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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帅救孤情谊长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通讯员 俞荣新 丁颖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有一份弥足珍

贵的档案。翻开这份档案，泛黄毛边纸上

有着飘逸俊秀的字迹，讲述了杨闇公如何

解决党内矛盾争端的故事。

1926年1月，中共党员杨洵决定向远

在上海的党中央去信，反映重庆党、团存

在的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问题。他为

什么这样做呢？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

处处长简奕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一封长信

当时杨洵 33 岁，是一名 1922 年在法

国勤工俭学时入党的“老党员”。1925年

7 月，他接受党的安排返回重庆，在中法

大学四川分校工作。然而不到半年，他却

感到种种不适：重庆党、团的领导人童庸

生个性强烈，自己关心刊登中法大学招生

广告的问题，童庸生居然有怀疑之意；童

庸生还一再插手中法大学教职员事务，有

捣乱之嫌；除童庸生外，团地委其他同志

也常常不采纳自己的意见，又要求自己不

能只关心中法大学事务……如此种种，让

杨洵如鲠在喉。

那时，四川军阀白色恐怖正烈，重庆

党、团领导人吴玉章、杨闇公和童庸生受

到通缉，远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

杨洵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

党中央收到杨洵的来信后，高度重视

信中的内容。不过，党中央更为关切的是

重庆党、团的团结问题。适逢杨闇公、童

庸生结束了在广州的会议来到上海，党中

央随即召集杨闇公、童庸生二人谈话，要

求解决这个问题。

从党中央领导口中得知内部团结出

了问题，受到了“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

的严肃批评，杨闇公、童庸生尴尬不已。

“童庸生感觉自己有些冤枉。”简奕

说，他对信中提及的一些事情进行了解

释，例如，刊登中法大学招生广告之事，因

经办同志延误、报社价格较贵，慢了两天

登出，这本与他无关，谁料想杨洵产生误

解还来信质询，童庸生才写长信要杨洵尊

重客观事实；组织事务繁多，所以希望杨

洵多承担工作；至于中法大学教职员事

务，或是安排其他同志生活来源，或是担

心引发军阀注意，又怎么算是乱插手……

童庸生反倒是对杨洵不愿意担当临时负

责人、推诿工作的做法有些不满。

“不过，杨洵反映的有一件事不假，童

庸生确实性格太强势。”简奕称，譬如童庸

生是在共产党员王右木的影响下参加革

命的，成都地方团在1922年10月初创后，

身为书记的童庸生就与团的指导者王右

木发生矛盾，还一发不可收拾。童庸生随

后转赴重庆建青年团，在给团中央的报告

中还严厉指责王右木。杨洵受不了童庸

生的性格，不奇怪。

一场批评会

身处斗争险境，肩负革命重任，内部

的分裂，很可能导致党、团组织走向消

亡。如果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带来不可

挽回的损失。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呢？

“中央的办法是：开会！”简奕解释，

1926年4月15日，重庆党、团领导干部共

10人开了一场批评会。杨闇公、童庸生、

杨洵等人参加，进行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

评，目的就是弄清事实，消除误会，团结同

志向前进。

会上，杨闇公开门见山：“我们仅可赤

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各

位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妨碍团体

工作的进行。”

杨洵随即发言，他详细陈述了自己在

工作中遇到的10个不适的问题和对童庸

生的看法和意见。童庸生也把相关情况

一一陈述，言下之意对杨洵颇为不满。

参会的其他同志也逐一发言，态度严

谨、言辞庄重，陈述事实，一字一句见血见

肉，根本没有什么童庸生是重庆团的创始

人、杨洵是老党员的顾虑。

“这次全是他(庸生)的态度不好，惹出

来的，以后希望改正。杨洵平时对工作不

努力，有‘高等党员’的气概。这次的误

会，全是你（杨洵）自己的疑心生出来的，

不应因个人的误会，不信任团体”“庸生对

团体工作虽诚实，但个性强烈，有‘左’倾

幼稚病。杨以前也曾努力工作，但回团

后，态度上不十分好”“庸生个性甚强，批

评同志时甚至于谩骂，故很容易引起误

会。杨洵……除中法校事外，全不工作，

态度对同志不诚恳，自然要引起误会，且

常站在团体外说话，更容易引起分歧……

这些言论哪里不引起同志的猜疑呢？”

面对同志们的批评，刚才还言之凿凿

的杨洵、童庸生虽偶有解释，但更多的却

是一再回答“接受批评”。随后，杨闇公又

要求两人互相批评。杨洵希望童庸生改

正态度，童庸生则希望杨洵注意改正“小

资产阶级心理”、团体与个人关系处理不

当和工作挑剔的毛病。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杨闇公主持会议时，始终不偏不倚，

从未打断任何一人的发言。当所有人发

言完毕，他客观总结了童、杨二人的缺点

并进行批评，他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强调：

“我们的团体是统一的，我们的同志时时

刻刻都应维护团体的统一，不应因一点误

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表现分裂的毛病。

这是我们同志应该注意的。团体不是私

人能把持的，决不是个人化的，是要团体

化的。”最后，他希望童、杨两人“以后共同

努力奋斗，不再闹此资产阶级的意气”。

经历此番会议的童、杨二人也由此化

解了矛盾，放下了包袱。而经过这次批评

会的四川党团组织，则以更加团结、更富

战斗力的工作姿态受到中央的赞誉。童

庸生始终战斗在四川革命斗争的最前线，

后于 1930 年牺牲；杨洵一直发挥理论功

底深厚的特长，一边搞宣传，一边做统战，

后来不幸于1949年12月7日牺牲在国民

党的屠刀下。

据了解，杨闇公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

也是重庆党组织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生

活会。细读会议记录可以发现，主持人程

序严明，争议双方辩事实、讲道理，参与者

公正严谨，最后的总结一针见血，达到了

解决问题、团结同志的目的。

简奕表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增强自

我免疫力、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

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我们要以杨闇公

主持召开的这次民主生活会为标杆，开展

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检视问

题，让党员红红脸、出出汗，促进党内政治

生活的严格规范，促进党性原则基础上的

团结，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据11月13日《重庆日报》

杨闇公：民主生活会留佳话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

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

着人送还……”

聂荣臻于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

县（今重庆市江津区）。1940年，时任晋察

冀军区司令员的他，曾亲笔写了这封信给

日军官兵，表达对一对日本小姐妹的关

爱。为何聂荣臻会为了她们写信给日军

呢？11月10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

处长刘华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聂帅救

孤的故事。

从战火中救起日本小姐妹

1940 年，八路军发起著名的百团大

战。当晋察冀军区向井陉矿区进攻时，救

起了一对日本小姐妹。她们的父母是井

陉矿站的工作人员，在交战中身亡。

前线部队打电话到晋察冀军区司令

部请示。聂荣臻当时是晋察冀军区司令

员，他听到报告后说：“我们实行革命人道

主义，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八路军还要以

礼相待，何况是孩子！立即把小孩送到指

挥所来。”

日本姐妹由一个民兵用箩筐挑着送

到了前线指挥所。大一点的女孩叫加藤

美穗子，五六岁的样子；小的叫加藤琉美

子，还在襁褓中。

聂荣臻走近箩筐，蹲下来亲切地抚摸

着两个孩子，参谋长聂鹤亭和工作人员也

围上来。他们都知道，司令员特别喜欢孩

子，只要有空，都会逗逗老百姓家的孩

子。他们也知道，司令员的独生女儿聂

力，已经失散多年没有音讯。

在指挥所中，聂荣臻让炊事员做了一

盆稀饭。他把大一点的小姑娘抱在怀里，

用小勺喂她。慢慢地，小姑娘不再拘束，

还对聂荣臻产生了依恋。

刘华介绍，随着战争推进，前线指挥

所无法长期养育这对日本孤儿。聂荣臻

最终决定，把姐妹俩送往石家庄的日本兵

营，让她们回到熟悉的环境中去，以便将

来回归她们的祖国。

给日军写下600余字书信

“日本小姐妹临行前，聂荣臻亲笔写

了一封信给日军官兵，信件共600余字。”

刘华说。

正文开头，聂荣臻强烈谴责了日军侵

略中华的暴行：“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

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

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

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

负之。”

接着，他在信中介绍了两个小姑娘的

情况，请日军“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

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在信件的结尾，他表示：“我八路军本

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

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

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

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

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

亦幸甚。”

信写好了，聂荣臻让警卫员去找一名

可靠的老乡承担护送任务。一切都准备

好后，聂荣臻对老乡说：“老乡，请把这两

个孩子送回去吧。”说完，又把亲笔信交给

他。信没有封口，便于沿途关卡的敌人检

查时阅看。该书信原件至今下落不明，所

幸当年书信送出前，《晋察冀画报》摄影记

者沙飞拍下了书信全貌。

刘华表示，这封信彰显了聂荣臻的人

道主义精神：“当时他的女儿聂力下落不

明，他却接纳了美穗子姐妹，体现了他的

博爱，对之后中日关系改善做出了很大贡

献。”

“我永远都会记住您的恩情”

抗战胜利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聂荣

臻和聂力终于团圆。

光阴似箭，1978年8月，中国和日本签

署了和平友好条约。年届八旬的聂荣臻元

帅撰写回忆录时，对女儿聂力说：“这些年

来，每逢想起这件事，我还常为两个日本孩

子担心，不知道她们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

……”

1980年初，在中日有关方面的共同努

力下，美穗子被找到了！当时，她已经是3

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妹妹当年被送到石家

庄日军营地后，因伤势过重，不幸亡故。当

年7月14日，在日本驻华大使的陪同下，美

穗子一家来到人民大会堂。当聂荣臻元帅

出现在会见厅门口的一刹那，美穗子顿时

泪如泉涌。

美穗子说：“我到中国来的时候，许多

日本人，特别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旧军人，

托我带口信，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和谢

罪。”聂荣臻回答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

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灾

难，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次，看到你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很高兴。让我

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

代代友好下去。”

1999年11月19日，美穗子来到江津，

参加聂帅陈列馆的聂荣臻铜像揭幕仪式。

面对铜像，美穗子含泪说：“元帅父亲，我永

远都会记住您的恩情。”

聂帅救孤，已经成为中日两国交往史

上的一段佳话。刘华表示，今天，我们要学

习聂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德报怨

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怀宽广之心，行仁

义之事，树立崇德向善、以德服人的良好

社会风尚。

据11月11日《重庆日报》

聂荣臻拜托老乡将日本小姐妹送到

石家庄。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供图）

四川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吴玉章（左一）杨闇公（右一）、童庸生（左二）。

重庆日报记者 郑宇 翻拍

1926年4月，重庆党团地委领导干部批评会记录。（受访者供图）

深秋，海拔 500 米左右的田野上，

不是花就是果。放眼丰收的季节，满

满都是收获的感觉，一派金秋好时

光。退休党支部牵头组织政协机关、

离退休人员来到綦江北部山区中峰镇

学习、考察。中峰镇与“蜂”结缘，“一

路繁花相随，一生甜蜜相伴。”“一次甜

蜜的邂逅，万千花朵的缠绵”糯糍糍

“蜂”情洋溢的话语，火辣辣地映入眼

帘，融融的情意，仿佛把我青春的激情

还停留在昨天。

说来也难怪，不只是我，就连一直

在机关工作的周伟，来到中峰镇任镇

长，没几年便被“蜂”情感染，说起蜂事

滔滔不绝，谈起养蜂的诀窍头头是

道。一箱蜂一年收入多少？贫困户可

养多少箱蜂；怎样管理？怎么扶持和

政策配套？那是一清二楚；简直就是

行家里手。就连我这平时喜欢较真的

人也佩服得频频点头。更可贵的是中峰镇党委、政

府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学习活动与实实在在

的养蜂脱贫攻坚契合得恰到好处。听了介绍，看完

蜂园，我脑海里闪出一道灵光：我们基层的干部真是

把习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的讲话精髓理解透了，真

正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学习与老百

姓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融合成甜蜜的事业了。

看着成群结队的蜜蜂忙碌在花丛中，镇长告诉

我，这群蜜蜂叫中蜂，真的与中峰有缘呢。我双手抱

在怀中，不敢对蜜蜂有丝毫的打扰。记得儿时在綦

江大同路医药仓库坝子旁，我用竹条追打蜜蜂，竟被

一只蜜蜂蛰了头，起了包，一时对蜜蜂“怀恨在心”，

后来想想，那也是蜜蜂迫不得已的自卫，表示理解。

我一直把蜜蜂当成神秘的昆虫。瞧那蜜蜂，满

身绒毛，密密的、黄黄的、穿着黑色的短裙，煞是好

看。它们个头不大，轻盈飘逸，飞起来忽东忽西，忽

上忽下，有趣可爱。

在中峰镇确有一批懂养蜂的干部。一位村主任

告诉我，蜜蜂从早到晚都在忙碌，盘旋，寻找，探索，

穿梭在群花之间，勤奋地采集花粉，待收获满满，便

飞回蜂巢，精心酿造。正如幼儿园教的儿歌：“小蜜

蜂、整天忙，采花粉、酿蜜糖。”

蜜蜂过着群居生活，团结互相，彼此和谐。尤其

是冬天，为了御寒，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抱团取

暖。据业内人士测定，即使是冬天，球形的蜜团核心

温度也在 22 度左右。它们仿佛在用事实向人类昭

示：战胜一切困难，关键要团结！

蜜蜂有智慧，也有风格，对于劳动的成果，自己

食用很少，大多奉献了人类。蜜蜂对于人类最大的

贡献还在于它们传授花粉，这就是在采撷花粉的过

程中，又把有些花粉撒在其他花上起到了异花传粉

的作用，协助植物受孕，结籽繁衍后代。著名科学家

爱因斯坦有句预言：“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那人

类只能再活4年。”这预言是真是假，以及遥远的未来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暂且不论，但蜜蜂对人类的重

要性，委实是不可置疑的。

翻阅有关生物学刊物，据载，世界上76%的粮食

作物和84%的其他植物，都要依靠传粉的昆虫传授花

粉，而蜜蜂是重要角色。英国在1950年—1980年和

1980年—2005年的考察数据都显示：在蜜蜂减少的

同时，很多植物也相应减少，呈正比关系。可见蜜蜂

虽小，能量很大、价值又高。我由衷地向个头小、能

量大的蜜蜂致以真诚的敬意！

甜
蜜
事
业
考
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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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烟迷蒙，最后一个书包

从山湾跨进你的视野

你的微笑敲响树桩的钟声

开学第一课涌进简陋的教室

你没有太多的开场白

高度近视的眼镜反射光影

规矩的敬礼高矮不齐

欢迎小朋友回来，你真诚地回应

斑驳的黑板擦拭多遍

你抽出最粗的粉笔缓缓书写

隶书字体让“中”字如燕子翻飞

正楷的“心”字让你一阵眼热

你问:上面一个字读什么

他们用稚嫩的嗓音回答:中

那么下面一个字怎么读？你问

爱心的心！回声高低不同

你拍着长满老茧的手掌

满是黄牙的嘴连连夸奖

那么两个字合起来读啥

中心！心中！他们七嘴八舌的嚷

不对不对，应该是个忠字！

你也嚷，破嗓子发出鸭子的怪样

他们唱：忠忠忠，忠诚的忠

声音嘹亮，差一点就震断房梁

村小纪事
文/胡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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