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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叔衡创造了多个纪录：年纪最大的
师范学生、年纪最大的新民学会会员、年
纪最大的一大代表、苏维埃红色政权首任

“大法官”、一大代表中最早牺牲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最终，他践行了“我要为苏维
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也正是
他“只望活的人要真活，不要活着还不如
死”的人生观的终极体现。

一大闭幕后，8月中旬，何叔衡同毛
泽东回到湖南。10月，何叔衡与毛泽东
主持组建中共湖南支部，何叔衡任支部组
织委员。中共湖南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的第一个省级党组织。它的成立，使湖
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

1922年5月，中共湖南支部改为中共
湘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了湘区第一次工人
运动高潮。1925年 11月，中共湘区执行
委员会改称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1927
年5月正式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

1927 年 5 月 21 日，长沙“马日事
变”发生，何叔衡在宁乡听到消息，没有
畏缩躲避，反而以赴汤蹈火的勇气直奔白
色恐怖笼罩下的长沙寻找党组织，继而前
往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坚持秘密
斗争。拜别妻子袁少娥奔赴上海后，他再
也没能回到家乡。

1928年5月底，何叔衡受党组织派遣
经哈尔滨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并在俄学
习。在哈尔滨，何叔衡有感于国家和人民
的命运，有感于自己即将出国参加党的六
大的历史使命，以忧国忧民之心，以诗抒
情，以诗言志，在中共哈尔滨县委六大代
表接待站安排的住处改写陆游的《剑门道
中遇微雨》一诗为“无题”诗：

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
6月底，何叔衡到达莫斯科。由于中

共的六大早在6月18日已在莫斯科近郊秘
密开幕，他到达莫斯科后不顾行程的劳
累，立即参加了会议，直至7月11日大会
闭幕。他在大会期间参加了宣传委员会和
湖南代表团的工作。

六大闭幕后，何叔衡没有立即回国，
经中共中央介绍，于当年9月进入莫斯科
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
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开始了为期两
年的学习生活。

1930年7月，何叔衡从苏联学习回国
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任秘密
救助遇难同志的全国互济会负责人，将暴
露身份的同志转往苏区。

1931年 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让何叔
衡转移到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去。在瑞金，
他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
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
法庭主席等职，因厉行法治，深受人民群
众爱戴，被誉为“苏区包公”。

1935 年 2月 14 日在转移到福建长汀
时，他不幸壮烈牺牲，实践了生前“我要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时年
59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何叔衡的
女儿何实山、何实嗣姐妹辗转来到延
安，却没有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
谢觉哉老泪纵横地告诉她们，何叔衡早
在两年多前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就不幸
牺牲。这一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在为牺牲同
志默哀的名单中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时，
大家莫不为这位党内的革命长者的牺牲
而深感悲痛。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谢觉哉
为悼念老友何叔衡捐躯10周年，想起年
轻时与何叔衡的戏言“后死者要为先死者
做传”，遥望南天写下诗一首：

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
绕过湖南何叔衡故居，沿屋后小山坡

上去，就可看到一处坟头。一块普普通通
的墓碑上刻着两个名字：何叔衡、袁少
娥。袁少娥这位从未走出过小山村的农村
妇女一辈子在这里守望远行丈夫的平安音
讯。当年，何叔衡牺牲时，距离长汀700
公里外的宁乡杓子冲里的袁少娥一无所
知。她一直在等待丈夫归来，直至 1957
后撒手人寰。她生前的惟一遗愿是能与何
叔衡合葬，但最终没有等到丈夫的尸骨，
只能与他的名字相伴。

最终，“忘家客”仍未归家。他的火
种却已回来了，所携着的火种汇入革命热
浪，连同躯壳燃起的熊熊烈焰，将天地换
了个新！如若他得见今日之中国，当知风
雨停息、夙愿已成，游子可归矣！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
歌学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

“为苏维埃流尽
最后一滴血”

何叔衡：行无愧党享威声
余 玮

1876 年 5 月 27 日，这天正是端午
节，何叔衡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黄涓乡杓
子冲一个农民家庭。7 岁起就看牛、砍
柴、割草、干家务活。由于家境贫寒，经
常揭不开锅。一天，何叔衡放牛回来吃饭
没吃饱，满怀期待地说：“吃饭要是像牛
吃草那样能放肆吃就好了。”父亲何绍春
听后说：“你长大了像牛一样做事，一定
会吃得饱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入了少年
何叔衡的脑海，他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历
程中时刻体现出了牛的品格与特性。

1902年7月，何叔衡遵从父命，到县
城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县衙让他去
担任主管钱粮的官吏，他却深感“世局之
汹汹，人情之愦愦”，激愤于衙门黑暗腐
朽，拒不到任，甘愿在家种田、教私塾。

在乡间任教时，何叔衡与其他三位志
同道合的秀才结为拜把子兄弟，他们就是
被合称为“宁乡四髯”的谢觉哉、姜梦周
和王凌波。这几位秀才虽然也是穿长袍马
褂，说话之乎者也，但在思想上却与其他
科举出身的旧文人格格不入。他们都不愿
为官，却关心政局，聚在一起时常抨击清
政府的腐败无能。

不久，因清廷行“新政”后办新式学
堂，1909年何叔衡受聘于云山高等小学
堂，在教文史的同时也开始阅读外界新
书，接触到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思想和
近代科学知识。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
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又动员周围的男
人剪辫、女人放脚。暑假时何叔衡回到家
中，看到守旧妇人仍不肯解开裹脚布，便
说：“看来只动笔动嘴不行，还要动手动
刀。”于是，他操起菜刀，将家中的裹脚
布和尖脚鞋全部搜出后，当众砍烂。

1913年春，37岁的何叔衡考取湖南
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合并入湖南省立
第一师范，他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
学校校长陈夙荒问他：“你这么大的年纪
还来当学生干什么？”他说：“深居穷乡僻
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耽误了青春。
旧学根底浅，新学才启蒙，急盼求新学，
想为国为民出力。”

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何叔衡积极参
加青年人的活动，结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
要的“忘年之交”——毛泽东。虽然毛泽
东比何叔衡小17岁，但何叔衡为毛泽东
超群的见识和气魄倾倒，对自己的宁乡老
乡谢觉哉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
物。”而在毛泽东的眼中，虽然何叔衡爱
穿长衫，看起来一副旧式学究模样，但全
然没有迂腐气息，思想解放，办事精明、
能吃苦，为人热忱真挚。何叔衡往日蓄
着胡须，毛泽东称他“何胡子”。他们的
同学、朋友形容两人的友谊说：“毛润之
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
之所赞。”

两年后，一师结业，父亲和妻子都希
望他回到家乡去教书。何叔衡认为，现在
是“世道乖漓，人心浇薄”，要改变这个
世道，决不能株守家园。于是，他选择先
后到长沙楚怡学校和第一师范附小任教。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

“新民学会”，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
加入，曾任执行委员长。毛泽东的评价是

“叔衡办事，可当大局”。

拥抱新风气
结识毛泽东

五四运动中，何叔衡与长沙的进步教师支持
学生反帝爱国行动。1919年冬，毛泽东发起组
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何叔衡在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1920年 8月，毛泽东发起创办文化书
社，以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何叔衡慷慨地拿出
自己勤俭节约储存起来的钱支持书社，还四处奔
走，积极为书社筹集资金。

8月22日，毛泽东、何叔衡还发起组织了湖
南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
为宗旨”，提倡赴俄勤工俭学，先后介绍刘少
奇、任弼时、萧劲光等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
校学习俄语及赴俄留学。这时期，何叔衡担任湖
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并被聘任为湖南通俗书报编
辑所所长。他特意邀请毛泽东参加第一次编辑会
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1920年 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
中一批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的革命者逐渐走到
一起，成立了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
何叔衡、彭璜等6人是最初发起人，在建党文件
上签了名。因为是秘密成立，他们没有在新民学
会中公开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党的工作
还是以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名义进行。

1921年 1月1日至3日，大雪满城，景象簇
新。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文化书社集会，讨论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方法等问题，史称
新年会议。

会上争论热烈，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
子博等许多人主张最宜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
义，即用劳农专政的方法。何叔衡表示：“主张
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
深信这些话。”毛泽东则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
体相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
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
最宜采用。”

表决时，参加会议的18人中，赞成布尔什
维主义的有12人。这次会议标志着新民学会成
员在思想上开始分化，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
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的74名
成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31人。

在新民学会中，熊瑾玎与年轻激进者意见常
有分歧，特别是针对许多人耻于言利的思想，他
提出“要做事，就要有钱”，主张创办经济实
体。他因认识上的分歧没有加入湖南共产党早期
组织，却在学会中因年纪稍长、办事老成而常被
大家委以筹款等事宜。

早在前一年的10月，毛泽东就接到了上海
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即积极进行
发展团员的工作。这次年会上，新民学会讨论了

关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问题，何叔衡最后归纳
大家的意见时肯定了必须“组织社会主义青年
团”，并交由大会表决，获得通过。据易礼容回
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毛泽东是团的书
记；以后，罗君强、萧述凡、田波扬先后当过书
记；何叔衡、夏曦、郭亮等人是团员。湖南社会主
义青年团的成立，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
坚实基础。

这时，毛泽东将通俗教育馆作为基地，常约新
民学会会员开会谈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何叔衡、
毛泽东在通俗教育馆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湖南赵恒惕
政府的警惕，他们大骂：“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
门骂政府，真是岂有此理！”何叔衡因“鼓吹过激
主义”等罪名，馆长、所长职务均被撤。毛泽东和
何叔衡等人商议重新办报，却因为随之而来的一件
开天辟地的大事被搁置。

原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收到上海共产
党发起组的来信，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前往上海开
会，准备建立党组织。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也收
到了陈独秀等发来的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通
知。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启程
前往上海。

为了保密，他们行色匆匆，行踪隐蔽。在这一
天，仅有的几个知情人之一谢觉哉在日记里记下了
毛何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启程：“午后六时，叔衡
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后来，谢觉
哉对此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
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
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
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

会。”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后来也告诉人们说：“对
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
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
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这时，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船，毛泽东、
何叔衡于6月29日晚从长沙乘船北上，有关旅费是
由熊瑾玎协助筹措的。为了隐蔽，何叔衡特意把胡
须剃了，头戴遮阳帽，他和毛泽东趁着暮色登上了小
火轮。他们先到达武汉，然后再由武汉转赴上海。途
中需5天左右时间，毛泽东、何叔衡到达上海已是7
月4日以后。然而，到达上海时，距实际开会时间尚
早，于是他们又去了杭州、南京等地游览。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上海开幕。大会期间，会场突遭巡捕搜查，代表们
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完成了中
共一大议程。曾有人质疑何叔衡没有出席中共一
大，主要“依据”有二：一是，一大代表张国焘撰
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何叔衡是一位读
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
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很少，但显示出一股诚实
和热情的劲儿。”张国焘还说何叔衡没有代表资
格：“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
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
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
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
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
的代表只有十二人。”二是，一大代表刘仁静1979
年接受采访时说：“湖南两个人，即毛泽东、何叔
衡。何叔衡有没有参加完会议，我记不清了。我那
时年纪小，有的事我不知道。”其实，当时根本就
没有张国焘所说“代表的资格”的审查制度，刘仁
静也没有否认何叔衡出席会议。

事实上，出席了一大会议的陈潭秋、毛泽东、
董必武、李达、刘仁静、包惠僧、张国焘、周佛海
等8人都有文字记录承认何叔衡是一大代表。此
外，关于何叔衡参加一大的经过，何叔衡的好友谢
觉哉、易礼容都有回忆。

1962年 7月 1日，谢觉哉应约在《北京晚报》
发表《蝶恋花·七一》词一首，开头第一句为“四
一年前风雨夜”就是指毛何赴上海的秘密行动，词
的原注写道：“四十一年前的七一前夕，毛主席和
何叔衡黑夜由长沙登舟远行，不要我们送，后来才
知道是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北京晚报》记者
曾问谢觉哉：“当时您是否知道去开一大的会？”谢
觉哉说：“只知道各地共产主义者赴沪议事，不知
道召开一大。”易礼容在1979年9月所写《党的创
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一文，明确指出：“毛润
之和何叔衡参加党的一大，有人说何不是代表，中
途要他回来了。不对，何和毛是同路去，同路回来
的，我晓得。”一大唯一的工作人员、李达的夫人
王会悟也曾用文字证明何叔衡参加了一大最后一次
会议。何叔衡、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还随王
会悟到南湖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选择游船划行的
路线和停靠地点。

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何叔衡45岁。一大
代表中有3名晚清秀才，陈独秀、董必武都是17岁
中秀才，何叔衡中秀才的时候已26岁。参加一大
的湖南籍代表还有李达、周佛海。至此，何叔衡走
完了从封建秀才到革命民主主义者再到马克思主义
者的全部路程。

年纪最大的一大代表

大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宁乡四髯宁乡四髯””合影合影 （（左二为何叔衡左二为何叔衡））

何
叔
衡
（
素
描
）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杨
建
平
绘

1928年1月，何叔衡 （中） 与友人石
大城、袁秀珊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