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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君的形象”

1918年夏，恽代英从武昌中
华大学毕业后，即任中华大学中
学部主任。平日里，恽代英总穿
着一件灰布长衫，脚蹬青布鞋，
剃的是爱国头。他留给后人的
照片极少，服装也仅有两种：要
么是一身灰布大褂，要么是军
装。茅盾曾在《记Y君》一文中形
象地描绘了 Y 君的形象。Y 君，
正是恽代英。“曾经有人说过一
句笑话：灰布大衫就是Y君的商
标。五四时代在武昌听过Y君第
一次演讲的青年们，后来在上海
某大学的讲坛上又看到Y君时，
首先感到亲切的，便是这件灰布
大衫。这一件朴素的衣服已经
成为他整个人格的一部分，这从
不变换的服装又象征了他对革
命事业始终如一的坚贞和苦
干。将来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要
是可能，Y君的这件灰布大衫是
应当用尽方法找了来的。”这件
灰布大衫是恽代英甘愿苦行、清
贫乐道的典型象征，是他一丝不
苟、舍己为公的生动写照。

恽代英严于律己，作风朴
素。他的堂弟恽耀苍回忆说：

“他吃饭从不挑菜，未穿过华丽
的衣服，不抽烟，不喝酒，不打
牌。”恽代英曾写道：“对于衣服，
吾不喜华丽，每着丽服，心如有
所不安……吾对于衣服之理想，
以整洁为上，若华丽则勿取。吾
意将终不服绮罗。为衣，但取轻
暖，适于卫生而已。”那时，恽代
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足以
使他过得很体面，可他每个月只
花费几块钱用于个人开支，却拿
出几百块钱来补贴他和林育南
等人创办的利群书社，并通过利
群书社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以
影响更多青年，进而实现改造中
国社会的理想。

“现代的墨子”

1917年10月，恽代英联络一
群热血青年，在武昌发起并创建
了一个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
宗旨的青年团体——互助社。对
他知之甚深的萧楚女评价道：“像
恽代英这样的人，在古往今来的圣
贤中很少见，只有墨子有点像；恽
代英就是现代的‘墨子’。”恽代英
好友郑南宣回忆说：“凡是代英
所主张所提倡的事情，他总是以
身作则。他对我谈到墨子，说墨
子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他
就是以这种精神宣传马列主义，
传播革命种子。”

1920年夏，在毛泽东等人主
持下，文化书社在长沙宣告成
立。恽代英慷慨地为文化书社
购进大量进步书籍刊物。多年
后，毛泽东谈及此事还深有感触
地说：“恽代英同志是一个极重
感情的人。在他身上有一股豪
气，助人为乐，服务他人，这种品
格十分高尚。”同年11月，恽代英
应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
章伯钧之聘担任该校教务主

任。师生们久闻其大名，前往码
头相迎，这边恽代英却自己挑着
行李先到了学校。孰料，他过于

“朴素”的装束让校工把他当作
“脚夫”拒之门外。恽代英每年
收入不薄，除工资、稿费外，他还
翻译外文书籍。可“他房间里很
简单，床上铺的被褥是布面的，
书桌上只有几本中西文书籍。
除了一副近视眼镜和一只手表，
其它一无所有”。不过，看上去
一贫如洗的他却常资助学生。
每授完课，恽代英就独自在房中
撰稿，因过于专心而常常忘了开
饭时间。等到他上饭厅时，菜饭
已空空如也。他的学生回忆说：

“自与他日渐接近以后，就联想
到墨子。墨子被他的门徒尊为
圣人，我深觉恽先生就是我们眼
前的墨子。”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
举行，恽代英被选为团中央执委会
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开始了他职
业革命家的生涯。不久，他担任团
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首任主
编。同月，恽代英在上海大学任
教，他常工作至深夜，饿了就啃大
饼油条或烘山芋。他讲课很投入，
大热天一连三四个小时，口若悬
河。汗水淌下来，他用袖子在额头
上一擦，又继续讲下去。这种忘我
精神，深受学生敬佩。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
恽代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
宣传部秘书。他每月薪水 120块
大洋，当时一般大学教授的月收入
大概50块大洋，而一个三口之家，
若有30块大洋，生活就算不错了。
然而恽代英依旧极其节俭。1927
年春，他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
校政治总教官。一次，军校检阅，
学生们列队经过主席台时，朝台上
望去，在一群身着皮武装带、皮绑
腿、皮鞋的长官中间，仅恽代英一
人穿着灰布军衣，同大家一样的灰
布绑腿。学生们感到，恽代英除了
革命，几乎把一切都看作身外之
物，有这样的导师为榜样，何愁不
能克服困难呢？

1927年7月下旬，恽代英受中
共中央之命赴九江任中共前敌委
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领导南昌起
义。起义胜利后不久，周恩来、恽
代英等率部踏上南下广东的征
程。由于天气酷热，部队给养又十
分困难，不少人开了小差，部队的
士气受到不小的影响。在极其艰
苦的条件下，恽代英总是以实际行
动感染他周围的人。本来组织上
分给他一匹马骑，但他毅然把马让
给体弱和生病的同志。尽管别人
一再劝说，可他还是执意步行，一
直走到广东。

南征途中，恽代英光头赤脚，
身穿一套粗布军装，破旧不堪，肩
上搭着一条“万用”的长布手巾，满
身晒脱了皮，又黑又瘦。战士们喜
欢这位“光头委员”，都非常愿意接
近他。“光头委员”常背着一把破
伞，站在队列旁边，像个士兵。有
位领导见到那把破伞，就说：“代
英，你那伞又挡不住雨，背个累赘

干什么！”一个战士就拿给恽代英
一件雨衣，但他不肯要：“雨衣穿在
身上太热了，我的雨伞虽遮不住
雨，却能挡太阳，比雨衣好得多。”
他就这样一直扛着雨伞。虽然他
的嗓音总带点沙哑，可笑话通过他
的口讲出来能让人笑得比吃西瓜
还甜。“光头委员”在哪里，哪里就
活跃起来。战士们拉住他不让走，
让他讲笑话，他反过来要战士们给
他唱歌：“等我歌听够了，再给你们
讲笑话。”

“我们视富贵如浮云”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准备在
上海发动工人暴动，恽代英被安排
到上海沪东区任区委书记。由于
形势异常严峻，党的活动经费常常
中断。恽代英和妻子沈葆英有时
连饭都吃不上。儿子恽希仲出生
后，夫妻俩的生活更加艰苦。沈葆
英本来身体很弱，奶水不足，看着
瘦骨嶙峋的儿子，夫妻俩很难受。
恽代英安慰妻子说：“目前困难之
所以产生，主要是阶级敌人存在
……要去斗争，在斗争中锻炼自
己，增添革命的力量……我们艰苦
奋斗，也是换取下一代光辉的未
来。”

作为沪东区委书记，恽代英每
天穿着破旧的短衫褂、破皮鞋，出
没在杨树浦一带的工厂里做群
众工作。他满身灰尘，脸上带着
伤痕，很晚才回到一间 9 平方米
的简陋住处，显得疲惫不堪，进
门后两手捂着胸不停地干咳。
看到患有肺病的丈夫日渐消瘦，
妻子非常担心。恽代英却说：

“我们是贫贱夫妻，我们看王侯
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我们不
怕穷，不怕苦。我们要安贫乐
道，这个道就是革命理想，为了
实现它而斗争，就是最大的快
乐。我们在物质上虽然贫穷，但
精神上却十分富有。”“我们天天
都有风险……担惊受怕，甚至连
条被子也没有，没有钱，没有固
定收入，没有自己的房子，什么
也没有，只有一颗火热的心，这
就是我们的革命生涯。”夫妻俩
在腥风血雨的斗争中携手并肩、
相濡以沫。

早在黄埔军校时，恽代英就被
蒋介石认定为“黄埔四凶”之一，被
国民党重点缉拿，现在却在毫无保
护的前沿阵地上，天天在敌人的鼻
子尖前抛头露面，这无异于自投罗

网。妻子低声问道：“你明天还去
工厂吗？不能不去吗？我真是不
放心啊！党要我保护你的安全，可
是，我……”她声音几度哽咽。恽
代英说：“党的事业现在处在最
关键的时候，群众在受难，在流
血。为了让群众尽量少流血，我
不能临阵脱逃。”想起死难的战
友，他进而激愤地说道：“我不能
力挽狂澜，只能献身堵口……革
命志士的血，能够增长同志的智
慧，擦亮勇士的眼睛。但愿人们
能够从血的代价里很快地醒悟
过来，我们的事业还是有希望
的。我为此而献身，也是死得其
所！”恽代英深知，越是困难时
期，越不能离开群众，越要深入
到群众中去，帮群众解决实际问
题。

“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
和光”

1930 年 5 月 6 日，恽代英在
上海被叛徒顾顺章出卖不幸被
捕。蒋介石非常赏识恽代英的
才华，也清楚他在共产党中的影
响力，他特地派军政部陆军署军
法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提审恽代
英。王震南对恽代英说：“恽先
生，你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是中国青年的领袖，是国家杰出
的人才，我们很器重你。你能回
来工作，决不会亏待你。”王震南
是蒋介石的亲信，他的话极有分
量。一边是高官厚禄，一边是革
命信仰，生死抉择之间，恽代英
毫不含糊，义正辞严地答道：“我
是共产党员，必须革国民党反动
派的命。这就是我现在的庄严
任务！”

恽代英视死如归。狱中，他
还说过这样一句感人肺腑的话：

“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
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
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
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
国，诞生一个新中国！”孟子有句
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
夫。”这人生的三种崇高境界高
度凝聚在了恽代英身上，展现的
是舍“小我”铸“大我”的人生答
卷，令后人景仰。

1931年 4月 29日，恽代英走
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临刑前，
他写下了气吞山河的绝命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
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
情作楚囚。”恽代英一生短暂，但
他的清贫操守和光辉业绩永垂
青史，他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
心，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50年，周恩来为纪念恽代英殉
难19周年题词，对其一生作了高
度评价：“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
——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 19 年
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
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
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
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
楷模。”（戴和杰 何剑芳）

人物简介

恽代英(1895~1931)，中国无
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
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黄埔军校
第四期政治教官。原籍江苏武
进人，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中
华大学毕业。学生时代积极参
加革命活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
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 年创
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社，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
义。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同年8
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创办和
主编《中国青年》，它培养和影响
了整整一代青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他
和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
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
编辑《新建设》月刊，宣传我党原则
立场，批驳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
论。“中山舰事件”后，为加强黄埔
军校的领导工作，党派恽代英到
黄埔军校任主任政治总教官。
在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活动的情
况下，他就军队的建设、政治工
作等写出了重要的论述，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在 1927 年中国共
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
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先后参
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
年后，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1930年在上海被捕，被关押在南
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化
名为王作林。后来被叛变的原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
负责人顾顺章指认，暴露了身
份，三天后，也就是 1931 年 4 月
29 日中午在南京被国民党反动
派杀害，时年36岁。

恽代英的清贫人生
恽代英，江苏常州人，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中

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与瞿秋白、张太雷并称“常
州三杰”。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曾参与组织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1年因叛徒出卖在南京雨
花台英勇就义，时年36岁。恽代英一生为信仰奋
斗，慨然担当，克己奉公，从不追求奢华，过着十分清
贫的生活，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恽代英 周恩来书写的恽代英狱中诗

2019年2月16日 星期六
编辑：许静 组版：盛艳 校对：禾乃 02综合新闻

“我们的‘金葛南方人参蛋’
从腊月开始上市销售以来就广
受消费者青睐。”大年初八，记者
来到位于胡桥大贡村的市金葛
茶业有限公司采访，公司老总
金云庚喜不自禁：“种养结合，
让葛根产业焕发了新‘生机’！”

金葛茶业是我市一家从事
葛根种植、野生葛根开发利用的
农业龙头企业，多年来，企业在
葛根的深加工和市场拓展方面
做了很多的研究和探索。说起
葛根生产，60 多岁的金云庚侃
侃而谈：葛根药用价值高，营养

十分丰富，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公布的药食两用植物，素有

“南方人参”的美称。葛根的藤
茎叶花除供药用外，其营养价值
非常高。经加工后的葛根粉
渣、葛根茶沫、葛根藤叶是畜
禽喜食的既保健又营养的优质
饲料。

“为了拉长葛根产业链，我
们在丰富葛根茶、葛根粉系列
优质葛根产品的基础上，于
2013年成立了丹阳市金葛南方
人参蛋专业合作社，并与访仙、
建山两地的养鸡大户合作，开发
了‘金葛南方人参蛋’养殖项
目。”据老金介绍，与其他养鸡
大户不同的是，他们养殖的母

鸡喂养的饲料都是以葛根作为
原料制成的。

“‘金葛南方人参蛋’选用优
良的草鸡品种，散养于山坡草
丛、林区、葛根种植地里，鸡群在
近似野生的生态环境下，觅食小
虫、野草和葛根叶，同时投喂葛
根粉、葛根粉渣、葛根茶沫与玉
米等掺和搭配的植物高蛋白饲
料。”金云庚告诉记者，他们给鸡
群饮用的是用葛根茶沫炮制的
健康水，减少了草鸡的发病率。

说到如今葛根的销路，金云
庚对自己的葛根系列产品很有
信心：“我们公司现在主要在乌
葛茶的定制方面与各大企业合
作，定制出最符合企业文化的葛

根礼品。”据了解，除了企业定制
外，金葛茶业加工的葛根茶、葛
根粉等产品还销往各大连锁药
店，心连心药房、老寿星大药房
等都有供货。“我们的葛根产品
还卖到了镇江、无锡等地，接下
来的目标就是销往全省。”

“金葛南方人参蛋的良好销
售形势不仅拉长了葛根种植的
产业链，也提高了这一种养业的
经济效益，更让葛根种植产业焕
发了新的生命力。”金云庚说，去
年 12 月，在上海举行的江苏名
特优农产品交易会上，公司参展
产品获得了畅销农产品奖，目
前，金葛茶业在淮安以及涟水等
地都有了自己的种植基地。

种养结合，葛根产业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 须俊 郡玉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陶岩） 昨日，记者从市人社
局劳动监察大队了解到，新年伊
始，该队从内部工作制度化、外
部执法主动化两个方面着力，全
力为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提出的
产业强市战略补气助力。

内部工作制度化，夯牢务实
高效的工作作风。通过制定具体
任务指标和考核办法，结合日常
考勤、支部活动、意见反馈和年
终总结等方式，对工作人员德、
廉、才各个方面进行量化打分，
按季公示，并作为年底评奖选优
的重要条件。真正让怠者有压
力、能者有动力，形成“你追我
赶”的良好工作氛围。

外部执法主动化，提升劳动
监察的质量效能。进一步做好

“预防”和“快处”工作，预防
就是建立隐患企业动态预防监管
机制，做到“多跑、勤问、细
查”，及早预防违法问题出现，
坚决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快
处”就是依法合规快速处理违法
案件，多做主动“上门”工作，
减少被动“接待”次数，避免企
业正常运营受到影响，尽快使劳
动者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人社局为产业强
市助力

新春走 基 层

（上接1版） 2019年，是天
工实施第八个五年规划的第三
年，也是天工实现“再造一个
新天工”目标的关键之年。“新
的一年，我们将突出以身作
则，深度规范管理，狠抓品质
提升，夯实后备力量，挖掘创
新效能，坚持‘创新驱动、匠
心制造、精准管理、提质增效
’的发展理念，争做世界新材
料行业坚定的引领者。具体来
说，2019 年我们的定位是：各
项经济指标在 2018 年的基础上
增长 20%以上，争取再获一份

‘20’‘30’‘40’‘50’的数字
成绩单。”

“展望未来，我们做好了
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尽管我们
的基数很大，各项经济指标要
实现既定的增幅目标实在不
易，但是‘天工人’非常有信
心，因为我们的产品在世界行
业的定位已经不可取代，品牌
的核心价值、产品的核心技
术，决定了‘天工出品’在市
场上能够经久不衰。”朱小坤和
所有“天工人”坚信，企业只
有不断创新、持续投入、坚持
匠心、始终实干，才能树立更
好、更响亮的品牌，才能坚挺
地守住行业翘楚地位。

丹阳日报APP

转让信息
●眼镜市场附近门面3间，13151686035

遗失信息
●抵押权人邵国云遗失动产抵押
登 记 书 ， 编 号 ： 苏
L1-0-2017-015，声明作废。
●江苏球丰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007300012S，副 本
编号：321181000201007300013S，
声明作废。
●镇江市嘉一知识产权服务有限
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
号：321181313706880，声明作废。
●镇江市嘉一知识产权服务有限

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3141003813701，声明作废。
●镇江市嘉一知识产权服务有限
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
失，代码：31370688-0，声明作
废。
●抵押权人邵国云遗失动产抵押
登 记 书 ， 编 号 ： 苏
L1-0-2017-016，声明作废。
●丹阳市云阳镇新帝厨具商行原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曹稣芮遗失出生证，证号：
P320477091，声明作废。
●张根娣遗失残疾证，证号：
32111919630410184614，声 明 作
废。
●丹阳市云阳镇惠依日用品经营
部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编号：
321181000201710230132，声明作

废。
●丹阳市欧家乐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
321181000201610180094，副 本 ：
321181000201610180096，声明作
废。
●丹阳市欧家乐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新光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原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云阳镇新帝厨具商行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正 本 ：
321181000200811140032，副 本 ：
321181000200811140035，声明作
废。
●江苏球丰贸易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
321181559319768，声明作废。

地 址 ：丹 阳 市 开 发 区 东 方 路 报 业 大 厦 咨 询 、订 版 热 线 ：86983022

今日送稿明天见报今日送稿明天见报
（（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个标点和数字算半个字）

◆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6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信息
★★

★★

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吴晶）2 月 15 日上午，吕城
镇“春风行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大型就业招聘会在该镇人社中
心举行。

据悉，为确保此次活动的
顺利开展，该镇人社中心在节
前就发布了信息，对用工单位
逐一电话询问，收集用工需
求。当天，共有 29家企业进场
招聘，提供 204 个工种、969 个
岗位，吸引了 300 余人前来应
聘，达成意向82人。

昨日，访仙镇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举办 2019
年“春风行动”专场用工招聘
会，共吸引了 22 家单位进场，
为求职者提供了20多个工种、
400余个就业岗位。尽管下着
蒙蒙细雨，但走进招聘会现
场，仍然人头攒动，前来应聘
的求职者既有应届大学生，也
有工作经验丰富的往届生。
据悉，企业抛出的“橄榄枝”既
有操作工、辅助工、技术员、质
检员等专业岗位，也有中层管
理岗位。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李
欢 摄）

扫码看丹阳最权威新闻

吕城举办节后首
场招聘会
29家企业进场提供969个
岗位

访仙端出400余
个就业“饭碗”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通
讯员 冯友江）玫瑰、巧克力
一直是情人节的“主角”，但
随着公益理念深入人心，今年
丹阳的情人节又多了一个“主

角”，那就是无偿献血。2 月
14 日，市血站开展了“让我
们一起浪漫相约献血”活
动。

活动当天，虽然寒意正

浓，却未能阻挡爱心市民的脚
步，89 名市民，其中包括多
对情侣和夫妻双双前来献血，
共献血32600毫升。

89名爱心市民情人节献血32600毫升

元宵佳节即将来临，小朋友们也将迎来新学期，昨日下午，云阳街道新民中路社区联合市民广
场社区和社区教育中心一起举办了庆元宵主题活动。活动邀请了辖区的老党员现场包汤圆，并带着
小朋友们一起做了手工灯笼。（记者 尹媛 通讯员 孙晶 摄）

云阳街道两社区老少同堂闹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