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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鹏翔、王自宸、谭元斌

　　“扬子江畔、京广线旁，向警予就义的土地
上，绿色的校园，可爱的学校，培育我们成长的
地方……”“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在武汉市二
十一（警予）中学八年级二班，一场缅怀革命先
烈向警予的主题班会正在进行。同学们高唱校
歌，散发蓬勃朝气的歌声穿透门窗、飘向远方，
吸引路人朝着校园抬头张望。
　　向警予是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中央第
一任妇女部长。作为模范妇女领袖，她提出发展
平民女子教育，为妇女解放、劳动大众解放和共
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记者近期走访向警予
烈士牺牲地发现，她当年就义的刑场如今已建
起一座现代化的中学。曾经烈士振聋发聩的呐
喊与当下祖国花朵的琅琅书声“隔空共鸣”，让
人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开辟
的道路，正将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带入现实。

“武汉雨花台” 一所学校平地起

　　地处汉口江汉路与黄石街之间、铭新街沿
线的武汉市二十一（警予）中学，周边环绕着中
共中央宣传部旧址暨瞿秋白故居陈列馆、吉庆
民俗街。灿烂的阳光下，校园内明黄的教学楼和
红蓝相间的操场，与校园外时刻涌动的人潮车
流相得益彰，勾勒出一幅动静相宜的城市生
活画。
　　穿越时空，这所中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还
是一片被称作“余记里空坪”的荒凉野地。据武
汉市二十一（警予）中学校长王洪明介绍，大革
命失败后，反动派叫嚣“以杀为治”，白色恐怖笼
罩着武汉。当时，“余记里空坪”周边聚集着“武
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等反动派镇压
革命的全套“机器”。住在这里的群众经常目睹
就义者从看守所被五花大绑押解军法处，插上

“斩标”后“绑赴余记里空坪执行枪决”。
　　史料记载，反动派在这里屠杀的共产党人
和革命志士有 200 多人，“余记里空坪”也因此
被称为“武汉雨花台”。武汉市汉阳区档案馆副
馆长熊婕说，这些烈士走向刑场的途中，双手虽
被捆绑，但无不表现出凛然正气，他们有的昂首
高唱《国际歌》，有的跳起来大骂反动派，呐喊出
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1928年3月20日，留在武汉组织并参加地
下斗争的向警予被捕，不久被引渡到“武汉卫戍
司令部”军法处监狱，虽受严刑拷打，但对党的
秘密一字不供。同年5月1日，国民党军阀决定

杀害向警予。在走向刑场的路上，33岁的向警予
一路高喊：“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为解
放工农劳动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
　　“慷慨高歌主义真，丹心永照后来人。”王洪
明说，为纪念大革命时期牺牲在此的向警予、夏
明翰等革命先烈，1993 年，学校由原黄石路中
学更名为武汉市警予中学，此后又与百年老校
二十一中学资源重组，更名为武汉市第二十一

（警予）中学。学校还设立烈士纪念馆和浮雕墙，
帮助学生形象地了解烈士们为民族解放而表现
出的豪情壮志，教育学生“求实学，做好人”。

她为女性读书而“拼命”

　　重温向警予烈士的革命经历，不难发现，作
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向警予在她短短30多
年的生命中，一直在为妇女解放，让女性享受平
等的受教育权而奔走。
　　在旧中国，妇女和女童的受教育权几乎得
不到保障。据统计，1949年前，人口文盲率高达
80％ 以上。1949 年，女童入学率只有 15％ 左
右。熊婕告诉记者，出身湖南溆浦商人家庭的向
警予原名向俊贤，后将名字改为向警予，就是为
了表示对封建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

　　 1916年6月，刚刚从长沙周南女校毕业
的向警予，梳着当时流行的齐耳短发，背上行
囊，回到家乡溆浦县文昌阁，接替其兄担任县
立女校校长。她打破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
念，在校内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
脚布，并一个个地陪其回家向父母进行动员。
　　溆浦女校在向警予的主持下，成为传授
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新思想的阵地，随
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及学校规模的扩大，培养
出大批新女性知识分子，在当时产生了重要
影响。
　　向警予身上始终闪烁着新女性对新社会
的强烈追求。1919 年夏，向警予为避开驻军
长官求婚纠缠，也为寻求真理，赴长沙发起女
子赴法勤工俭学行动，并加入毛泽东、蔡和森
主持的“新民学会”。
　　1921年底，向警予回国。不久，她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她先后出席了党的“二大”至“五
大”，当选为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中央委
员，并连续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1925 年 5
月增补为中央局委员。
　　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作家斯诺追溯中国
共产党创建历史时指出，向警予是“唯一的一
个女创始人”。周恩来曾指出，她是党的第一

个女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
　　五卅运动爆发后，向警予发动妇女积极
参加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亲自带领女同志上
街宣传、募捐，并数次领导了女工运动和罢工
斗争。
　　向警予撰文指出，上千年来的封建传统
礼教把中国妇女的知觉和感情都牢牢地束缚
起来了，中国绝大多数女性过的完全是“生殖
机”及“灶下婢”的生活。她提出，发展平民女
子教育，通过女子教育让女性成长为“准备改
造社会的工具”。
　　“向警予牺牲之地建成一所学校，让烈士
英灵守护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应该是对革
命先烈最好的告慰。”武汉市二十一（警予）中
学党总支书记肖旻说。

未竟夙愿已成真

　　向警予生前曾留给女儿蔡妮一首诗歌：
“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
将来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成长。”
　　如向警予烈士所愿，历史的航船早已穿
云破雾、迎来了朝阳。
　　近看武汉市二十一（警予）中学，学校生

均藏书近90册，生均建筑面积超25平方米，
多媒体电教室、心理咨询室、篮球场、排球场
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此外，学校还形成了一
支求实创新、团结向上、教艺精湛、乐于奉献
的百余人高素质教师队伍，让 800 余名在校
学生能够安心学习和健康成长。
　　放眼全国，从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的战略任务，到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
家庭学生的“两免一补”，再到脱贫攻坚中保
障义务教育在内的“两不愁三保障”……中国
的教育政策不断完善，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今天的女童是明天的母亲和建设者，女
童素质关乎民族未来。”武汉市二十一（警予）
中学八年级二班班主任王春说，不久前她了
解到，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 2019 年《中国
妇女发展纲要（2011 — 2020 年）》统计监测
报告显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已连续 5
年达到 99.9% 及以上；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在
校生中女生为7157.3万人，占在校生的比重
为 46.5%；高等教育女生占比则超过一半。

“这些数据让人看得十分振奋。”
　　“愿我同学做好准备，为我女界啊，大放
光明！”这曾是向警予在主持溆浦女校期间所
编写的校歌里的词句。观照当下，随着我国女
性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广大妇女在推动
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贡献了智慧和力
量，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
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武汉市妇联主席叶文静说，2020 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武汉市 650 万妇女积极
投身“武汉保卫战”之中。她们当中，有医生、
护士、记者、环卫工人、家庭主妇。她们有的
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请缨返回工作岗位；有
的担当志愿者，为困难群众送去温暖和关
爱；有的积极参与“分餐‘筷’来行动”，在家
庭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这些“花木兰”
用实际行动，撑起了“战疫”的半边天，使得
400 余万户家庭成为“武汉战疫”最稳固的
大后方。
　　“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奋发图强？”主题班会
上，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14 岁的鄂姝
娴感到收获多多。她说，向警予曾说过，人生
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定
的，“我也想成为向警予一样的人，敢为人先、
勇于担当，时刻准备着，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
史责任。”

本报记者孟昭丽、褚萌萌、郭圻

　　“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
党的教导记心头……”新四军老战士尹峰已近期
颐之年，很多事情都渐渐记不清楚，然而年轻时唱
过无数遍的一首首革命歌曲却深深镌刻在她的脑
海中。在福州的家中，若有客人来访，尹奶奶总会
开心地用手打着拍子，唱给客人听，旋律准确，底
气十足，让人依稀能想到她年轻时的样子。
　　从少女到老人，这位老党员的嘹亮歌喉始
终伴着她无畏的斗争行动和辛勤的建设步伐：
她在抗日游行队伍里和同学们一起唱着；在抗
战前线为鼓舞战士、宣传群众而唱着；退休后又
组织成立了老战士合唱团，继续向后人唱出中
华民族的革命故事。
　　出生于 1923 年 3 月的尹峰马上就要迎来
98 周岁生日了。她出身医生世家，就读于武昌
艺术专科学院预科班，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新四
军战士在国统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跋
涉万里奔赴延安，又在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华东，
历经多场战役。百年芳华，她在战火中铸造了一
颗永不褪色的红心。

战火中的青春

　　1972年，江西南昌，18岁的伍严安正在某
部队服役。春节刚过，母亲尹峰要从福州来探望
她，这令她很是开心。不过，好久未见的母亲坐
下没一会儿，就对她说：“这次来南昌，我还有一
个心愿，想去当年驻扎过的地方看看。”
　　对于母亲年少时的经历，那时的严安知之
甚少，只是懵懂地陪着母亲一路坐公交车来到
市郊。下了车，在大片大片的农田中，母亲遇见
老乡便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展秀的女孩子？”
几位老乡商议了一阵，便有人跑去叫人，其余的
引着母女俩向农田深处走去。
　　伍严安还记得，不一会儿，一位身材瘦削、
面目清秀的女性向她们走来，看起来和母亲年
纪相仿。母亲迫不及待地问她：“你是展秀吗？你
还记得抗战时你们家住过的女兵吗？”对方先是
愣了一下，随后热情地跟尹峰抱在一起。那一
日，两人交谈良久。
　　看着眼前的情景，刚刚成年的伍严安虽未
完全理清事情的原委，但感动得眼泪直在眼眶
中打转。“我母亲是女兵，是党员，她那时同当地
群众共同播下的革命友谊的种子，竟然这么多
年后还一直在两人的心中。”伍严安回忆。
　　原来，尹峰当年在抗日战争中驻扎南昌时，
就曾在展秀家里住过。在战余休整之际，女战士
们教当地群众识文算数，向他们宣传抗日思想，
与当地群众——— 特别是女性——— 结下了特殊的

情谊。
　　自此一行后，伍严安对母亲的青春岁月感
到愈发好奇：同样是“不爱红妆爱武装”，母亲那
老一辈女兵究竟经历了什么？
　　原名尹卜驹的尹峰家乡在湖北武昌，她出
生那一年本地爆发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整
个华夏大地战乱频仍。受哥姊的影响，年幼的尹
峰常常跟着青年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随后加
入了武汉青年救国团。
　　1938年3月，成立约半年的上海劳动妇女战
地服务团来武汉招收团员，15岁的尹峰得知这一
消息后，当即决定放弃学业，要“到前线去、到敌
人后方去，到抗战最需要的地方去”。姐姐卜甄通
过地下党关系向服务团中的地下党支部做了介
绍，尹峰就此成为战地服务团的第三批团员。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由何香凝发起，
其秘书胡兰畦任团长，是一个协助中国军队抗
日的军事化团体，几十名团员均为年轻女性，多
数为女工，少数是像尹峰这样的学生。她们在战
地医院服务伤兵，在战场前线做宣传、动员，同
时在地方调查情况、发动群众支前。

　　两年多的时间里，尹峰随着战地服务团
先后转战皖、赣、鄂、湘、豫等多地，每到一处
即就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跋山涉水，日晒
雨淋，经常一天要走七八十里路。”尹峰回忆。

淬炼出的信仰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隶属于国民革
命军第十九集团军，但却以中共组织及其成
员为骨干力量，内部建有秘密的中共党支部，
经陈毅批准，受新四军军部直接领导。
　　 1938 年 8 月，服务团开赴武汉，渴望尽
快接上组织关系的尹峰通过了申请，在武昌
蛇山上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她的入党
介绍人之一、姐姐卜甄告诉她，虽然年龄还不
及 18 岁，但因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情况特
殊，服务团中没有共青团支部，组织决定破格
吸收她，在党内对她进行教育培训。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尹峰回忆，“我
面对党旗，向党表示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终生的决心。”学习了党章后，她更是感觉

“一下子又长大了几岁”，决心要“全方位隐蔽
好党员的身份，执行党的抗日统战政策，克服
一切困难，顽强战斗下去”。
　　在编辑团内的重要文宣阵地《战鼓》周刊
时，尹峰和同志们不仅报道全国各抗日战场的
形势，还不露痕迹地融入暗中学过的《论持久
战》思想，驳斥“曲线救国”论，痛斥汉奸卖国言
论，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号召枪口对外。
　　据尹峰和团员们后来的不完全统计，服务
团在所到之处先后成立了妇女识字班、文化补
习班20多个，共有约670人参加，组织起当地
妇女儿童，形成了支援抗战前线的重要力量。
　　“在当时，工作女性是比较少的，女兵则更
少，母亲她们那些年轻的女孩去参军、入党，保
家卫国，为抗日战争做贡献，当得起‘女中豪
杰’。”伍严安说，“她们也是我们当代女性的榜
样，鼓励我们要去奋斗，去为国家为人民做贡
献。”在母亲的影响下，南昌郊区之行的转年，
19岁的伍严安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对于党的信仰，从新四军时期起就一直
烙印在尹峰的岁月中。她的二儿子伍东安说，

近年来，上了年纪的尹峰经常忘事，但是每个
月总是会反复问子女：“我的党费交了吗？”

铿锵玫瑰的革命作风

　　在大儿子伍泰安心中，母亲最厉害之处
就是她的“脚力”。“我们小时候走路常常喊
累，母亲就会跟我们说：‘我们新四军出来的，
都不怕走路’。”伍泰安回忆，“她把她的脚给
我们看，就是因为走路走得伤痕累累。”
　　1940年底，战地服务团地下党支部迫于
被渗透的压力，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决定撤出
十九集团军，尹峰接到的任务是到延安去。尹
峰回忆，“我当时听说后，高兴极了！”在此后
近两年的万里跋涉中，“到延安去！”一直是支
撑着她走下去的念想。
　　尹峰从江西出发，途经湖南、广西、贵州、
重庆、河南、山西等地，其中自重庆后，由于形
势严峻，为安全起见，改乘车为步行。原本就患
有结核病的尹峰又感染上伤寒，就留在太行山
的八路军野战医院养病，后又因病情过重被托
付给当地一位贫农大娘，战友连棺材钱都帮她
预备好了。在这里，她经历了两次反“扫荡”，在
大娘的细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了健康。
　　1942年6月，尹峰终于随部队渡过了黄
河。听到边区群众宏亮的歌声：“边区的太阳
红又红，我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她终于
走到了延安。“天空特别明朗，我们个个轻松
愉快。”尹峰回忆，“行军的疲劳一下子烟消云
散！”
　　当尹峰报到时，接待的同志惊讶地说：

“你怎么还活着？”原来，同志们以为尹峰病得
太重，活不成了，已经缴销了她的身份。“是
呀，我终于活过来了！”尹峰兴奋地答道。
　　在延安三年后，尹峰同丈夫转战华东，投
身人民解放战争，又在新中国成立后定居福
建，在省妇联从事妇女儿童工作。在儿女的记
忆中，小时候父母经常是从乡下调研回来没
几天，就又下乡去了。
　　尹峰的丈夫是闽西老区龙岩人，土地革
命时一直在当地战斗，夫妻俩在新中国成立
后又在龙岩工作过几年，对老区的乡亲们有
着深厚的感情。
　　伍泰安也记得，小时候母亲对她说的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忘本”。“就是‘不忘初心’的
意思。”伍泰安说，“做什么事情都要永远记得自
己是革命战士的儿女，是闽西红土地的子孙。”
　　“共产党员，要坚定信仰，不忘初心。”在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岁生日之际，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时，作为老新四
军战士、老党员的尹峰老人如是说。

“ 为 我 女 界 啊 ，大 放 光 明 ！”
在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向警予烈士牺牲地倾听历史的回音

3月5日，武汉市二十一（警予）中学八年级二班学生在缅怀革命先烈向警予主题班会活动上唱校歌。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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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老战士尹峰在福州家中。  新华社记者郭圻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