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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朱德入党袁 还有一段不同
寻常的经历袁 可谓一波三折遥 1922
年袁 早已是滇军少将旅长的朱德看
到军阀混战袁民不聊生袁担心就此下
去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无法实现袁
于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
路遥

7月袁 朱德来到北京见到挚友
孙炳文遥孙炳文告诉朱德袁他的朋友
李大钊去年组织了一个新党要要要中
国共产党遥这个党与国民党不同袁它
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袁 代表贫苦大众
利益袁反对封建军阀鱼肉人民袁反对
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袁 号召劳动
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全国政
权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遥朱德听后当
即表示要去见李大钊袁 要求加入这
个先进的政党遥不巧的是袁当他们赶
到李大钊家里时袁 李大钊已经去了
南方遥 孙炳文提议去上海拜访另一
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遥

8月下旬袁 朱德和孙炳文费尽
周折袁终于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遥朱
德向陈独秀讲述了自己从贫穷少年到小学教师尧
从少尉司务长到少将旅长尧从教育救国到投笔从
戎尧 从对军阀的绝望到与军阀的决裂的曲折经
历袁并表达了他愿舍弃所有袁加入中国共产党袁救
国救民的强烈愿望遥 考虑到入党必须有党员做介
绍人袁还需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考察袁当时的朱
德并不具备入党的基本条件袁陈独秀没有马上答
应他的入党请求袁但找出叶资本论曳叶共产党宣言曳
以及自己撰写的几本革命理论书籍送给他袁让他
先拿回去学习袁并嘱咐一定要学懂尧学好遥 朱德被
陈独秀拒绝后虽有些失落袁但并没有气馁袁已经
36岁的朱德决定去革命发源地欧洲留学袁去接触
原汁原味的革命真理遥

9月初袁 朱德与孙炳文一道登上安吉尔斯号
邮轮袁从上海启程袁经香港尧西贡尧新加坡尧槟榔
屿尧科伦坡袁沿着亚洲大陆的西海岸横穿印度洋袁
进入红海尧苏伊士运河尧地中海袁历时 40多天抵
达法国马赛港袁随即转乘火车来到巴黎袁安顿在
一位华商家中遥 在那里朱德结识了青年革命家尧
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之一赵世炎遥 得知朱德不寻
常的经历袁赵世炎非常钦佩和感动袁建议他去德
国找支部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袁并告诉了他周恩
来的地址袁还为他给周恩来写了封介绍信遥

10月 22日袁 朱德和孙炳文在德国柏林瓦尔
姆村皇家林荫路周恩来的住处见到了年轻英俊
的周恩来遥 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袁仔细倾听
他们的曲折经历以及他们要求入党的愿望和初
衷袁还不时地在小本子上记着遥 周恩来被朱德追
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和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深深
打动了遥 在接下来几天的深入接触与交谈中袁周
恩来知道朱德真的是舍弃了一切袁 远涉重洋袁积
极地寻找革命真理袁寻找中共党组织袁寻找救国
之路袁十分难能可贵袁于是同意了朱德和孙炳文
的入党申请袁并答应做他们的入党介绍人遥

11月袁周恩来就朱德尧孙炳文入党的事请示
中共旅欧支部的另一位负责人张申府袁张申府认
为朱德主动抛弃优裕生活袁到欧洲来寻求新的革
命道路袁态度诚恳袁为人谦虚袁而且积极要求进
步袁也同意他入党袁并与周恩来一起做了朱德和
孙炳文的入党介绍人遥

按照二大叶党章曳的规定袁吸收不是工人身份
的朱德入党必须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批准袁也就是说袁需要得到陈独秀的认可遥 在听取
张申府的专门汇报后袁陈独秀认为朱德经受住了
党的考验袁 再加上有周恩来和张申府作为介绍
人袁 所以他代表党中央批准了朱德的入党申请遥
考虑到当时国共两党的特殊关系以及革命工作
的需要袁他要求暂时对外保密朱德的党籍遥 就这
样袁朱德成为中共的一位野秘密党员冶遥 借助这个
特殊身份袁 朱德圆满完成了 1926年陈独秀交于
他的统战任务袁成功说服时任川军第 2军军长兼
重庆警备司令的杨森在 11月 2日改旗易帜遥 直
到 1927年 8月南昌起义爆发后袁 朱德的党员身
份才得以公开遥 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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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 10月 24日袁 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早晨袁
天刚蒙蒙亮袁淡淡的晨雾中袁乡亲们推着两辆独轮野土
车冶走在板仓的小路上遥 杨开慧抱着毛岸英坐在前一
辆车上袁孙嫂坐在后一辆车上遥在两辆土车周围袁 几十
个手拿武器的敌人紧紧围着遥

孙嫂是杨开慧家的保姆袁 来她家 4年了遥 跟雇主
一起赴难袁她是挺身而出的遥 见敌人将出来阻挡的孙
嫂五花大绑袁杨开慧大声呵斥院野她是保姆袁是帮我做家
事的袁抓她干什么钥 冶敌人的回答是院这个保姆不一般袁
必须带走遥

孙嫂却临危不惧袁还开导杨开慧院野我去吧袁能给你
娘俩个照应遥 冶 就这样袁一个乡下女人袁并不知道什么
是共产主义袁更不知道毛泽东以后会成为新中国的最
高领袖袁却义无反顾地跟雇主赴汤蹈火袁让毛泽东这个
人民领袖尧让中国历史记住了这个铮铮铁骨的湘妹子遥

遇上好人
孙嫂一开始就为毛泽东尧杨开慧的心地善良尧待人

诚恳尧和蔼可亲感动着遥
1926 年冬天袁杨开慧又身怀六甲袁即将生第三个

孩子要要要毛岸龙袁 需要有人照顾遥于是袁孙嫂经人介绍
来到了杨开慧身边遥

孙嫂叫陈玉英袁是湖南宁乡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女
儿袁从小给人做童养媳袁10岁就外出帮工遥来到杨开慧
身边的那年袁她快 30岁了遥因为夫家姓孙袁所以人们都
称呼她孙嫂遥

才来到毛泽东尧 杨开慧的家里袁 杨开慧就亲切地
对孙嫂说院野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浴 你不要当我是你
的主人袁彼此不要分上下袁我们做一场朋友浴 冶

野我遇上了好人遥 冶孙嫂以后很久都这样跟人说遥
原来她也给人做了 10多年保姆袁 以前无论上哪家袁雇
主眼中保姆就是保姆袁是下等人遥 杨开慧的一席话袁让
孙嫂心里无比温暖遥

后来袁杨开慧对孙嫂说院野你知道我和润之为什么
一眼就看中你遥 你一双大脚尧一头短发袁一看就是穷苦
出身遥 冶孙嫂说院野家里穷袁要下地干活袁想裹脚也裹不
了袁头发长更不方便遥 冶杨开慧顺势开导院野裹脚盘发留
辫子袁那是封建社会束缚和压迫妇女的东西袁一定要破
除遥 大脚尧短发袁这样的女人多精神啊浴 冶

那时候袁 毛泽东经常下乡考察袁 还在农民运动讲
习所讲课遥 他们的家还是聚会场所袁彭湃尧蔡和森尧夏
明翰等人袁都是常来常往的朋友遥 他们开会的时候袁孙
嫂总是在门外的一张小竹椅上坐着袁每隔一会儿便进
屋去为他们端茶添水遥 他们留下吃饭袁孙嫂做饭洗碗
任劳任怨遥 她相信袁毛泽东尧杨开慧和朋友们在一起商
量的一定是好事遥

到了深夜袁毛泽东会拿点铜板给她袁让她出去买点
包子之类的做夜宵遥 而这时候袁杨开慧一定会说院 野孙
嫂你也饿了袁别忘了给自己买一份遥 冶

孙嫂跟随杨开慧初到武昌袁毛泽东担心她没文化
出去办事找不到回家的路袁讲一口宁乡方言人家听不
懂袁就给她做了一块写有野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陈玉
英冶的白布条袁 交代她说院野发个布条给你袁上街时放在
口袋里遥 如果走错路袁不知道回家了袁拿出来问过路
人袁人家就会告诉你怎么走遥 冶

有一天袁孙嫂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热水瓶袁着急得要
哭了遥 杨开慧说院 野孙嫂袁旧的不去袁新的不来遥 打烂了
也好袁 这个水瓶已经用了好多年袁 我正想买个新的来
用遥 冶其实孙嫂心里非常清楚袁热水瓶打碎了袁杨开慧也
很心疼袁只是为了安慰自己袁 杨开慧才故意这么说的遥

平日袁杨开慧总是把孙嫂当成自己的朋友遥孙嫂刚
到毛泽东尧杨开慧家时袁每次买菜回家袁都要向杨开慧
报账袁白菜多少钱尧萝卜多少钱袁算得清清楚楚遥杨开慧
说院野孙嫂袁不用一笔一笔算了袁你说多少就是多少遥 冶

这也印证了杨开慧手稿中的一句话院野我同情下层
生活的同胞袁 我忌恨那些穿华服尧 只顾自己快活的人
噎噎冶
一个没文化的乡下人袁 被毛泽东尧 杨开慧视为朋

友袁这样的平等关系让孙嫂深受感动遥这个没有文化的
乡下保姆袁在后来血雨腥风的紧要关头袁心甘情愿地陪
着雇主一道赴汤蹈火袁坚强不屈地承受生与死的考验遥

同甘共苦
1927年袁毛泽东离家发动秋收起义袁创建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袁一去就是 3年袁杨开慧留在长沙板仓坚持
地下斗争遥孙嫂这些年没有回过一次老家袁也没有往家
里写过一封信遥 为了做事方便袁为了省下梳头的时间袁
她把头发都剪掉了遥

原先袁 她在杨开慧家当保姆是有工资的袁 每月 5
元遥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无钱寄回家袁杨开慧面临前所未
有的困难袁孙嫂就主动提出不拿工资袁还把以前积存的
工资全拿出来贴补家用遥有位邻居对杨开慧说院野霞姑袁
你家请了这样好的保姆袁 真难得遥 冶但孙嫂却对那位邻
居说院 野莫这样讲袁遇上这样的雇主袁是我的福气遥 冶

1930年 10月 24 清晨袁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杨开
慧的家袁杨开慧尧孙嫂尧毛岸英一同被捕袁敌人先是将他
们关在长沙警备司令部袁 后来又将他们关进长沙陆军
监狱署遥 无论是在长沙警备司令部, 还是在陆军监狱
署袁杨开慧尧孙嫂每天都遭受着非人的折磨遥

天天提审袁常常受刑袁杨开慧和孙嫂被敌人折磨得
死去活来袁但是袁她们始终没有屈服遥 敌人从她们口中
得不到丝毫有关毛泽东的实情袁 就逼杨开慧和毛泽东
脱离夫妻关系遥但杨开慧坚定不移地回答院野要打就打袁
要杀就杀遥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关系袁除非太阳从西边出
来浴 冶
从杨开慧被关进大牢到她英勇就义袁 虽然只有短

短 20 天遥但正是这短短的 20 天袁在炼狱般的大牢中袁
杨开慧完成了她心灵的最后一次涅槃遥 可惜她美妙的
心音再也无法变成心灵的文字袁 再也无法放进那个墙
洞遥否则袁墙洞中的那些手稿袁 将会出现最美丽的崭新
篇章要要要
也许正因为如此袁藏在墙洞中的那些手稿袁杨开慧

最后都没有告诉任何人遥 她是有机会告诉他人的袁 比
如告诉同处一狱的保姆孙嫂尧儿子毛岸英遥 但是袁大牢
中的杨开慧已经不是手稿上的杨开慧要要要
手稿上的心音不过是秋虫般的呢喃袁 大牢中的杨

开慧却亮丽于信仰的高山曰
手稿上的杨开慧还没有亲身经历过血与火的考

验袁 而大牢中的杨开慧才是毛泽东能够引以自豪的当
之无愧的爱人浴
也许袁 大牢中的杨开慧正因为清楚地看清了手稿

上的自己和大牢中的自己袁 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自
己遥 所以袁杨开慧才决定袁让那段寂寞的文字寂寞在墙
洞中袁永不示人遥

1930年 11月 14日袁荷枪实弹的军警到牢房提押
杨开慧袁杨开慧和孙嫂都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了遥孙嫂
用身体堵住牢门袁大声地喊着院 野不要带走她袁要杀就
杀我袁 让她回去带孩子浴 冶 可是凶残的敌人哪听她的
噎噎
就是这一天袁杨开慧被枪杀在长沙识字岭遥
杨开慧牺牲后的一个月袁 经党组织和亲友的多方

营救袁全身是伤的孙嫂和毛岸英终于被释放出狱遥为防
止敌人对孙嫂的迫害袁 杨开慧的母亲向老夫人只好叫
孙嫂离开板仓回到老家遥

在宁乡袁老家的人问孙嫂院野这 4年你在哪里袁和谁
在一起钥冶孙嫂摇摇头袁什么也不说遥她不想说袁 一说心
里就痛遥然而袁她心里却时时想着杨开慧在监狱中对她
说过的话院野革命一定会成功, 这一天不会很久遥 冶

毛泽东和孙嫂见面袁是在 1957年的 6月遥
长沙板仓一别袁已经 30年了袁 故人相见袁毛泽东

感慨万端遥说起往事袁愈发激起了他对亡妻杨开慧的绵
绵怀念遥毛泽东对孙嫂说院野你和开慧同甘共苦袁我今天
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开慧一样遥 你以后就是我的家人
了遥 冶
解放后袁孙嫂一家住进了长沙城袁过着幸福安稳的

生活遥 1982年袁 孙嫂病逝遥 临终前袁她对女儿孙燕说院
野我要走了袁去看开慧和毛泽东了噎噎冶 余 艳

保姆孙嫂：与杨开慧同甘共苦 朱
德
的
入
党
经
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