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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
29岁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人物春秋

陈延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
家，1922年入党，1924年从苏联回国后先后任中共
广东区委书记、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
书记、中共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
1927 年牺牲时，年仅 29 岁。他短暂的一生为党的
建设和大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称他“的确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求真务实的“小列宁”

1898年，陈延年出生于安徽安庆，是陈独秀的长
子。在其父的影响下，陈延年从小就自食其力，立志

“自创前途”。1919年 12月，陈延年与一批热血青年
赴法国勤工俭学。留法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周
恩来等人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少年共
产党，并被选为旅欧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之一，担任宣
传部长，负责编辑被称为“巴黎的《新青年》”的旅欧
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

1923年春，党中央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
王若飞等12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
习。陈延年学习勤奋、思想活跃，每逢开会议论，尤其
是在辩论一些政治原则问题时，他总是慷慨激昂、出
口成章。当被问及为何在理论争辩时与平常的沉默
寡言判若两人时，他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
猛狮，我们应该向列宁学习，在原则问题上来不得半
点马虎。”于是，同学们都敬佩地称其为“小列宁”。

甘当车夫的领导人

1924年夏，党中央决定抽调留学的同志回国工
作。同年10月，陈延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赴广州，任
命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担任领导职务的陈延年为了能深入到广大劳动
群众中去，大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到广州之初便去
黄包车夫馆与黄包车夫交朋友，学说广东话，谈人生
和社会革命的道理，丝毫没有领导人的架子。他和车
夫一起拉黄包车，了解他们的疾苦。他身体结实，拉
起车来强劲有力，活像个老练的黄包车夫。他替年老
体弱的车夫出车赚回的钱全部交给车夫。因此他在
车夫中威信越来越高，大家都把他当作自己人，称呼
他为“老陈”。人力车工会也因此很快组织起来，发展
了大量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周文雍曾问陈延年：“香港的《工商日报》刊登文
章说，共产党的干部当人力车夫。说的就是你啊！”陈
延年笑着说：“如果工作需要，不论任何同志，去当手

车夫都是光荣的。”
坚持“六不”的苦行僧。陈延年生活清苦，认为

“铺张浪费是最大犯罪”。这句话是 1924年 12月 25
日，陈延年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上说的。那
时，区委刚在黄国梁与全国总工会协调下，租得了文
明路 75号至 81号二三楼为党团区委地址，经济来源
全靠党团员每月交的月费维持。陈延年领导下的区
委能省就省，每次政治示威大游行所用的横额和标
语，都由负责人出钱买红布和纸张，自行解决。

不仅工作中如此，生活上他也极为简朴。在担
任党内重要职务期间，陈延年仍旧处于居无定所的
状态。在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他却又因同事
结婚无房而主动让出，自己和另一位同志挤进了一
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阁楼居住。他的卧室常年只有
一套床板、一张席子、一条很粗糙的毛毯和一床被
子。即使是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之时，他仍坚持除基
本生活需求之外一切工资交予党。他积极支持工人
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多次为此捐赠经费，自己则过
着箪食瓢饮的清贫生活。

情报事业的推动者

早在留法期间，为便于秘密活动，陈延年就培养
了极强的情报意识，为日后推动情报保卫工作打下

了思想基础。
陈延年任书记期间，广东区委曾向苏联为中方

举办的情报工作人员培训班选送工会会员、农民组
织成员、罢工者。1925年 11月在广东举办情报与反
谍骨干速成班，24名学员毕业后，由时任国民党中央
执委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共产党员谭平山将其中 7
人分配到广东区委情报小组负责人傅烈、杨殷手下
从事情报反谍工作。

1926年春，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国共合作。陈延
年专门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建立情报小组，搜集国民
党方面的情报。情报小组的成立，为我党此后专职情
报机构建设作出了重要尝试。接受任务后，小组成员
奔波于广州、黄埔、东莞、石龙之间，有时西装革履，出
没于茶楼酒肆；有时一身戎装，进出于军港要塞；有时
青衣小帽，往来于平民百姓之家。在陈延年的部署
下，小组成员充分发挥同志们的机智勇敢和集体智
慧，搜集到许多有关方面的情报，为区委正确判断形
势和确定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站着赴死的革命者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
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退让政策。陈延年对
此坚决反对，他以中共广东区委的名义报告党中央，
要求中央坚决抛弃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并
表示陈独秀和自己虽然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
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27年 4月，陈延年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时，中
央任命他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当即转赴上海，
途中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政变后，全国形势
风云突变，在极为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
不顾危险，有条不紊地部署工作，为恢复和重建党的
组织积极展开斗争。

6月26日，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敌人得知
他身份后，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逼迫他供
出上海的党组织。但陈延年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严
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

7月 4日晚，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行刑
前，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昂首挺胸，视死如归。敌人喝
令他跪下，他巍然屹立毫不理会。敌人将他强行按
倒，正要行刑，他猛地一跃而起，使刽子手的刀砍了个
空。最后，敌人一拥而上，将他乱刀杀害。

他离去时是少年身，归
来时是英雄魂。 □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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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到底多少年？

语林指瑕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是一个特
出的时代，一时四海鹰扬，英雄人物
者众，然而三国为时短矣。多少
年？《辞源》“三国”条下说：

东汉后，魏蜀吴分别建立了政
权，鼎足而三，称三国，三国时代始于曹丕称帝至吴亡
（公元220-280），共历时六十一年。

可某出版社的《听毛泽东讲史》一书中，在编辑
撰写者的《三国史述要》里这样说道：“三国时，魏蜀
吴三国分立。大致在 220至 266年之间。”

如此说来，三国为时四十六年多。这样划分的
“理由”，该书说是因为“266 年，司马炎废掉魏帝，
建立晋朝，历史上叫做西晋。”按其说词，西晋建立，
三国时代也就结束了。

六十一年的三国，一下子少了十五年，时间缩短
了四分之一。是史实有误，还是该书编者对三国历
史割裂的无知？三国到底有多少年，请看正史——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去世，其子
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这一年，他曾两次改元：先
是以丞相和魏王的威权，使汉献帝改建安二十五年
为延康元年；到该年十月，他代汉自立，国号为魏，
以皇帝的身份改元黄初。以汉室正统继承者自任
的刘备，认为曹丕是“载其凶逆，窃居神器，”遂在西

蜀人士拥戴下即帝位。理由是：“天命不可以不
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刘备即皇
帝位，国号曰汉，史称蜀汉，年号彰武，时在公元
221 年。到了后主刘禅炎兴元年（263），魏出兵征
蜀，逼成都，刘禅降魏，蜀国亡。

魏国自公元 220年成立，曹丕之后，司马氏势力
迅速扩大，到司马昭，已图谋代魏，故而魏帝曹髦就指
斥其野心：“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司马昭随后杀
了曹髦，另立曹奂为傀儡皇帝，他自称晋公，后为晋
王。公元 265年，司马昭死后数月，其子司马炎在势
家大族支持下，废魏帝曹奂自立，改国号为晋。这也
就是《三国演义》篇末的古风所云：“丕叡芳髦才及
奂，司马又将天下交。”魏国国君历经曹丕、曹叡、曹
芳、曹髦、曹奂，即被司马炎的晋朝所取代，魏国亡。

公元 265年到 266年之交，晋国代魏，史称西晋，
但西晋的成立并不等于三国时代的终结。因其时的
江东尚有吴国。吴国成立于公元 229年，到公元 280
年，西晋六路出兵攻吴，王濬水师从益州长江直下，

攻到建业（吴国首都），吴主乌程侯
孙晧出降，吴亡。唐人刘禹锡《西
塞山怀古》有句云：“王濬楼船下益
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
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即指此。

降孙晧三国归一统，才是历史上的三国归晋。
由此可见，三国的历史确乎六十一年，而非《听

毛泽东讲史》编者“三国史述要”里所说的四十六年。
称三国的纪年，只说出了蜀和魏，而将鼎立的

另一极吴国视而不见了。是荒唐，还是对历史的
无知，大概是兼而有之。此种错误，江西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也同样犯了，该书
附录中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中，就将三国的年
代写成“公元 220 年-公元 265 年”。以公元 265年
为三国的终结，是只知有晋而不知有吴也。

三国和西晋这种年份的重叠，后来的朝代亦有，
如南北朝以后是隋的大统一，南北朝止于公元589年，
而隋却建立于公元581年；南宋以后是元，南宋于公元
1279年亡，而元系铁木真（成吉思汗）于 1206年建立
蒙古国所改之国号，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明亡
于1644年，而清建国于1616年，
初称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
为清，1644年入关。 □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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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冰上运动”
有人称，最早记载中国冰雪运动

的文字见于志怪古籍《山海经·海内
经》：“有钉灵之国，其民从膝以下有
毛，马蹄，善走。”因《山海经》佶屈聱
牙、晦涩难懂，如何理解难以形成统
一标准。故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其
意理解也见仁见智，晋代著名文学
家、训诂学家郭璞注释为，钉灵国民
的膝盖以下长有长毛，形似靴子，跑
起来便能“自鞭奋蹄”。

而东晋刘宋时期著名史学家裴
松之注释《魏略》却说：“乌孙长老言，
北丁令有马胫国，其人声如雁鹜，从
膝以上身头，人也。膝以下生毛，马
胫马蹄，不骑马而走疾于马。”不过，
我更倾向现代人“想当然”的注释，因
北方少数民族天气寒冷，常年下雪，
人们习惯穿带毛的长筒靴子，脚踏滑
雪板走路，行动速度极快。

其实，直接记载“冰雪运动”的文
字，隋唐时期才初见端倪。《隋书·列
传·第四十九》“契丹室韦”条曰：“南
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分为九部
落……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冬则入

山，居土穴中……射猎为务，食肉衣
皮……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
行。”南北室韦皆古代东北部少数民
族，在气候严寒、积雪甚深的环境下，
当地人发明了木质滑雪工具，堪称一
种省力便捷的交通出行方式。

而“冰上运动”文字记载最早见
于《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回鹘下”条谓：“东至木马突厥三部
落……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
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
步，势迅激。”意思是，向东可到木马
突厥三部落，这里人用桦树皮做屋
顶，多好马，习俗在冰上乘木马奔
驰。所谓木马，即用板系在脚上，用
弯木支在腋下，一使劲就可溜出百
步，既快又有力。

宋代开始，冰雪运动便不再是
北方少数民族的专利。北宋孟元老
和沈括的史料笔记《东京梦华录》
《梦溪笔谈》等均有中原地区的冰上
游戏的记载。明清时期，踏雪、滑冰
等冰雪运动便大踏步向娱乐化、大
众化方向发展。 □赵柒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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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国皇帝李渊的陵墓
位于关中三原县东北部的徐
木原上，每年祭奠先祖之时，
唐太宗李世民都要亲率文武
百官，乘车坐轿从长安出发，
夜晚下榻途径的三原县独李
镇王店村驿站。王店村当时
规模大，城垣巍峨，故传“先有
王店村，后有三原县”一说。
当地官绅为讨得唐王欢心，
就组织演出撑杆木偶，受到
李世民和一班文臣武将的赞
赏。因该村多为孙姓，表演
者又多姓孙，故称“王店孙撑
杆木偶”。而以往名不见经传
的王店，从此名声大振。至今
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自唐以来，撑杆木偶艺
人通过演出，娱乐欢聚，表达
诉求。由于灾荒饥馑、兵燹
战火、时代变迁，演出时断
时续，险些失传。 2016 年
春，在三原县文体广电局和
独李镇党委、政府的扶持
下，该镇老年协会组成撑杆
木偶艺术团，团长杨志明、
副团长张振新带领一班老哥
们和年轻的爱好者，挖掘出
这一民间艺术，重新制作撑
杆木偶，置办文武乐器，排
练新老唱腔，在本村镇和周
边应邀演出，广受欢迎。

在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
期间，陕西省作为受邀代表，参加了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演出产品博览
交易会推介会优秀节目展演，为兄弟
省区进一步了解陕西本土民间文化
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王店孙撑杆木偶，高约1.5米，偶
头原用木雕，大若小碗，举起沉重，
演出累人。现今，偶头用石膏翻模，
纸壳脱胎，根据不同人物性格精心设
计，结实轻巧，利于操作，并用拉线、
拔棍等把眼眉和口、舌、耳装成活动
的，表演时，木偶的全部动作，都是靠
演员灵活操作来完成。加之脸谱程
式翻新，服饰性格鲜明，好像一个个
小演员在台上的演出，活灵活现，魅力

十足。演出的节目，既有传统
剧《铡美案》《三对面》《二进
宫》《下河东》《祭灵》《周仁回
府》《花亭相会》，又有现代戏
《大家喜欢》《梁秋燕》《村官》
等，还加入合唱、歌舞等现代
元素，深受群众喜爱。

每当演出之时，在板、
铙、锣、铃和板胡、二胡、扬
琴、底翁等文武乐器的伴奏
下，前面操作木偶，后面专人
演唱，或者自籀（zhou）自唱。
唱腔是把秦腔、眉户等糅合
在一起，具有浓郁的地方特
色，悲怆苍凉而又充满激情，
委婉细腻而又内敛刚烈，颇
具秦地秦人的风采，独一无
二，故被称为“王店腔”。

撑杆木偶艺术团的演出
骨干，大多是退休的老同志。
近年来，为了惠民演出，他们
自筹资金、自掏腰包，购置木
偶、幕帐、乐器，组织排练，三
伏盛夏，舞动木偶，提袍甩袖，
大汗淋漓，感动得围观群众送
茶送水；三九寒冬，生旦净丑，

唱腔激越，吸引来附近百姓夸赞鼓
掌。平日对待木偶、乐器，爱护有加，
怕木偶见光失色，给每个木偶脸部都
戴上口罩；怕乐器沾尘变音，将每件乐
器都细心装入布袋。

王店孙撑杆木偶的传承人，排
练、创研、演出，无任何功利色彩，均
为无偿服务。若问他们图什么，这些
年过六旬的老人会自豪地说：“通过
我们的手，让这民间艺术，展现给世
人，传承给后代！”

2017 年春节，王店孙撑杆木偶
被央视 7 套、11 套遴选为春节节目
内容之一，专赴三原拍摄，并在央视
多次播出。 □吴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