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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5月 15日袁 因叛徒出
卖袁我在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逮捕袁
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监狱遥不久袁邓
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袁 因被叛徒
供出真实身份袁也被解往南京监狱遥
自此袁 我们两位曾经共同战斗过的
战友袁又多了一层野狱友冶关系遥也正
因此袁 我亲眼目睹了邓中夏在狱中
坚贞不屈尧坚持斗争的情形袁见证了
邓中夏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感人壮
举遥

非常时期相识
我是四川省潼南县三汇乡 渊今

重庆市潼南区小渡镇冤人袁1905年出
生遥1927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袁同
年 11月袁我担任北平西城区暴动队
总指挥袁 被北洋军阀京师警察厅逮
捕袁1928年 5月越狱遥 1929年 5月袁
我在上海组织纪念 野五卅冶 示威游
行被逮捕袁判处拘留 40天袁关押在
提篮桥监狱遥1930年 1月 9日袁我在
上海组织示威游行袁 被上海警察厅
逮捕袁判处徒刑 10 个月袁关押在提
篮桥监狱遥

出狱后袁1931年 4月袁 我受党
组织的委派袁 前往湘鄂西洪湖苏区
工作袁历任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秘书
长袁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组
织科长袁 湘鄂西军委警卫团政委尧
警卫师政治部主任尧代理师政委等
职务遥 邓中夏是我党创建初期的著
名工人运动领袖袁在党的八七会议
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袁任
江苏省委书记袁负责上海党组织的
恢复和重建工作遥 1928年 2月袁接
替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遥 4月袁代
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去莫斯科参加
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袁当
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委遥 留莫
斯科工作期间袁参加了中共六大和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遥

1930年 7月袁邓中夏从苏联回
国袁 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
军团渊后改为红三军冤总政委兼前敌
委员会书记袁同贺龙尧周逸群一起领
导当地的武装斗争遥但是袁王明上台
不久袁就撤销了邓中夏的一切职务袁
并停止了他的工作遥 1931年 10月袁
中共湖北省委在周老嘴召开了一次
扩大会议遥当时袁我是省委机关秘书

长遥会议期间还抽了一个晚上袁批斗
了军团总政委邓中夏袁 叫他住在周
家祠堂进行反省遥 因为我是中央从
上海派到洪湖苏区的袁 没有卷入复
杂的历史渊源遥 虽然别人都不理睬
邓中夏袁我却很敬佩和同情他袁经常
去找他聊一聊袁 给他一些安慰和鼓
励遥 后来袁中央招邓中夏回上海袁我
还送了他一程遥

邓中夏回到上海后袁左倾路线临
时中央领导人竟然几个月不给他安
排工作袁也不发生活费遥 邓中夏全靠
妻子在纱厂当学徒的微薄收入维持
生活袁但他毫无怨言遥一年后袁我和邓
中夏又在上海相聚了遥 1932年 10月
的一天袁邓中夏来到上海八大马路新
西桥附近的互济总会机关住处遥他化
装成商人袁穿着长袍马褂袁我几乎都
认不出来了遥 他告诉我袁最近组织上
决定成立互济总会巡视团袁 他任书
记袁我作秘书长遥 巡视团的任务是到
全国各地去看看袁先到北平尧天津袁再
去江苏各县遥今后我的组织关系直接
与他联系遥

1932 年 10月袁 邓中夏临危受
命袁被中央指派重建互济会遥邓中夏
不顾过去在上海长年公开活动容易
暴露的危险袁以化名到处奔走袁甚至
公开出面召集会议演讲袁 联系各界
支持革命的人士袁 很快打开了工作
局面遥在邓中夏的正确领导下袁我和
互济会的其他同志把营救被捕同志
当成头等大事遥 一方面积极与赤色
国际互济总会取得联系袁 争取国际
援助曰一方面四处奔走袁为狱中难友
聘请律师袁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袁营
救获得成功遥

生死危机中相知
1933年 5月我被捕那天袁在上海

地下党机关工作的李仲雄来了袁我警
觉地注意到他后面不远处跟着两个
人袁凭多年地下工作经验袁我感觉李仲
雄叛变了遥 于是袁我一边假装与李仲
雄搭话袁一边悄悄地把身上带的几张
条子渊上面写着与邓中夏联络的地点
与暗号冤捏得粉碎遥 可我万万没有想
到袁不久袁邓中夏也被捕了袁而且我们
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遥 那天袁几个国
民党宪兵押着一个人到我住的号子
渊牢房冤来了袁号子的粉牌上又加了一
个名字院野施义即邓中夏冶遥我看了大吃
一惊浴 由于当时环境的残酷袁一连串
的问题不能不在我心里琢磨院野怎么邓
中夏也被捕了钥 他是怎么被捕的钥 身
份暴露了没有钥 如果他的情况全被敌
人掌握袁我还能隐瞒什么呢钥 冶

入狱两周之后袁敌人正式提审邓
中夏遥可是袁不到半个小时袁邓中夏就
回号子了遥 大家很诧异袁我问道院野怎
么这样快就结束了袁 他们审问你了
吗钥 冶他说院野问过了袁我学给你听听
吧遥冶他笑了笑袁装着法官的腔调表演
起来遥

敌人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就可以
在政治上狠狠打击共产党遥 为了劝
降邓中夏袁敌人派了曾任中共驻共
产国际代表尧后叛变革命的余飞来
挑拨遥 余飞对邓中夏说院野你是共产
党的老前辈袁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
的那些小辈欺压袁连我们都为你感
到不平遥 冶邓中夏轻蔑地回答院野这
是我们党内的事袁你有什么权利过
问钥 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袁 有
什么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
人钥 冶国民党不甘心袁又派了一个所
谓野理论家冶来劝降遥 邓中夏对他
说院野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是有理的袁
中共与邓中夏是有罪的遥 那么袁就
请你们在南京举行一次公开的审
判袁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就不
敢这样做遥 冶为了让邓中夏屈服袁敌
人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袁均以失败
告终遥

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
邓中夏袁 在狱中曾写下了这样的
话院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袁只怕死
得不是时候袁不是地方遥 中国人很
重视死袁有重于泰山袁有轻于鸿毛遥
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袁那样苟且
偷生的活袁 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袁
真比鸿毛还轻遥 一个人能为了最大
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袁为了勤劳大
众的利益而死袁 这是虽死犹生袁比
泰山还重遥 人只有一生一死袁要死
得有意义袁死得有价值遥

邓中夏恪守誓言遥 除了自己面
对敌人时坚定勇敢袁 他要求狱友们
也要讲究斗争策略袁 尽量不要暴露
身份袁不做无谓的牺牲遥 有一次袁邓
中夏问了我被捕的经过之后袁 叮嘱
道院野你要力争在南京解决问题袁不
要搞到汉口去遥那里叛徒多袁一去就
会暴露遥冶他还说院野一个被捕了的共
产党员要当烈士很容易袁 只要说出
自己的行为袁慷慨就义就行了遥一个
党员在监狱里的任务袁 就是要尽量
减少党组织的损失袁 尽量打击叛徒
活动遥 冶

邓中夏身份暴露后袁由于对敌人
的威逼利诱不肯就范袁遂被定为死刑
犯袁转移到了另一间牢房遥 在即将告
别人生的时刻袁他给党中央留了一封
信袁信中深情地写道院同志们袁我快要
到雨花台去了袁 你们继续努力奋斗
吧浴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浴 1933年
9月 21日黎明袁 邓中夏从容地穿好
衣服袁大声高呼野打倒国民党浴 冶野中国
共产党万岁浴冶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
起来浴 冶口号袁大步走向刑场遥在雨花
台下袁 邓中夏英勇地献出了生命袁年
仅 39岁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袁在国
共结成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下袁党
组织将我营救出狱袁 然后安排我赴
延安党校学习遥经中央组织部审查袁
并经陶铸同志证明我在狱中没有变
节行为袁我又重新开始为党工作遥

车敏瞧将军袁 山西垣曲
人袁颀硕壮实袁面黑遥 彪勇豪
言袁乐观豁达遥 凡言谈袁末尾处
必笑声朗朗袁且有余音袁缭绕
不息遥 1936年参加革命袁1937
年入党袁1951年任志愿军第十
五军政治部主任遥

车敏瞧年轻时热血新潮袁
1935 年于太原国民师范学校
毕业后赴上海袁学习研究世界
语和新文字袁并从事抗日救亡
运动遥 是时袁他勇立潮头袁激扬
文字袁主编拉丁化新文字刊物
叶我们的世界曳袁并编译出版新
文字读物遥 在戎马生涯中袁车
敏瞧以政治工作官员身份袁参
加多场大战尧恶战袁具备丰富
的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遥

上甘岭大战爆发的当天
夜间袁秦基伟在指挥所处理完
军事问题后袁特意把车敏瞧叫
去袁 专门研究干部配备问题遥
车敏瞧根据秦基伟的指示袁连
夜加班袁伏案疾书袁拟定了基层干部三套班子的
应战方案院一套在阵地上袁一套在师尧团保存袁一
套在军里培训袁随时可以补充遥 车敏瞧言院野三套
班子的方案袁体现了秦基伟准备打大仗的思想准
备袁打恶仗的拼命精神遥冶又言院野打仗总是要死人
的袁特别是基层干部伤亡大遥一定程度上讲袁打仗
也是打干部遥 冶

车敏瞧言袁叶上甘岭曳电影中野一个苹果的故
事冶并非虚构袁确有其事遥第十五军一三五团七连
坚守坑道袁断水七日遥某日袁运输员刘明生于运弹
药途中捡一苹果袁摸摸袁不忍吃袁带回坑道交连长
张计法遥 张连长接下袁闻闻袁亦不忍吃袁见步话机
员李新民口干舌燥袁说院野你们几个人分吃吧遥 冶李
新民接苹果亦不忍吃袁交伤员蓝发保遥 蓝发保断
双腿袁坐起接苹果袁嗅嗅袁亦不忍吃袁又交回连长遥
张连长无奈袁只得自己先咬一小口袁然后命令每
人轮流咬一口遥其时袁坑道计八人袁一个苹果转两
圈袁方尽遥

1952年 10月 23日下午 6时袁 十五军二十
九师战士邱少云在执行潜伏任务时袁不幸被敌人
燃烧弹击中袁全身被火焰燃烧袁咬牙坚持不动袁直
至光荣牺牲袁年仅 26岁遥 车敏瞧闻知此事袁立即
给予高度关注遥其时袁邱少云的事迹已报到军里袁
上级正准备给八十七团九连立功袁却因邱少云的
野出身冶(俘虏兵) 问题袁 有人对其评功有不同看
法遥车敏瞧在评功会议上举着一份战地叶快报曳大
声疾呼院野邱少云袁了不起! 死了一个守纪律的模
范袁避免了 400多人的伤亡袁400人和一个人袁这
个比价有多大钥 如果都像邱少云一样袁我们的伤
亡就会很小了遥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整场战
斗的胜利遥 冶

上甘岭战斗一结束袁车敏瞧即组织师以上干
部集中半月余袁汇报基层英雄事迹袁总结基层战
斗经验袁人人讲故事袁人人谈体会袁遂有黄继光尧邱
少云等战斗英雄名播四海遥

朝鲜战场归来后袁车敏瞧先后主政吉林医科
大学尧吉林师范大学袁唯眷眷于知识分子遥野文革冶
中袁车敏瞧首当其冲被打倒袁1973年调任吉林师
范大学任党委书记遥 1976年靠边袁被强令当野顾
问冶遥 1977年底复职袁于任内力主彻底为右派平
反遥将军于党委会上大声疾呼院野一个人被打成右
派袁将影响他一家子袁连累好几代人遥我们一定要
有错必纠袁有怨必平袁决不留尾巴遥 冶

车敏瞧晚年极喜作诗袁有诗集叶铁叟蕴声曳出
版袁著名诗人臧克家作序袁赞道院野桑榆之年袁壮心
不已袁发为诗歌袁笔下有情遥 冶

遗失声明
绎钟金香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证

号院36210219530207102912袁特此声明遥
绎刘运煜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证

号院36210219531010291344袁特此声明遥
绎刘爱华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600109616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七彩商务宾馆遗失增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壹 份 袁 发 票 代 码 :

3600171320袁发票号码:12369842袁特此
声明遥

绎杨金华持有的证号为 0415027
土地使用证壹本 渊土地坐落于泽覃乡
明星村象泽大道东侧第三栋冤遗失袁声
明作废遥

绎邓小山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600160976袁特此声明遥

绎邓小山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600160976袁特此声明遥

声 明
江西英财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瑞

金分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肆张已寻
回袁 发票代码 :3600171320袁 发票号码 :
01076614尧01076615尧01076616尧01076617遥
现撤销本公司于 2018年 1月 8日在瑞金
报登记的遗失声明遥

江西英财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瑞金分公司
2018年 1月 11日

瑞金市金和塑业发展有限
公司企业名称变更公告
为进一步升级把野江雄冶品牌做强做

大袁野瑞金市金和塑业发展有限公司冶依
法变更为野江西江雄管道有限公司冶,经营
地址:瑞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大道小
游园路 3号遥 办公室:0797-2314611

江西江雄管道有限公司
2018年元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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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邓中夏生命的最后时刻
阴郑绍文口述 郜虹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