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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顾小立

　　一种什么样的觉悟，让一位不到
30 岁的年轻人，遇到危险时首先想到
的是党的文件的安全？
　　一种什么样的信念，让一位老父
亲几十年如一日保管好儿子托付的物
品，甚至不惜编造“儿已亡故”的谎言？
　　一种什么样的执着，让一个家族
四代人用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接力”，
走 过 大 半 个 中 国 打 探 一 位 亲 人 的
下落？
　　一种什么样的感动，让一位位与
他素昧平生的人，不断踏上重访他生
平足迹的道路？
　　张人亚，这个如今与 100 年前颁
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紧紧联系
在一起的名字，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
历史时期曾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甚
至连他的生平、下落都无从知晓。为了
寻找他，许多人付出了大量努力。
　　寻找“张人亚”，或许已告一段落。
寻找“张人亚”，或许也永远在路上。

“不肖儿在外亡故”

　　过去的事实已告诉我了，所以我
加入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事。
　　——— 张人亚手书

　　“儿子张人亚，到底去了哪里？”
　　直到临终，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
也没有等来这个问题的答案。
　　躺在靠窗的病榻上，双眼望向院
子的大门，一次次期盼儿子归来的身
影，是这位老人做得最多的一件事。
　　晚年的张爵谦，思维常常止不住
地飘回过去，回到许多年前，他和儿子
相见的第一面，还有和第一面时隔 29
年后，他和儿子相见的最后一面。
　　第一面，在初夏。那一年，儿子降
生———
　　 1898 年 5 月的一天，张家祠堂
后的一处大宅院内，一个男婴呱呱坠
地。这个男婴被取名为守和，字静泉。
　　在清末的宁波府镇海县霞浦镇，
张姓是一个大姓。从南宋末年起，张姓
居民的祖先便为躲避战乱来此定居。
张守和在家中的男孩里排行老二，“守
和”的名字严格来源于族内“和”字辈
的排行，寄托着族人对这个男孩成长
的期许。
　　然而，这个男孩的一生，却没有选
择单纯地“守和”。
　　张守和的童年时期，正值国内反清
斗争风起云涌之时。1906 年，堂兄晚荷
先生在张家祠堂内主持开设了霞浦学
堂。依照族人的安排，张守和来此读书。
　　尽管出身秀才，但晚荷先生的思
想却十分进步。在他的课堂上，时常能
听到在当地人看来“离经叛道”的反帝
反封建主张。
　　当然，这引起了不少反对。
　　晚荷先生设在祠堂内的教室，几
度被人蓄意毁坏。不过，他丝毫不为所
动，还把学堂搬到了自己家中，坚持办
了下去。
　　张爵谦记得，在晚荷先生的影响
下，年少的儿子也不再循规蹈矩。他曾
自作主张，干了一件令族人头皮发麻
的“叛逆”之事：邀集几个同学一起，敲
坏了家乡庙里的“泥菩萨”。
　　 15 岁那年，张守和离家前往上
海，成为老凤祥银楼的一名金银首饰
制作工人。
　　在上海，这位心忧天下的青年接
触到更多先进的革命思想，目睹了当
时工人生活的真实状况，决心为改善
工人生活做一些事情，而他的表现，也
引起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注意。
　　在上海，张守和为自己取了一个
新名字——— 张人亚。
　　渐渐地，这个新名字用得越来越
多。“人亚”两个字，在上海工人界的名
气也越来越响。
　　 1922 年对于张人亚来说，是个
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他经历了三
件大事———
　　第一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
为上海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之一；
　　第二件，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他
在会议结束后，获得了大会通过的中
国共产党党章等重要文件；

　　第三件，时年只有 24 岁的他，领
导了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
　　张爵谦对儿子在上海所做的事情
并不关注，他最初也弄不明白到底什
么叫“工人运动”。晚年的他只是时常
想起，在父子俩并不算很长的相处时
光中，真应该多为儿子做点什么。
　　最后一面，在隆冬。那一年，儿子
回乡———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
生，白色恐怖笼罩上海。那年年底，许
久没有回过宁波的张人亚，推开了霞
浦老家的大门。
　　那一次父子见面，和以往的气氛
完全不同：张人亚一上来没有说别的，
只是郑重交给父亲一个秘密任务：妥
善保管一批文件和书刊。
　　这些文件和书刊里，有张人亚先
前获得的第一部党章，还包括《共产党
宣言》中文译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
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等文献。
　　为什么要“秘密”保存呢？张爵谦
没有多问，但他马上答应下来。
　　怎样才能做到“秘密”呢？张爵谦
眉头一皱，想了一个奇招：他编了个

“不肖儿在外亡故”的故事，为张人亚
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衣冠
冢，接着用油纸裹好文件藏进空棺里。
　　衣冠冢建起之前，张人亚便已再
次匆匆出门。张爵谦一直不露声色地
守着这个衣冠冢，没有对任何人提起
过里面的一切。
　　这一守，便是数十年。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张爵谦才叫
来三儿子张静茂，向他揭开了“衣冠冢
之谜”，并要求张静茂将这些文献上交
国家。其中多件文献，后来均成为国家
一级文物。
　　只是，张爵谦始终没有等来关于
儿子下落的任何消息。

　　“找到张人亚，是为了将

他还给共产党”

　　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
力，刻苦耐劳，在共产党内始终是站在
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与一切不正确思想
作坚决斗争……
　　——— 《红色中华》，1933 年 1 月
7 日

　　“亲人张人亚，下落究竟如何？”
　 　 张 家 人 始 终 没 有 放 弃 寻 找 张
人亚。
　　冬去春来，斗转星移。霞浦的长山
岗上，衣冠冢经历了一年年风雨的冲
刷，岁月的刻蚀让墓碑一日日失去往
昔的光泽，变得愈加粗糙，愈加凹凸
不平。
　　乡人们会不会知道张人亚的下

落呢？
　　由于张爵谦长期守口如瓶，上世
纪中叶的霞浦人，并不清楚衣冠冢的

“真相”。在寻找张人亚这件事上，自然
帮不上什么忙。
　　战友和同事们，会不会知道张人
亚的下落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张静茂等曾
在报纸上刊登过启事，也曾通过写信
等方式联系过当年可能和张人亚共事
过的人打探情况，却没有得到过确切
回音。
　　在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年代，
这样的寻找就是大海捞针，难有成效。
　　幸而，天无绝人之路———
　　距离张人亚最后一次回乡过去近
78 年后，事情忽然迎来了“转机”。
　　 2005 年 4 月的一天，张静茂的
孙女张建优在上网时偶然得知：在衣
冠冢内保存下来的《共产党宣言》中文
译本，珍藏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
　　张建优如获至宝。她马上把这个
消息，告诉了在上海的叔叔们。
　　次日，张人亚的侄子张时华等一
行三人来到一大会址纪念馆。在纪念
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上
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掌握了关
于张人亚革命活动的一些信息。
　　张家人得知，1927 年张人亚离家
后，曾前往当时的中央苏区工作。于
是，当月张家几位后代便相约从上海、
山东和江西等地分别出发，到瑞金会
合，寻找张人亚的踪迹。
　　几番寻访后，张人亚生命轨迹中
曾被迷雾重重笼罩的部分，渐渐清晰
起来———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成立，张人亚不久后就来到这里。在
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
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
长兼印刷局局长等职务，出版、印刷与
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
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书籍。
　　为了提高效率，张家后代开展了
密切合作：张静茂的大儿子张时才在
嘉兴做后方的“总参谋”；二儿子张时
华住在上海，主要在上海查找资料、联
系相关部门；在江西的张家人为了查
找中央档案馆中的资料，专程往北京
跑了三趟……
　　终于，在一份 1933 年 1 月 7 日
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张家人找到
了一份《追悼张人亚同志》的悼词。悼
词写道：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
版局局长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张人亚
同志，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病故于由瑞金赴汀州的路上……这是

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
大举进攻中徒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
决的革命战士。
　　汀州，即现在的福建长汀。至此，
张人亚的下落得到了确定。
　　得到这份悼词后，张静茂的儿女
们带着家人回到了霞浦老家。他们来
到长山岗上，在张爵谦的墓前报告：
　　“我们已从上海到瑞金，寻访到了
二伯父的踪迹。”
　　“现在瑞金还有他的纪念室，苏区
人民没有忘记他。”
　　“二伯父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祖父
母的养育之恩，你们在九泉之下可以
放心了。”
　　守护者，送回了第一部党章。党
章，也终于找回它的守护者。
　　“找到张人亚，是为了将他还给共
产党，为了不忘初心。”张时华的儿子
张建文说。

像寻找亲人一样，寻找张人亚

　　做有人格的人，不做人类的落伍
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
改变！
　　——— 新闻广播剧《不忘初心———
寻找张人亚》

　　“榜样张人亚，正被越来越多的人
寻找着。”
　　对于张家后人而言，近年来发生
的这一积极变化令他们欣喜。
　　 2021 年 4 月，记者在上海市奉
贤区见到了正在休养的张时华。年近
九旬的张时华思维敏捷、谈吐清晰。他
说，为了能与更多人交流张人亚的事
迹，他在 70 多岁时学会了用电脑，学
会了上网，甚至还学会用“贴吧”。
　　不少张家人已满头白发，但当他
们谈起张人亚时，眼神里就闪烁着光
芒。2011 年，张家后人以“张人亚革
命事迹调研组”的名义，将耗费数年心
血写成的《张人亚传》一书出版。
　　自 2010 年代开始，各类报刊、杂
志上的张人亚研究文章不断涌现，新
闻网站推出“纪念张人亚”专题网页，
志愿者来霞浦祭扫衣冠冢的活动逐渐
形成风气……党章守护者张人亚的事
迹，逐渐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紧，我要去寻
找张人亚！”
　　听完张人亚的故事，熟悉新闻广
播剧制作的记者曹美丽，决定在自己
擅长的专业领域，再走一回“寻找张人
亚”的道路。
　　为了还原一个形象更丰富立体的
张人亚，曹美丽和同事们兵分五路，深
入全国各地采访。她至今仍记得，团队
到达瑞金时，当地的绵绵冬雨下个

不停。
　　曹美丽说，她是浙江人，张人亚也
是浙江人。面对刺骨的阴冷，当时她不
禁牵挂起了自己这位百年前的“老
乡”——— 当年，他会不会和自己一样，
开始想家？
　　“我特别想关心他，特别想找到
他，对他倾诉。”
　　“我像一个小妹，怀着对兄长的敬
仰，一路去找他，循着他的轨迹，看他
做过什么、说过什么、想过什么，最后
又怎么样了。”
　　曹美丽把这些感受，融入整个广
播剧的播报之中。
　　情到深处，她几度落泪。
　　 2018 年 4 月，定名为《不忘初
心——— 寻找张人亚》的新闻广播剧制
作完成。一经推出，好评如潮。
　　有听众含着热泪听完了整部剧。
有听众在留言评论里写下，“女记者像
寻找亲人一样地寻找张人亚”。
　　 2019 年 3 月，作家彭素虹的纪
实文学作品《信仰的足迹：寻访张人
亚》正式出版。
　　和曹美丽一样，在创作的过程中，
彭素虹的脚步也走遍了张人亚曾经工
作过的多个城市。
　　在芜湖寻访时，她随身携带的电
脑忽然损坏，正在酒店的她不得不中
断写作，跑去酒店大堂，试着向值班经
理求助。
　　“我正在写一个东西，但是电脑坏
了，想借用一下酒店的电脑。”彭素虹
边说，边举起几份寻访路上积累的材
料向经理示意。
　　或许是无意瞅见了材料上“张人
亚”三个醒目的大字，经理忽然兴奋地
说：“可否冒昧地问一句，您是在写张
人亚吗？”
　　“是啊。您知道他？”
　　“巧了，我最近正在读一本关于他
的书，革命年代他曾经当过我们芜湖
的‘父母官’，我印象很深。他的故事很
感人。”
　　听到这个回答，彭素虹微微一怔，
感到十分惊讶。
　　“这样吧，我帮您协调一下，您可
以去我们内部财务的电脑上继续写。”
说完这些，经理还和彭素虹半开玩笑
地说，将来写出了关于张人亚的“大
作”，要第一时间给他也寄一本。
　　在上海寻访时，令彭素虹印象最
深的是一丛盛开的杜鹃花。她在《信仰
的足迹：寻访张人亚》一书中写道：
　　夕阳西下，我们走出上海市委党
史研究室，不远处，火红的杜鹃花像一
团团燃烧的火焰，正恣意绽放。这一个
隐喻，像是在把我们一路寻访的初心
唤醒……多少如张人亚一样勇敢坚决
的革命战士，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才种

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枝头怒放的
杜鹃花，那是一种轰轰烈烈的美的
象征。
　　在新闻广播剧、纪实文学之外，
话剧《张人亚》、电影《力量密码》等
与张人亚事迹相关的其他文艺作
品，这两年也相继走向舞台、走向荧
屏，与观众见面。
　　一位文艺评论工作者说，在任
何时候，党章守护者应当值得所有
人尊敬。“让张人亚这个‘ IP ’火起
来，是时候了。”

“张人亚”徐徐归来

　　张人亚守护的不仅仅是党章，
更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仰。
　　——— 张人亚党章学堂讲解词

　　“新时代的‘张人亚’，一定会再
次出现。”
　　新一代年轻的霞浦人，对此有
着共识。
　　当年的霞浦镇，现在已成为宁
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近年来，该街
道会同市、区两级相关部门，整理完
成了大量关于张人亚的史料，寻回
文献复制品数十件。2017 年，衣冠
冢附近正式建成了以张人亚名字命
名的党章学堂。
　　在学堂内部的张人亚事迹陈列
室，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的复制
件，摆放在最显要的位置。2022 年
7 月，党章学堂还在新展厅开辟了
一面“党章墙”，陈列着不同时期不
同版本的党章。
　　 1990 年出生的童思琪，自党
章学堂开馆起便成为馆内的讲解
员。一开始，她满脑子都是如何练好
讲解“打动”参观者。而现在，她却常
常被参观者“打动”：
　　一位游客看完第一部党章复制
件的展陈后，决定把自己平时收藏
的所有党章都捐给学堂；一位老党
员在学堂里缓缓展开保护了近 70
年的、在 1953 年自己入党宣誓仪
式上使用过的党旗。看着党章守护
者的生平展陈，这位党旗的“守护
者”伫立良久，久久不愿离去……
　　童思琪告诉记者，来党章学堂
寻访张人亚的人一年比一年多，她
有时一天要连续讲解七八个小时。
她还曾走出宁波去嘉兴宣讲，去上
海宣讲，通过云直播平台把党章学
堂里的故事传播到全国各地。
　　人亚公园、人亚先锋·红领集
市、人亚儿童友好馆……在霞浦，越
来越多的地方打上了张人亚的烙
印。在北仑区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志龙眼中，这种烙印不是简单“取
个名字”“挂块牌子”，而是要让张人
亚身上的革命精神、担当精神、奉献
精神在新时代找到更多的学习者、
继承者、发扬者。
　　引导党员干部下沉到基层治理
最前沿纾民困、解民忧；引导各村各
社区组建“和美党建联盟”，有效将
社会矛盾化解在最基层；志愿服务
团队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集卡司
机等户外工作者提供服务，为困难
人员送“爱心套餐”，为高龄老人买
菜、理发、爱心缝补……
　　“曾经，张人亚在渐渐远去。如
今，‘张人亚’正徐徐归来。”张志
龙说。
　　“我和张人亚一样，都是‘ 90
后’，但他比我早出生了近一个世
纪。”童思琪说，这一代“90 后”们，
正从前辈身上学习追求真理的赤诚
之心、学习不畏艰险的强大意志，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年的
力量。
　　童思琪说，她的女儿 6 岁，几
乎和党章学堂同时“长大”。女儿咿
呀学语时，就听到母亲在家一遍又
一遍地练习张人亚相关讲稿。如今，
她已能自己把母亲在党章学堂工作
的讲解词大概地背下来。
　　有一次，童思琪拉着女儿的小
手，轻轻问女儿———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
　　“我想成为张人亚。”女儿脱口
而出。  （参与采写：齐琪）

寻 找 党 章 守 护 者 张 人 亚

  图 1：张人亚像。
  图 2：张人亚的衣冠冢。
  图 3 ：保存于张人亚党章学
堂的中共二大党章复制件。
     张人亚党章学堂供图
  图 4 ：2022 年 6 月 8 日，张
人亚之侄张志成在张人亚故居的
一块展板前伫立沉思。
      本报记者顾小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