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当张富忱有条不紊地推
动乡村自治时, 中国的民族危机
正不断加深遥

1935年,华北军分会代理委
员长何应钦, 与日本华北驻屯军
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叶何梅协
定曳,将华北主权拱手相让遥 但在
第二年 11月,国民革命军傅作义
部取得百灵庙大捷,消息传来,全
国沸腾遥

宁津旅津同乡会在张富忱
提议下,以本县三十万人民名义,
发起向傅作义军献旗的倡议遥 旗
帜的设计工作, 交给了张富忱来
负责遥他经过研究,决定以鲜红的
绸缎子为底料,仿照湘绣绣上野醒
狮冶怒吼画,象征全国民众对侵略
势力的怒吼遥 旗帜反面绣有野国
魂冶二字,上款写野献给为民族解
放奋斗的傅军长和全体将士冶,下
款为野河北省宁津县三十万人民
敬献冶遥 旗帜制作完工后,由张富
忱送往前线遥

1937年 7月 7 日,卢沟桥事
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遥张富忱
在故乡组织抗日武装力量, 并将
此前创立的抗日救国会,于 1938
年青年节改组为中国抗日铁血

团遥 野铁血团冶抗日的一大特色,是
吸收了一批文艺人员参与其中遥
他们采用大鼓书尧快板书尧说唱
杂技等形式, 在所到之处宣传抗
日政策,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斗争,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遥

在晋冀鲁豫边区,张富忱发挥
擅长绘画尧懂得文艺的优势,在普
及墙画发动抗日救亡方面成绩突
出遥 他曾就地取材, 利用石灰尧红
土尧槐豆水尧蓝靛水等简单颜料,创
造了五彩颜料,画遍队伍经过的大
小村庄遥 这些生动的墙画,不仅宣
传鼓舞了群众, 而且还为瓦解日
军尧争取伪军发挥了一定作用遥

为了加强抗日力量, 张富忱
要求八路军将抗日铁血团改组为
正规军遥在智取宁津县城时,张富
忱就对八路军表达了此项意愿遥
八路军上级决定, 由派往冀鲁边
区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马国瑞
与张富忱面商改组事宜遥 1938年
8月 1日,中国抗日铁血团正式改
编为津浦支队教导大队, 张富忱
被任命为大队长遥 从此以后,野铁
血团冶 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抗日武装遥1942年 7月 1日,张
富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遥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张富
忱生于宁津县杜集镇张学武村遥

当时的张学武村, 共有一百来户人
家,且几乎都是同姓同宗,旧式的宗族观
念非常强遥张富忱家既耕田经商,也读书
识字,算是村庄较为殷实的人家遥

幼时的张富忱, 便和杂技结下了不
解之缘遥每逢农历九月,他都要跟随父母
到黄镇(今属保店镇)赶杂技庙会遥 保店
镇和河北吴桥相邻, 两县的杂技演出时
常于此举行遥张富忱从旁人口中得知,那
些卖艺为生的人, 大多数是逃荒无着落
的可怜人遥他跑到说书人的家中,和他们
交朋友,学描写人物的书帽套子遥

张富忱的族兄张近英, 是当地新思
想的代表人物遥辛亥革命前夕,他在保定
育德中学读书求学遥 育德中学不仅是教
书育人的摇篮,更是革命暴动的机关遥光
绪三十二年, 同盟会河北支部的主盟人
陈幼云, 联络 13 名同志创办了育德中
学遥在他们的努力下,这所中学成为河北

同盟会的总机关尧 保定革命活动的中
心遥张近英入学后也加入了同盟会,并在
寒暑假期间,在家乡组织起铁血会,秘密
来往于天津尧北京尧保定尧宁津之间,运输
军火,策划起义遥

一股思想新风迅速吹遍宁津乡野遥
张近英在家乡兴办新政,设立学堂,领着
学生唱革命歌曲遥他还号召男人剪辫,女
人放足遥他首先把自己的辫子剪去,还动
员二女儿带头放足, 这成为乡间热议话
题,一时效仿者和非议者皆无数遥一些遗
老遗少,对张近英的做法嗤之以鼻,还编
顺口溜来哂笑嘲讽:野五色旗没有边,中
华民国闹不了几天遥 冶

此时的张富忱上过私塾,粗通文墨,
对新颖之物有天然的好感遥 张近英不同
常人的言行举止, 以及他带来的新式物
件,让张富忱大开眼界遥沐浴于新旧思想
之熔炉,张富忱热爱传统艺术,又向往新
潮事物遥 而走出闭塞故乡尧放眼外部世
界的念头,在他心中逐渐悸动起来遥

1925年冬,张富忱考入西北
陆军干部学校遥半年学习后,他转
入爱国将军方振武的野国民第五
军军事学校冶宣传队工作遥 1926
年 9月,冯玉祥率西北军野五原誓
师冶,发布叶五原誓师通电宣言曳,
晓喻中外, 宣布将部队改组为国
民革命军遥 接着,他挥师西进,过
宁夏,出陕甘,然后挺进中原,与北
伐军胜利会师遥

张富忱怀着激动的心情 ,跟
随西北军转战各地遥 他先后任方
振武部中尉宣传副干事尧国民五
军政治部少校主任尧国民革命军
第二集团军第四军团上校委员遥
正当张富忱踌躇满志之时, 他的
上司方振武因参与反蒋, 被蒋介
石召回南京,关押于陆军监狱遥张
富忱虽然于此无涉,但闻听此讯,
顿觉心灰意冷,毅然离军归乡遥

回到故土后, 张富忱入乡随
俗,穿起粗布衣袁扛起老锄头 ,挑
起旧水桶,变身乡间人遥他和群众
一块干活,一起休息,闲暇就谈心

事聊家常遥 村民们惊讶地说:野富
忱变了,比以前老邦(宁津俗语,意
指老成持重)了遥 冶其实张富忱有
自己的打算遥他曾在湖南工作,对
当地农村协会印象深刻遥 后来随
军到过山西, 参观过山西都督阎
锡山发起的地方自治组织野洗心
社冶遥 他想在村庄搞乡村自治,带
动百姓致富觉醒遥

张富忱随即在村中宣传 ,发
动百姓:野我村一百多户尧 只要团
结起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只要
一年工夫,就可改变村中面貌遥 冶

1930年 1月,张富忱组织召
开村民代表大会, 提出治理村庄
的意见,还产生了野张学武庄村治
筹备委员会冶遥 筹委会成立后,首
先对全村土地, 入学人口作了统
计遥接着,筹委会将村中小学男生
班改为中山小学, 将村庄神庙改
为女子学校, 让女孩也能入学读
书遥他还请进步人士讲课,民间艺
人说书,杂技艺人表演,丰富村民
的文化生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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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张富忱离开故乡的动力, 其实
是饥寒交迫的生活遥 因为田地纷争,张富
忱的父亲抑郁而死,张家也家道中落了遥
1915年,年仅 12岁的张富忱由父亲生前
朋友介绍,来到天津,在北马路北门西野双
顺成东洋杂货庄冶内做学徒,学做生意遥

无事之时,张富忱喜欢读书看报,对
外部形势尧国家命运尤其关心遥 1919年,
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爆发遥 消息传到天
津后,当地学生群起响应遥学生们手持小
旗上街游行,高呼野取消二十一条冶野打倒
卖国贼曹汝霖尧章宗祥尧陆宗舆冶野抵制
日货,提倡国货冶等口号遥 当游行队伍经
过东洋杂货庄时, 张富忱从柜台后投出
的眼神,满是感动和钦佩遥

张富忱开始主动联络游行队伍遥 经
人介绍,他加入了天津爱国团体野救国十
人团冶遥 张富忱所在的商店,是专卖日货

的买办企业遥他愤怒地捣毁洋货,被老板
辞退遥

野救国十人团冶总代表尧爱国资本家
宋则久听说张富忱因抵制日货被辞退
后,便先介绍他去卖进步报纸,以维持生
计遥第二年元旦,宋则久又介绍张富忱到
野天津北马路国货售品所冶工作遥 这个售
品所不仅销售国货, 还组织剧团尧 英语
班尧商业研究班尧广告设计部尧唱诗班尧
武术球类班, 是一所门类齐全的实验学
校遥宋则久根据张富忱的特长,让他担任
广告设计尧社会交际和走街卖货遥 张富
忱一边努力工作, 一边继续从事救亡运
动遥他发起成立野中华青年坚决救国团冶,
并被推选为团长遥

经过多次磨难袁 张富忱清醒地意识
到,单纯靠着一腔热血沸腾,并不能改变
混沌的现状遥他决定报考军校,投笔从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证号
为 G01336142户口簿遗失袁 户主院
杨来福遥 成员院朱玉萍尧杨超尧杨悦尧
刘梓愈袁特此声明遥

绎江西省帝师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遗失江西增值税普通发票五
张袁发票代码 :3600171350袁发票号
码 :00720649袁00720651-00720654袁
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尚宏贸易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210022939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鹅岭脑海华副食店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600189902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沙洲坝镇金沙园副食
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袁注
册号院360781600141371袁特此声明遥

遗
失
声
明

瑞金市尚宏贸易有限公司 渊注
册 号/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360781210022939冤 经股东决定现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现
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 渊成员院黄
婷尧刘奇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天内到瑞金市象湖镇龙

珠路龙珠酒店会议室本公司清算小
组申报债权债务袁 逾期将按相关规
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电话院
18942274506 
瑞金市尚宏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1月 3日

注销公告

张富忱：

以文艺“矛”作抗日“枪”
阴鲍青

在宁津县杂技博物
馆的墙廊上,张贴着宁津
杂技的大事记,以及对杂
技发展作出贡献的各界
人士遥 而其中,以张富忱
的经历最为独特和传
奇遥 他早年矢志爱国,入
狱从戎,后以杂技文艺作
为抗日救亡动力 ,1949
年后更为杂技事业贡献
了诸多力量遥

1沐浴浸润新旧思想熔炉

2声援五四两次被捕入狱

3投笔从戎无奈返乡自治

4以文艺为矛发动抗日救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