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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
周恩来曾经要求情报人员野有苦不说袁
有气不叫曰顾全大局袁任劳任怨冶遥阎又
文的一生袁 就是这 16个字的真实写
照遥

解放战争后期袁 对傅作义的成功
策反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袁 而其中
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傅作义的秘书阎又
文遥在我党执政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袁包
括他的家人在内袁 没有人知道阎又文
的真实身份袁 以为他不过是傅作义起
义的追随者而已遥在经过了近 50年默
默无闻尧差点被湮灭的时候袁历史终于
撩开了神秘的面纱袁 露出了他真实版
的野潜伏冶经历遥

阎又文袁山西荣河县渊今万荣县冤
人袁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遥 日
军大举入侵华北后袁 刚毕业不久的阎
又文和众多热血青年一道毅然奔赴延
安遥 阎又文进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
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学习遥毕业后袁中共
中央西北局社会部渊简称野边保冶冤安排
他进入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任
职遥 1938年 9月袁经中共中央特派员
潘纪文介绍袁 阎又文秘密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遥 由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遥

抗日战争胜利后袁 陕甘宁边区保
安处派王玉 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
学院副院长冤 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去
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遥此时袁党
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近 7 年遥
在启程寻找阎又文之前袁 保安处领导
特意嘱咐王玉院 只与阎又文建立单线
联系袁了解军事动态袁掌握傅作义与蒋
介石的关系袁别的情报暂不需要袁以降
低暴露身份的风险遥

在敌占区袁 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
王玉一个人遥在解放区袁知晓阎又文身
份的也只有西北局社会部的少数高层
领导遥后来袁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共中
央社会部袁 这条情报线更是被压缩到
阎又文尧王玉尧罗青长渊社会部一室主
任冤尧李克农渊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冤几
个人袁 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
和保护遥 这也成了阎又文的真实身份
难以被世人知晓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在王玉找到阎又文时袁 阎又文已
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袁
上校军衔遥更为有利的条件是袁他是傅
作义的机要秘书袁 深得傅的赏识和信
任遥 傅作义主持的军事尧政治会议袁都
由阎又文记录曰傅作义的重要电报尧文
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尧下发遥这期
间袁阎又文与王玉先后交谈了多次袁他
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尧作战计划尧师以
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作义和蒋介石之
间的矛盾向王玉作了详细的汇报遥 阎
又文还特别提到袁 傅作义已经被拉到
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袁 他的部队很
有可能近期进攻绥东解放区遥

王玉意识到袁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
且时间紧迫的情报袁应马上送回陕北遥
但因返回延安的路途太遥远袁 王玉就
决定把情报就近汇报给我绥东部队遥
然而此部队领导听后摇头说院野这个信
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
了遥 冶此时袁王玉既不能透露自己的情
报来源袁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遥 后来袁
他向李克农汇报了此事遥 李克农说院
野我们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

务的袁有时一份情报可胜过千军万马遥
有水平的领导应该懂得这一点的遥冶果
然 1946年 6 月袁 蒋介石撕毁停战协
定袁 发动全面内战遥 之后绥东战役爆
发袁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噎噎后来袁
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说院 华北战
场初期失利袁 败就败在我们对情报重
视程度不够遥若干年后袁罗青长这样评
价院阎又文的情报袁对我华北野战军免
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遥

1947年 12月袁 蒋介石任命傅作
义为华北野剿总冶总司令袁阎又文此时
已晋升少将军衔袁 除继续做傅作义的
秘书外袁还担任华北野剿总冶政工处副
处长尧新闻处处长尧傅作义的对外发言
人等职袁进入了华北野剿总冶的决策核
心层遥 1948年 10月袁辽沈战役胜局已
定遥东北问题解决后袁就要着手解决华
北的傅作义集团遥此时袁又是阎又文冒
着生命危险袁仅用了一个多星期袁就把
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订的战略计划告
知中共中央遥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袁
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产生了重大影
响遥

1948年 12月 14日袁解放军完成
了对北平的合围遥 华北几十万国民党
军队成了瓮中之鳖遥围城期间袁傅作义
顾虑重重袁情绪极不稳定遥傅作义有个
习惯袁在作出重大决定前袁总要和他的
亲信们商讨袁 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阎
又文遥 阎又文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
开始谈判袁和平解决北平问题遥在这关
键时刻袁 阎又文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
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作义身边袁 做工
作噎噎1949年 1月 22日袁 阎又文在
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
会袁 代表傅作义宣读了 叶北平和平协
议曳遥 1949年 1月 31日袁北平和平解
放遥

阎又文一生深藏不露袁不仅生前少
有人知道其真实身份袁 在其逝世后袁仍
不为人知 30多年遥 要不是后来因为机
缘所致袁王玉和罗青长揭开谜底袁阎又
文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野无名英雄冶遥

在山东寿光城北 40 余公里外的
曹家辛庄袁 一排排房屋在小清河入海
口的平原上铺展遥这里是野单手战斗英
雄冶曹世范的家乡遥

曹世范袁1924年 5月出生遥 1940
年参加八路军袁 编入鲁中军区一团青
年队遥 他年龄虽小袁但作战非常勇敢遥
在大柏山战斗中袁击毙 3名日军袁缴获
3支步枪遥在攻打北阴村的战斗中袁他
左手中弹致残遥 首长多次劝他到后方
生产基地工作袁他拒绝了领导的照顾袁
坚决要求当侦察兵遥 1943年 6月袁曹
世范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1944年夏袁曹世范和战友张成利
到于家岭侦察袁被敌人包围袁他沉着机
智袁一面向敌人喊话袁麻痹对方曰一面
乘其不备袁打死逼上来的敌人遥在突围
中袁张成利腿部负伤袁曹世范搀扶着战
友袁且战且走袁声东击西袁先后毙敌 12
人袁最后胜利突围遥此事被当地群众传

颂为野一个神八路冶遥 山东军区政治部
主任肖华称他为野单手战斗英雄冶遥 山
东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尧 政委罗舜
初联合发出慰问信袁 并号召向曹世范
学习遥 山东军区授予他 野一等战斗英
雄冶称号遥

1945年春袁山东纵队决定解放蒙
阴城遥为了配合攻城袁曹世范与战友奉
命潜入城内袁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袁
在他们的策应下袁 详细掌握了日军情
况袁炸毁了日军的一个炮楼遥趁敌人慌
乱之际袁曹世范翻墙越院袁走胡同袁转
小巷袁单手拿枪袁采取快速运动战遥 敌
人被他搞得晕头转向袁惊慌失措袁互相
射击遥 曹世范趁机出城袁 安全返回团
部遥 随后袁他又参加了爆破队袁与部队
一起攻克蒙阴城袁全歼守敌遥 不久袁曹
世范任副排长遥

1945年 5月袁在昌乐县攻打杏山
子据点的战斗中袁 曹世范空手冲入溃

退的伪军中袁夺下一门迫击炮遥就在战
斗临近结束时袁曹世范不幸负伤袁因伤
势过重袁 于 6月 23日牺牲袁 年仅 21
岁遥

为纪念曹世范袁 鲁中军区发出通
令袁 将昌乐县的杏山子命名为 野世范
山冶遥 鲁中军区一团公葬曹世范烈士袁
在临沂县城为他树碑建冢遥 1965年 5
月袁 中共寿光县委将烈士遗骨迁葬于
寿光革命烈士陵园袁为烈士建立野壮烈
可嘉冶纪念碑遥 2014年袁曹世范被列入
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
英雄群体名录遥

如今袁每到清明节等重要节假日袁
都会有许多人来到寿光革命烈士陵
园袁敬仰尧缅怀英雄曹世范遥 他机智顽
强尧 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感染了一代
又一代人袁 激励着人们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遥

邵琨

保守党的秘密袁是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纪
律遥 它伴随党的成立而
产生遥 随着党的事业的
发展袁其具有越来越重
要而特殊的地位遥

1921年 7月袁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通过的叶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纲领曳袁第
一次对保守党的秘密
作出明确规定院野在党
处于秘密状态时袁党的
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
应保守秘密遥 冶在次年
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
的党史上第一个叶中国
共产党章程曳中再次规
定院凡野泄漏本党秘密冶
的党员袁野地方执行委
员会必须开除之冶遥

保守党的秘密关
系党的安危遥 大革命后
期袁由于叛徒出卖党的
核心秘密袁使党一度遭
受惨痛损失遥 为提高全
党保密意识袁1927 年 8
月 7 日袁党中央紧急召
开的八七会议通过的
叶党的组织问题决议
案曳指出袁党在工作中
还存在野对于党的秘密
工作尤不懂得需要经
常地有系统的注意冶的
缺点袁野致常常因一隅
之事失败影响到整个
党的安全与发展冶袁因
此袁野党应严重注意秘
密工作冶遥

会议提出院野任何
一个党员袁在他被敌人
捕去后袁不管是有无证据袁他对于革命对
于党对于无产阶级唯一的忠诚与责任袁
便是院 不供出任何党务袁 不承认任何关
系袁不指出任何同志遥 冶

抗日战争爆发后袁 为适应抗战需要袁
党中央对保密工作的整体要求作了重大
调整袁其基本原则即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
作相结合冶野保密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
合冶遥这一时期袁党对保守党的秘密的要求
更加具有灵活性和现实性遥但对党员的保
密要求依然十分坚定遥 1939 年 1 月 25
日袁陈云撰写了叶发展党员问题曳的讲话提
纲袁论述了党员入党誓词袁其中第三条是
野遵守党的纪律袁永远不叛党渊秘密冤冶袁第
六条是野保守党的秘密冶遥 此后袁以这一讲
话提纲为蓝本袁中央组织部颁布了抗日战
争时期标准的入党誓词遥随着中国共产党
正式入党誓词的诞生袁保守党的秘密成为
党的铁的纪律袁延续至今遥

在入党宣誓词中强调保守党的秘
密袁 是党进行党员保密纪律教育的重要
方式遥 解放战争时期尧新中国成立初期袁
党曾对入党宣誓词进行两次微调袁 但保
守党的秘密都具有重要地位遥 以入党宣
誓的方式为起点袁 保守党的秘密逐渐融
入到党员的血液之中袁 成为党员进行工
作的基本遵循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 党的十二大对入党
宣誓词作了修改袁 并首次把包含保守党
的秘密的入党誓词写进了党章遥 新时期
党对保密工作非常重视袁 尤其要求高级
干部更要注意保密遥 1990年 12月袁中共
中央转发 叶中央保密委员会关于高级干
部保守党和国家秘密的规定曳袁对高级干
部保密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遥 至今袁保密
依然是每一位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基本
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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