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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后党中央
于 1935 年 2 月在扎西境内召开 一
系列会议的统称袁 也是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遥

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钥
众所周知袁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遥但是袁由于遵义
会议是在敌人实行严重的白色恐
怖尧 革命形势极其严峻的态势下召
开的袁 会议仅持续 3 天遥 如常委分
工尧 军事路线等许多问题并未得到
及时解决遥

在执行遵义会议作出的渡江入
川的决策失利后袁 红军被迫进入川

南尧黔西北尧滇东北一带集结遥 在行
军途中袁中央政治局领导红军边打尧
边走尧边开会袁从 1935 年 2 月 5 日
至 2 月 9 日袁 在云贵川三省结合部
的扎西县境内袁在水田寨尧大河滩尧
扎西寨连续召开会议袁统称野扎西会
议冶遥

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后的
野常委分工冶袁即博古交出中央大权袁
包括当时中央 野几担装有文件和印
章的挑子冶袁由张闻天负中央总的责
任遥同时袁鉴于国民党在川西南重兵
防守围堵的恶劣态势袁 改变了遵义
会议上决定的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建

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袁 作出回师黔
北的灵活机动的战略决策袁 真正摆
脱了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遥 会议
通过了 叶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
次野围剿冶的总结的决议曳遥遵义会议
后袁 由张闻天负责根据与会各方讨
论情况起草叶遵义会议决议曳袁该决
议在扎西会议上得以通过遥

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尧 便于调动
队伍袁 会议决定对军队实行精简缩
编袁 将原有建制的 30 个团缩编为
17 个团遥 遵义会议前袁由于博古尧李
德的错误领导袁加之国内形势紧迫袁
导致在长征后的 4 个月时间里袁中

央失去了对一些革命区与红军部队
的领导遥 扎西会议改变了对中央苏
区野无指示尧无回电冶的状况袁针对项
英连续发电报询问行动部署袁 中共
中央致电项英并转各中央分局袁要
求他们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地
方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等策略袁 重新
恢复对各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领导
指挥遥

扎西会议是中国革命在遵义会
议实现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遥 它保
证了遵义会议所开创的历史性转折
得到实现袁 它也是长征战略转变的
重要一环遥 冯佳

黄慕兰袁 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
开明乡绅的家庭袁 父亲是谭嗣同的
幕友遥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袁因为仰慕
花木兰袁就给自己改名慕兰遥 她一生
经历传奇袁陈赓说野慕兰的一生是中
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冶袁郭沫若以
她的经历为蓝本袁 塑造了长篇小说
叶骑士曳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袁茅盾
写叶蚀曳时也借鉴过她的人生经历遥

咖啡馆获悉情报 周恩来连夜
撤离

在 12 集文献纪录片 叶周恩来曳
中袁 有这样一幕院 周恩来边整理衣
箱袁 边对邓颖超说院野黄慕兰来电话
说袁向忠发被捕叛变了袁我们必须立
即转移浴 冶

上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袁笼罩在
白色恐怖之中袁很多地下党员被捕袁
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遥 黄慕兰被任
命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
部长袁与潘汉年单线联系遥 这期间她
建立了一个重要关系袁 即法租界著
名律师陈志皋遥

一天袁陈志皋
约黄慕兰在东华
咖啡馆喝咖啡袁正
巧碰到他的同班
同学曹炳生袁曹在
法租界巡捕房当
翻译遥 陈志皋问院
野曹兄袁 最近巡捕
房里有新闻吗钥 冶
曹炳生神秘兮兮
地回答院野有啊遥南
京国民政府派人
来抓了一个共产
党头目袁 湖北人袁
60 岁左右袁 镶一
口金牙袁 酒糟鼻
子袁只有 9 个手指
头袁 是悬赏 10 万
块钱才抓获的遥呵

呵袁这个家伙真不中用袁一坐电椅就
招供了浴 冶黄慕兰把湖北籍贯的党中
央领导人一一排队数过去袁 突然想
到了向忠发遥

黄慕兰心急如焚袁脸上不露声
色遥 曹炳生闲扯了一会儿急着要
走袁黄慕兰当即以头痛病又犯了为
由回家遥 回家后袁她马上给住在徐
家汇一家杂货店楼上的潘汉年打
电话遥 潘立即去找康生渊顾顺章叛
变后一段时间中央特科工作由康
生负责冤袁康生向周恩来作了汇报遥
周恩来叫他马上通知党中央的李
富春尧蔡畅等遥 晚上 11 时左右袁这
些领导人都穿着西装袁扮成商界大
老板袁大摇大摆住进了法国人开的
都城饭店遥

康生派了两个中央特科的同志
装成小贩在周恩来和李富春住所附
近观察袁果然袁凌晨 1 时左右袁向忠发
带了巡捕房巡捕直接就用钥匙打开
周恩来家的门闯了进去遥 第二天袁周
恩来接见了黄慕兰袁表扬她院你一上
马就为党立了大奇功浴

大律师登报刊启事 假伍豪智
破敌阴谋

1931 年 12 月袁康生和潘汉年接
黄慕兰去见周恩来遥 汽车开到外滩
一座花纱布交易所楼前袁 下车上了
三楼袁外间屋子里放着几张办公桌袁
坐着十几个人袁有的在抄表格袁有的
在打电话袁 俨然一个热闹的交易市
场遥

周恩来坐在一张写字台前袁聚
精会神地观看墙上显示的花纱布行
情的价格升降表遥 他对黄慕兰说袁自
从顾顺章叛变后袁敌人四处造谣袁说
自己已经叛变自首袁 问黄慕兰有什
么好方法替他辟谣袁 揭穿敌人卑鄙
无耻的伎俩遥 黄慕兰坐在书桌旁凝
神思索了一会儿袁 认为可利用党内
许多人熟知的他的代号和笔名 野伍
豪冶遥 她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院
野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院鄙人身
体健康袁希诸亲友勿念噎噎冶周恩来
看后袁当场夸她院野慕兰袁你真是我们
的女诸葛袁眉头一皱袁计上心来啊遥
这件事就请你现去和陈志皋律师商
量袁 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
善无虞吧遥 冶

黄慕兰拿着稿子找陈志皋商
量遥 陈志皋为免南京国民政府追查袁
找到法国律师巴和遥 3 月 4 日袁叶申
报曳登出了叶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
要启事曳院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院
渠撰文投稿曾用别名野伍豪冶二字袁
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
共党启事一则袁 辱劳国内外亲戚好
友函电存问袁 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
文字外袁绝未用作对外活动袁是该伍
豪君定另有其人噎噎

这个启事既粉碎反动派造谣中
伤我党中央领导的阴谋诡计袁 又巧
妙躲过敌人追查遥 巴和是法国籍的
律师袁那时在租界是受野治外法权冶
保护的袁 南京政府不能直接对他干
预遥 虽然后来敌人想方设法追查此

事袁并由此对陈志皋有所怀疑袁但没
有真凭实据袁也就不了了之遥

奇女子打入金融圈 保管库秘
藏党文件

20 世纪 30 年代袁上海金融界共
有 13 个信托公司袁 其中首屈一指的
是上海通易信托公司遥 1935 年冬袁通
易公司投资失败宣布破产遥黄慕兰利
用陈志皋的社会身份袁积极争取通易
信托公司调停复业袁成功打入上海金
融圈遥

黄慕兰通过处理通易公司复业袁
扩大了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影响袁结
识金融界许多上层人物袁为党利用金
融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袁支
持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遥
1938 年袁阿英渊钱杏邨冤组织野风雨书
屋冶袁 负责出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
抗日救亡刊物叶文献曳叶长城画册曳等遥
通易复业后袁野风雨书屋冶就隐藏在通
易公司的二楼袁 进出都用另外的楼
梯遥冯雪峰经常利用野风雨书屋冶与文
艺界的朋友进行交流遥

通易公司还承担了为党保管文
件的任务遥当时一般银行钱庄的保险
箱租用条件很苛刻袁要可靠的担保和
预付保证金遥黄慕兰以通易公司副总
经理的身份签字和代付保证金袁就很
方便了遥 瞿秋白的书信尧方志敏的日
记以及当时中央许多重要文件都保
存在通易公司的保管库中袁直到新中
国成立后由阿英取出交给党中央遥

在经济方面袁通易公司作为重要
的资金周转据点袁对党所领导的各方
面进步事业提供了资金方面的保证袁
起到了党的野地下金库冶的作用遥 如
1937 年至 1939 年与社会知名人士
共同支持叶每日译报曳曰为叶鲁迅全集曳
出版提供无限透支的资助曰为于伶为
首的上海剧艺社提供透支账户等遥

2017 年 2 月袁黄慕兰逝世袁享年
110 岁遥 虢安仁

黄慕兰院

浏阳花木兰 上海建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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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