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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百战护航路 丹心熠熠照汗青
——我党隐蔽战线百年征程纪略

虢安仁

风起：黄浦江上小舢板

风，起于青 之末。

站在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百年纪

念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回想起 95 年前上

海杨树浦码头那一只小舢板。

1926 年 11 月的一天，一只小舢板载

着 4 个背影，坚定地划向不远处一艘苏

联货轮。这是中共党员李强奉中央命令，

送 3 名周恩来指定的同志前往苏联。3 个

月后，他们将带着一身娴熟的侦探、审

讯、射击、暴动、秘密通讯等特工技术学

成归国，担纲党的专业情报保卫工作。

滔滔黄浦江，从小舢板到大货轮，承

载着党的隐蔽战线护航中国革命的坚强

使命，开始了隐蔽战线斗争从无意识到

觉醒、从稚拙到专业的大道之行。

在这只小舢板出发之前，党对隐蔽战

线斗争的认知是懵懂的。20世纪 20年代的

上海，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的高压统

治之下。对革命的血腥镇压，在中国共产

党诞生前已经开始。1921年 7月在上海召

开的中共一大，第 4天就有陌生男子闯入，

主持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较强的

秘密工作经验，断定此人是密探，果断将

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撤离后，密探程子

卿果然带人前来搜捕。基于现实的危险，

中共一大把“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

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写入党

第一个纲领，把“党应警惕”和“特别机警”

写入党第一个决议。

然而，早期的党一度缺乏秘密工作

经验，也没有力量建立情报保卫组织，党

的中央机关暴露，领导同志频频遇险。

1921 年 10 月，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

秀被捕；1922 年春，张国焘在其住处刚挂

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招牌，就遭查

封，被迫出走；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后

中央局被迫迁往北京。

觉醒：从工人纠察队到中央
军事部特务科

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形

成了“尽量利用公开身份掩护地下斗争”

“通过统一战线进行情报保卫工作”等工

作原则。此后，在火热的斗争中，党加强秘

密情报保卫工作意识逐渐觉醒。

1925 年 5 月，上海发生举国震惊的

“五卅惨案”。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开

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总罢工、总罢课、总

罢市。基层工会相继组织工人纠察队，以

维持罢工秩序，防止反动派捣乱，但此时

的工人纠察队并没有武装起来。1927 年

3 月，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

义取得胜利，组织成立了上海工人纠察

队，并利用收缴反动警察局、军阀的一些

武器进行了革命的武装，以稳定斗争形

势、保卫革命成果，探索到一些开展秘密

情报保卫工作的实际经验。

有了实际经验，还必须有专业理论

技术指导，才能更好地开展隐蔽斗争。为

此，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向苏联请求，举

办“未来潜在情报员的学校”，开设“专门

军事训练班”，“培养在中国条件下开展

秘密军事工作的中国专家”，重点传授

“地下工作的技术”。于是，在周恩来的

安排下，就有了文章开头那 一 幕 ，工 人

代表顾顺章、农民代表陆留、军人代表

陈赓 3 人肩负重任，通过李强的小舢板，

搭上了前往苏联的货轮。

1927 年，陈赓等人回国后，正值国民

党反动派各派系开始陆续叛变革命，蒋介

石更是悍然发动“4·12”反革命政变，陈赓

他们学到的特工技能立即派上了用场。

1927 年 4 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武汉

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被选

为中央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又被选为中

央政治局委员，开始着手创建党的情报

保卫机构。5 月任中央军事部长后，周恩

来即在军事部下设立了以情报保卫工作

为重点的特务科。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先

后发动“马日事变”“宁汉合流”，企图消

灭武汉革命力量，特务科都及时获得了

情报，但因为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

错误，党未能根据获得的情报及时有效

应对。周恩来后来颇为感慨地说：“主要

问题上我们都有情报，结果是清清楚楚

地看着失败了，政治上的幼稚招致如此

结果。”

周恩来在武汉中央军事部创建特务

科时间不长，但意义深远，为隐蔽战线斗

争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更为此后中

央特科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创举：神秘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神

秘的一个“科”了。作为秘密情报保卫专职

机构，它是如此神秘、不为人知，对于后人

是如此；对于时人，亦是如此。就连在中央

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特科福将”陈养山，

也是在 1936 年中央特科解散一年后，才

知道他所工作的部门名叫中央特科。保密

工作做得如此滴水不漏，难怪中央特科能

够成为敌闻之丧胆、党以之为荣的专业情

报保卫机构。

随 着 1927 年“7·15”反 革 命 政 变 ，

“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为挽救中国革命，8 月 1 日，周恩来同贺

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

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

一枪。8 月 7 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

七会议”在武汉召开，中共中央通过《党

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中央临时政

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

“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

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务使本党有

一全国的交通网”，为党建立专门的情报

保卫机构统一了思想认识。

10 月，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增

补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周恩

来兼任中央组织局主任，担负起中央日

常工作的责任。自党中央迁回上海以来，

国民党特务警探勾结帝国主义在租界豢

养的巡捕和叛党分子，共同缉捕党的负

责人和党团员、工人领袖。每周都有人被

捕被杀，曾与周恩来一起指挥上海工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赵世炎，就因叛徒出

卖遭到杀害。

更为严峻的是，“4·12”反革命政变

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出

“通缉共产党首要”秘字第一号令，叫嚣

“从今起一年中一定要打倒共产党”。为

此，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果夫、陈立夫整

合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和国

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成立了国民党

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建立了现代中国最早

最完备最凶残的特务机关，成为“中统”的

前身，以清理整肃国民党内不同派系、分

化瓦解地方势力、侦缉捕杀共产党人及其

他进步团体、革命群众为己任。调查科以

蒋党马前卒、反共急先锋自居，越来越以

“对付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为“真正内容”。

为此，特别增设了以徐恩曾为首的特务组

开展对共谍报，并伺机打入共产党地下组

织，实施窃密、策反、破坏。

鉴于日益严峻的敌情形势，总结以

往经验教训，11 月，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成

立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央特科，

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抗击敌人的迫

害；深入敌人的党、政、警、宪、特机关，刺

探情报，肃清内奸，有效粉碎敌人破坏共

产党的阴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

原武汉中央军事部特务科的基础上，中

央特科及其所属机构陆续建立健全起

来，形成了组织完善、纪律严明、行动果

敢、分工明确的鲜明特点。中央特科先后

设立了一科总务科，主要负责保卫中央

安全、设立秘密联络点、安排重大会议、

营救同志、保存中央文件等工作；二科情

报科，是专为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对敌

人侦探机关进攻而设；三科行动科，又称

红队，专门镇压叛徒特务；四科交通科，

成立后很快改称无线电通讯科，主要负

责通过地下电台手段，为中共中央与各

地党组织、苏区红军以及共产国际沟通

提供保障。

1928 年 7 月，中共六大后，周恩来从

莫斯科回国，带回了一个关于中央特科

工作的提纲，提出了“三个任务，一个不

准”，即第一个任务是搞情报，第二个任

务是惩处叛徒，第三个任务是筹款等各

种其他特殊任务；一个不准是不准在党

内互相侦察。这就将中央特科及党以后

的情报保卫机构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为实

行其法西斯统治而建立的毫无底线的特

务机构作了本质上的区别。

1929年 12月，徐恩曾按照蒋介石、陈

氏二兄弟的授意，抓紧在调查科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进行秘密侦察、审讯的反共特务

机构，却成为中央特科打入敌人心脏的绝

佳契机。1928年夏，钱壮飞考取了徐恩曾在

上海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进入上海无线

电管理局这个实际上的国民党特务机构，

并靠着自己的过人才能和对徐恩曾的“忠

诚”，极获徐的赏识，甚至拿到了徐随身密

藏的密码本。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中央特科派李克

农、胡底于 12月先后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

局，与钱壮飞一起，组成了由李克农任组

长的三人情报小组，上演着谍中谍的真实

戏码。三人情报小组凭着徐恩曾的信任，

不但获取了大量国民党反动派重要军政

情报，更利用李克农负责管理全国无线电

报务员登记和考试工作的良机，录取了一

大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要害部门安插

了不少“钉子”。

▲ ▲

（下转9版）

——我党隐蔽战线百年斗争秘闻

编者按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与世

长存。”“岂曰无声？河山即名！”隐蔽战

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斗争史的一

个重要篇章。百年征程，波诡云谲，波澜

壮阔，无数的惊险与传奇，无数的远谋与

急智，无数的隐忍与艰苦，无数的奉献与

牺牲，令人拍案称奇，令人感喟景仰，令

人心潮澎湃，令人唏嘘动容。

即 日 起 ，湖 南 日 报 推 出《誓 言 无

声 ——我党隐蔽战线百年斗争秘闻》专

题，讲述那些非凡岁月的传奇，致敬那些

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安全做出独

特而重要贡献的无名英雄和卓越人物。

油画《八一南昌起义》。 通讯员 摄
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