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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区的红心女战士

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
1928 年，陈少敏转为共产党员，

并奉派返回青岛领导工人运动。此

时，陈少敏只有二十多岁，却因老成

持重被同志称为“陈大姐”。

陈少敏这一名字，是参加革命后
为秘密工作需要所起。这位女革命家
原名孙肇修，1902 年出生于山东寿光

县农家。父亲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

过连长，回乡后一边租佃田地耕种，

一面教小学。

陈少敏自小就随父读书，后来被
送到教会学校，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
一些科学知识。13 岁时，为解决家境
困难，曾独自到青岛日本纱厂当过半

年童工。19 岁时，家乡遇灾荒，父兄
等因病饿死，陈少敏又步行 250 公里

到青岛再当女工。

过了两年牛马般的苦工生活后，

陈少敏于 1923 年加入了邓恩铭等人

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
开除，又到潍坊进入美国人开办的文

美女中读书，于 1927 年在校内秘密

参加了共青团。1928 年，她转为共产
党员，并奉派返回青岛领导工人运

动。此时，陈少敏只有二十多岁，却因

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称为“陈大姐”。

1937 年，陈少敏到延安中央党校
学习后，同新婚丈夫一同南下工作。

翌年，她到河南任省委组织部长，在

确山县“红色竹沟”主办教导大队，并
兼任游击队政委。不久，她率部东进

与李先念会合，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编
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
委，陈少敏任副政委。这位在边区人

称“女将军”的副政委还带头赤脚下

田。“陈大姐，种白菜，又肥又大人人

爱”的歌谣一时传遍中原地区。

陈少敏不是终生未嫁，也不是人

们传说的花木兰式人物。

陈少敏第一任丈夫叫任国桢，任

国桢是我党早期的革命领袖之一，

1898 年 12 月 23 日生于辽宁丹东，原

名任鸿锡，曾用名任国藩。1918 年入

北京大学俄文系预科。1924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5 年起，任中共奉天支

部书记、哈尔滨《东北早报》编辑。

1928 年 9 月，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

记、市委书记。1929 年任中共满洲省

委委员、候补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

进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

1930 年 2 月，中共山东省委因出

现叛徒连遭破坏，几位主要领导人均
被捕，省委机关也由济南转移到青
岛，故中共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任

临时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3

月中旬，任国桢到达青岛后，首先要
租间房子，作为省委秘密办公机关。

但当时招贴租房启事都写着“没眷属

不租”的字样，当时眷属尚在东北老

家的任国桢，自然无法租房。

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为了掩护

新来的省委书记，组织上便派陈少敏

到任国桢身边，假扮夫妻，协助工作。

后来这一对革命的假夫妻就成了真
伴侣。

任国桢于 1931 年 11 月 13 日被

阎锡山杀害，年仅 33 岁。

任国桢牺牲时因陈少敏有孕在

身，一直对她保密，女儿生下来以后
才告诉她，她当时很悲痛，她带着孩
子没法工作，于是她带着 8 个月的女

儿回老家，交给她母亲，她又回到天

津一带，继续干工作。结果，过了七八

个月家里来信说，她女儿一岁半时得

麻疹夭折。1931 年到 1932 年之间，陈

少敏忍受了丧夫失女的悲痛，坚持跟
着党走，为党做工作，革命意志丝毫
不动摇。陈少敏有始至终没有忘记任

国桢，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任国桢

的照片挂在卧室内，让他的照片陪伴

自己，从心底里想念他。

1937 年，陈少敏在延安中央党校
学习时，同班的原湘鄂赣省委书记涂

正坤的妻子在长征途中遇敌人包围

生死不明，二人在经历相似的情况下

有了感情，结了婚。不久，涂正坤的前
妻突然来信，说自己从敌人大屠杀的

死人堆里爬了出来。涂正坤接到消息

后感到很为难，已经跟陈少敏结婚

了，陈大姐人这么好，大家都知道，现

在自己原配妻子又有消息了，涂正坤

处在两难的地步，不知怎么处理。这

时的陈少敏虽然爱着涂正坤，但她是

党的高级干部，历来处理问题顾全大

局，就跟涂正坤讲：“老涂，咱俩赶快

分手，你呀回到你妻子那边去。我们

俩夫妻做不成，还是革命同志嘛。”涂

正坤还有点拿不定主意，她就说他：

“你不要搞错呀，我不是在情人怀抱

长大的人，我是在党的怀抱长大的，

我能承担这个压力，没关系的，不能

因为我破坏了你们原先的夫妻。”说

话办事雷厉风行的陈少敏三言两语

就将涂正坤的顾虑打消了。带着自己

简单的行李，回到集体宿舍。

1939 年 6 月 12 日下午 3 时许，

驻平江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司

令杨森所部策划反共事变。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平江惨案，涂正坤在这次惨
案中壮烈牺牲，时年 42 岁。

文化大革命时，刘少奇被打倒已

是大势所趋，陈少敏就是不同意开除

刘少奇，她也是唯一一位没有举手
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人。

胡耀邦说过一件事，让人们记住
了陈少敏的名字：“ 1968 年，八届

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

籍，表决决议的时候，坐在我前面

一排的陈少敏突然喊哎哟，说是肚

子痛，用双手捂着肚子硬是没有举
手。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需要
很大的勇气。我当时就么大的勇

气，违心地举了手。”

按照常理，既然是表决，就有

权表达不同的意见，赞成、反对、

还是弃权，由参与表决者来选择。

在常态下，不同的选择是正当的权

利，不应当带来政治风险。但 1968

年的党内形势却不是这样。当时标

榜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大民

主，其实连原有的不完善的党内民

主也不复存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原有 97 人，当时有一半处于被打

倒的状态，能到会的只有 40 人，

只好补选 10 名候补中委，代替已
经去世 10 名中央委员，才凑够 50

人，刚刚超过半数。

陈少敏 6 月下旬还曾被批斗，

10 月中旬能够以中央委员身份与

会，已是万幸，如果在会上公开表达

不同意见，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其巨
大政治风险可想而知。况且，刘少奇

被打倒已是大势所趋，陈少敏就是

不同意开除刘少奇，也改变不了墙

倒众人推的局面，但是她唯一一位
没有举手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的

人。

事后有人记载，在党的八届十

二中全会上，当通过《关于叛徒、内

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时，当代表们齐刷刷的手臂举起来

表示通过时，只有陈少敏趴在桌

上，用装睡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第二天当套红的《人民日报》、《解

放军报》等首都大报都刊登了八届

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全国的宣传机

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就在黑
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有一位像
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

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老同

志说:“一致个屁，我就没有举手！”

她就是陈少敏。

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之所以那
么做，是由于她的责任感、她的党性

以及她独特的个性决定的。只要了
解了她的历史，就会觉得她那么做

是很自然的，更是可歌可泣的。

陈少敏解放初期去纺纱厂调查

研究，发现工人们的劳动条件很差，

待遇很低，她对政府迟迟不公布劳

动保险条例很不满，就给毛泽东、

刘少奇写信：“工人们的积极性大

大提高，不断地捐献，义务劳动、

劳军、救灾，政府也应该照顾工人

的生活，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中感到

政府是自己的。但我们的政府则爱

把粉擦在屁股上，费了一年功夫，

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人民眼巴

巴等中央人民政府公布，至今不见
公布。”

大跃进时期，她又给毛泽东写

信：“去年一年中，我们卖了很多

狗皮膏药，狗皮膏药被我们卖完

了。如果再不解决此问题，只好卖

西北风(这个不要成本)。”“粉擦

在屁股上”，“卖狗皮膏药”，敢于这

样直言不讳地向最高领导表达意见
的工会领导干部乃至各种领导干
部，恐怕不但前无古人，也后无来

者。

有人认为：陈少敏敢讲真话，是

因为她资格老，没有人敢惹她……

有人则认为：她没有家庭、没有

儿女，一切都无所谓……

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

够全面。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之所以

那么做，是由于她的责任感、她的党

性以及她的独特的个性决定的。只

要了解了她的历史，就会觉得她那

么做是很自然的，更是可歌可泣的。

潍坊市档案局 赵华伟 周钦生

整理

在经历过革命
战争的老一代共产
党员中，人称“陈大
姐”的陈少敏享有很
高的威信。毛泽东曾
称赞她是“白区的红
心女战士，无产阶级
的贤妻良母”。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的沙场上，她又是一
员杰出的女将。这位
女革命家的高风亮
节，多年来一直被人

们怀念和称赞。

陈少敏简介

陈少敏(1902 — 1977)，

原名孙肇修，山东寿光市

孙家集街道范于村人。

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 年任中共青岛市委职

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抗日

战争期间，任中共洛阳特

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

长等职。1934 年任中共鄂

中区委书记。1940 年任鄂

豫边区党委书记兼纵队副

政委。在此期间，她主持一

个地区的全面工作，直接

领导党的武装斗争。1945

年“七大”会议当选中央候

补委员。“八大”当选中央

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当选为常务委员会

常委。第二届、第三届全国

政协常委。

1945 年，中原军区成立时，陈少敏同志(左一)与司令员李先念(右

一)政治委员郑位三(中)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