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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时代的弄潮人

1945年 3月 28日 ， 毛泽东 、
朱德及党中央、 西北局、 边区政
府的负责人亲临延安杨家岭中央
大礼堂 ， 在这里真诚地向一位
“革命老战士 ” 祝贺其60寿辰 。
这位老战士， 就是时任陕甘宁边
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称林伯渠为 “老”， 一是因
为在党内他年龄大一点， 与19世
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董必武、 徐
特立 、 谢觉哉和吴玉章并称为
“延安五老”； 二是因为资历老，
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 最早的中
共党员之一、 “向国民党反动派
打响第一枪” ———八一南昌起义
的参加者。 在他逝世后， 时任中
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悼词评价

说： “他 （林伯渠） 经历了资产
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无
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3个历史阶段。 在
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 他都是彻
底的革命派，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伯渠 ， 一个 “自辛亥以
来……总是站在革命最前线” 的
战士。

孙中山的舁榇执绋人

1924年底， 林伯渠作为中国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 农民部
长 ， 随孙中山北上。 1925年3月
12日， 孙中山因患肝癌不幸在北
京逝世。 林伯渠为孙中山舁榇执
绋， 送灵至北京西山碧云寺。

成为孙中山舁榇执绋人， 是
林伯渠在清末民初革命和人生道
路的一个象征， 他从1905年起就
追随孙中山闹革命。

林伯渠出生于临澧县一个书
香门第。 1904年春天， 林伯渠告
别了家人、 父老和师友， 在护送
官的陪同下， 与湖南省数十名官
费留日学生一起由长沙乘船前往
日本。 1905年8月20日 ， 中国同
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
会议员阪本金弥的别庄， 举行成
立大会， 到会加盟的有留日中国
学生和革命者100多人。 会议公
举孙中山为总理， 决定同盟会下
设执行、 评议和司法三部， 推举
黄兴任执行部庶务 (相当于副总

理 )。 会议通过的同盟会章程 ，
确定 “本会以驱除鞑虏、 恢复中
华 、 创立民国 、 平均地权为宗
旨 ”。 林伯渠参加了这次会议 ，
加入了同盟会。 这是林伯渠一生
事业的第一个重要起点， 从此他
便踏上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
途， 成了职业革命家。 以后， 不
管孙中山是受到内部同志的误
解、 遭受敌人的武力打击， 还是
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失败、 因经济
拮据而贫困潦倒， 还是改造国民
党、 推行国共合作， 林伯渠都坚
定地与孙中山站在一边。

革命路上的探索人

从日本回国后， 林伯渠被派
到吉林工作了整整4年， 实施同

盟会发动的 “边疆革命 ”。 1910
年5月，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
林伯渠约在1911年8月被召回上
海， 接着被派往湖南工作， 任务
就是到湘西做策动西路巡防营的
工作。 武昌起义成功后， 林伯渠
在湖南常德发动起义工作。 “二
次革命” 时， 与同盟会旧友前往
湖南， “督促宣布独立”。 湖南
独立后， 林的堂兄林修梅任岳州
要塞司令， 林伯渠任岳州要塞司
令部参谋。 他们曾效法洪秀全铁
锁横江的智谋， 以载石沉船， 阻
止北军渡江。 “二次革命” 失败
后， 参加讨袁的国民党员也难以
再在当地立足， 林伯渠被迫亡命
日本。 1915年底， 袁世凯在北京
宣布称帝， 下令改元为 “洪宪”，
中国西南各省已起兵讨袁。 1916
年2月底， 林伯渠与李大钊遂结
伴回国。 4月上旬， 林伯渠到湖
南参加讨袁 （世凯 ） 驱汤 （芗
铭） 运动。

此时， 程潜、 林修梅等在云
南都督唐继尧的支持下， 组织湖
南护国军， 一路从昆明、 成都、
湘西打到了长沙。 可湖南督军之
位却落在了谭延闿屁股下， 随程
潜、 林修梅进入长沙的林伯渠也
被任命为都督府秘书兼总务科
长， 稍后又代理政务厅长。

1917年下半年后， 全国进入
军阀混战时期， 湖南成了南北战
争的重点战场之一。

林伯渠对于护法战争最后竟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自感到非常
遗憾和失望。 经过辛亥革命以来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教训， 他终于

认识到， 孙中山所倡导的学习西
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
条道路， 无论如何在中国是行不
通的。

他后来回忆， 从同盟会起到
民国成立后10年中， 自己亲自参
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
斗争， 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
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 然而反
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
中国， 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
无期。 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
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 但总觉
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
路， 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
一条新路。 究竟怎样的干下去才
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 当时对这
样的一个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
不容易的， 完全靠着欧美式的议
会政治无疑的已证明了不能完成
这个任务。

1921年1月入党的
共产党人

1921年1月 ， 林伯渠就是中
共党员， 参加的是上海共产党早
期组织。 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中国
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 （独
秀） 北李 （大钊）”。

原来， “二次革命” 后， 林
伯渠亡命日本期间结识了李大
钊。 李大钊是东京早稻田大学政
治本科的学生 。 马克思 《资本
论》 的日文译者河上肇， 即是他
的老师。 李入学不久， 就与志向
相近的几位同学组织经济学会，
开始研究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
著作， 还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
会。 此时， 林伯渠与好友易象、
容伯挺等也组织了一个反袁团体
乙卯学会。 为使这两个团体联合
起来， 林伯渠曾多次到早稻田大
学青年会、 留日学生住地月印精
舍访晤李大钊等人， 商谈两个团
体的合并问题。 很快这两个团体
即于1916年1月30日 ， 在锦町政
法学校合并为神州学会， 并推举
李大钊为评议长 ， 林伯渠 、 易
象、 容伯挺为干事。 此后， 林伯
渠与李大钊成为挚友。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对愁闷中
的林伯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震
动。 他后来回忆说： “在俄国的
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
示， 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

只有推翻资本主义， 知道了无产
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 这个阶
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
血肉相关的。 这些发现是从当时
在北京和日本东京的几位朋友
（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 寄
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
得到的。 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
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消灭
了我的疑虑 ， 渐渐地把握住真
理。”

就在林伯渠思想已发生根本
性转变的时候 ， 1920年秋冬之
际 ， 他接到李大钊从北京的来
信。 信中提到陈独秀已在上海发
起组织共产党 ， 李汉俊 、 沈玄
庐、 邵力子等人都参加了。 李大
钊自己和张国焘、 邓中夏也在北
京组织了共产党小组。 信中还介
绍林伯渠去会见在上海的陈独
秀。 就在这年的初冬， 林伯渠在
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和
陈独秀见面 ， 并进行了多次谈
话。

林伯渠在回忆自己革命经历
时说， 他是 “感于国内广大劳苦
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
响 ” 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 又
说： “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
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 革命以
后经过多少挫折， 自己所追求的
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 于是慢慢
地从痛苦的经验中， 发现了此路
不通， 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
路。 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 在
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
的。”

开国大典的主持人

1949年 11月 ， 为筹备新政
协、 建立新中国， 中央决定调林
伯渠到中央工作。 林伯渠随即告
别了生活14年之久的陕甘宁边
区， 前往西柏坡 。 1949年3月23
日， 林伯渠和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等同志， 分乘汽车
离开西柏坡， 于25日到达北平。
6月15日至19日， 新政协筹备会
在北平召开 ， 林伯渠代理秘书
长。 此时， 林伯渠已经是63岁的
高龄了， 为筹备新政协， 建立新
中国， 他不辞劳苦， 有时连续工
作20多个小时。 他端端正正写下
了这样两句话： “为人民服务，
为世界工作”， 并郑重盖上自己
的印章。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成立， 林伯渠被推选
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下午3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
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林
伯渠主持开国大典， 他以洪亮的
声音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 接
着， 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已于本日成立了 ！” 军乐声中 ，
毛泽东亲自开启电钮， 第一面新
国旗在新中国的首都冉冉升起。
欢乐声中， 54门礼炮齐鸣28响。

面对广场上迎风招展的彩旗
和欢乐的人群， 站在毛泽东身后
的林伯渠， 静静地听他用洪亮的
声音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从
同盟会起走过漫长而曲折道路的
林伯渠， 满怀激情， 欢呼着新中
国的诞生。 他高兴地观看了阅兵
式和五彩缤纷的节日焰火， 直到
晚8时30分才离开天安门。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
他 ， 立即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之
中， 日理万机， 鞠躬尽瘁， 为团
结全国各族人民 、 恢复国民经
济、 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而操
劳着。 他在第一、 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 在中共八大上继续
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
员。 1960年5月6日， 因严重的心
肌梗塞， 林伯渠住进北京医院。
数十年来养成的写日记习惯， 因
病情严重恶化， 在5月25日写下
最后一页日记后， 再没有力气写
下去了。 29日林伯渠与世长辞，
享年74岁。

没有愧怍的革命人

辛亥革命， 无疑知识分子是
先锋。 所谓 “革命党人”， 大多
数人的身份是学生， 特别是留洋
学生， 这中间又以留日学生为主
体。 黄兴、 蔡锷、 宋教仁、 胡汉
民、 李烈钧、 阎锡山都是留日学
生。

这些人有的在辛亥革命中牺
牲了， 如刘道一、 焦达峰； 有的
在后来反对袁世凯独裁中倒下
了， 如宋教仁； 有的积劳成疾，
在辛亥革命后不久便星辰陨落，
如黄兴、 蔡锷； 有的在继续革命
中见目的难达而意志消沉了， 如
何海鸣； 有的做了大官， 考虑更
多的是保护既得利益； 有的甚至
走向了革命的反面， 如蒋介石、
阎锡山 ， 成了新军阀 ， 是中国
1928年后军阀混战的主要乱源 ；
像林伯渠、 吴玉章这样的知识分
子， 也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用
现实对照自己的理想， 用否定推
动自己探索， 用探索促进自己行
动， 因而最终汇入新民主主义革
命潮流 ， 成为开创新时代的先
锋。

其实， 在林伯渠的人生道路
上， 只要自己稍有动摇， 也就出
局了。 那是谭延闿二次督湘下台
前， 谭专门从省财政留出专款，
把林伯渠、 陈寅恪等人作为人才
送他们出国深造。 后来， 陈寅恪
靠这笔款子在美国完成了学业，
成为一代学人， 而林伯渠继续革
命 ， 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前
列， 八一南昌起义、 二万五千里
长征 、 在延安10多年艰苦的坚
守 ， 都有这位 “老革命 ” 的身
影。

正如陈毅悼念诗中所评价
的 ， 林伯渠 “革命一生无愧怍 ,
路线正确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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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七月下旬一个夜晚， 记者站在凉水井林伯渠故居的前

坪。 接待处窗户里渗出几束灯光， 我们好像罩在一个沉重的黑锅

下。 100多年前， 这里没有电， 没有接收电磁波的终端， 没有公

路， 没有动力交通工具， 一个少年走出这个洞庭湖畔的小山村，

是多么不容易啊！ 然而主人义无反顾地走出去， 勇往直前， 不断

探索， 愈挫愈坚， 终于走上了大众注目的政治大舞台。 他在天安

门城楼主持开国大典的那个镜头， 永远定格在中国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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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故居。 周勇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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