉令, 出八万元悬赏通缉他。他依然坚

信一定能在上海找到党组织。在举目无亲的情况

下,生活非常艰难, 经过三个多月的奔波, 终于找

到了党组织。

我们弘扬曾山忠于理想、百折不挠的革命精

神,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把党的

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 )弘扬曾山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
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曾山在领导江西苏维埃运动中, 曾因坚决拥

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受到王明 !左 ∀倾错误路线
领导者的打击和排挤。王震在 ∃永留正气在世间 %

一文中写到: !当时中央派驻的代表在江西推行王

明路线,他们极力排挤打击毛泽东同志,逼迫曾山

同志反对毛泽东同志,曾山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旗

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看法, 认为中央苏区的发展,

红军队伍的壮大, 是同毛泽东同志正确主张和指

挥分不开的。曾山同志为此受到排挤和迫害, 一

度被调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岗位。∀ [ 2 ] P4
曾

山并没有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放弃原则,他始

终如一地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求实, 坚持实事

求是,为真理而斗争。

上世纪 50年代初 !三反∀运动时, 曾山负责领

导上海财经系统的运动。有一个单位送来报告,

说某某财贸干部是 !大贪污犯 ∀̀、!大老虎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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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毙,请予审批。曾山经过调查, 证明这位同志虽

有某些错误, 但并不是什么 !大贪污犯 ∀、!大老

虎 ∀。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 挽救
了这位同志的生命,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我们弘扬曾山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革命精

神,有利于更好地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 )弘扬曾山 !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

的革命精神,努力搞好廉政建设

曾山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 是廉洁奉公、勤

政为民的一生。在江西苏区时, 他经常白天戴草

帽、打赤脚下乡劳动, 晚上在省苏维埃政府办公。

他走村串户联系群众, 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

的问题,和群众打成一片, 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

人,带出了苏区干部好作风。

上海解放时, 曾山领导的财委接管了几百个

国民党的仓库, 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东西, 应有

尽有, 全部上交国库。他自己以身作则, 一尘不

染。有的同志要求拿点牙刷、牙膏、钢笔之类的小

东西分给大家使用, 曾山都不同意。他说: !如果

我们财经干部可以利用职权, 带头破坏财经制度

和财经纪律,那就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

那就是严重的犯罪和失职。∀
曾山任内务部部长时, 自然灾害不少。他总

是往最危险的地方去察看灾情, 解决困难。 1966

年 3月,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曾山立

即率中央代表团奔赴灾区, 一次又一次地到地震

尚未停止、灾情最严重的隆觉县白家寨地震中心

慰问灾民,帮助灾区人民战胜困难, 恢复生产, 重

建家园。

今天, 弘扬曾山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革命精

神,有助于反对腐败, 推进廉政建设, 密切党群关

系,齐心协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四 )弘扬曾山 !服从组织, 严以律己 ∀
的坚强党性,端正党的作风

曾山是一位党性很强的老党员, 有高度的组

织观念, 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他把自己融于 !组

织 ∀之中,将自己的一切交给 !组织∀。他从不考虑

职务高低,只想到服从革命工作需要。1937年曾

山从苏联回国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

特洛夫接见了他,准备留他在共产国际负责中国

党方面的工作。但他表示, 我的祖国正遭受日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必须回国去工作,那里才是我

的岗位。1946年, 华中局北移山东时打电报给党

中央,由曾山任华中分局书记, 但他当日就致电中

央谦让,并表示愿意到条件艰苦的滨海地区去当

一个县委书记, 领导群众打游击。中央当即回电:

!曾山仍任组织部长。∀

曾山严以律己, 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他常

对子女们说: !我们的一切是劳动人民给的, 我们
永远属于劳动群众。∀你们的前途, 要靠自己去艰

苦奋斗。考不取大学, 就去当工人; 要参军, 必须

符合条件。曾山的老战友、老部下很多,他从不找

他们为子女开后门。解放初, 曾山把女儿送到上

海郊区一个纺织厂去做女工。有人跟她说: !你爸

爸是副市长,你为什么不在家享福, 而要到这里来

做工? 你是小姐呵! ∀女儿思想产生了动摇。曾山

耐心地教育女儿说,不要以为爸爸当了官,就有特

权,工作就可以挑挑拣拣。 !你不愿意做工, 那就回

乡下种田去好了,我这里按规定只能留你三天。∀女

儿很听话,在工厂一直表现很好,并入了党。

我们弘扬曾山 !服从组织, 严以律己 ∀的精

神,有助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增强党员党性修

养,提高党员素质,锻炼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

党员。

(五 )弘扬曾山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
的精神,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在曾山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在游击战争时

期,曾山遇到的困难非常大。天当房, 地当床, 有

时几天吃不上一餐饭, 只有吃山上的野果、草根。

抗日战争时,新四军实行供给制,吃大锅饭。有一

次,他病了,体质很虚弱, 警卫班的同志凑钱买了

一碗肉汤给他喝, 他不肯喝, 以为用了公家的钱。

当警卫员解释以后, 他一定要他们收下钱, 他才

喝汤。

张劲夫同志回忆说: !尤其令我敬佩的是,曾

老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过着艰苦朴素的生

活。他很早参加革命,以他的资历和职务级别,可

以享受较高的待遇, 但他一直严以律已,对家人子

女要求也很严。他的老伴邓六金大姐也是一位老

红军,和曾老一样,从不搞特殊化,从不以权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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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同志们的称赞和敬重。∀ [ 11] P11
在上海时, 组织

上分配给他一幢小洋楼。但他只用三间, 一间作

卧室兼办公室,一间给五个孩子住,一间用来接待

客人和吃饭。他不抽烟,不喝洒, 穿着很简朴。为

了便于接待工商界人士, 领导要给他做一套料子

衣服,他只让做一套布的。他说: !我们不能和资

本家比阔气。∀他六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国访

问,没有买过洋货,并把节余的钱上交国家。

我们学习曾山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作风,并

不是要我们去过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 而是要继

承那种精神。因为我们的时代, 也面临着困难,需

要我们去克服。我们要学习曾山的那种精神, 以

他为榜样,发扬革命传统,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宏伟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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