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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有山上俯瞰北杏村

■

周末人物

王尽美故居今貌

王尽美故居土炕

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1918年，春末夏初，一位绰号“王大耳朵”的青年从北杏村出发，去寻找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
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每次阅读《共产党宣言》到结
结尾
处，他总感到荡气回肠。

王尽美：“尽善尽美唯解放”
□
100年前，莒县北杏村（今属诸城市）的冬
天，霜厚冬意浓。
在村子中心街南头，王尽美一家窝居在地
主家的两间小偏房里。20 岁的他，靠租种地主
家的几亩薄地，养活着小屋里的祖母、母亲和
媳妇儿。低矮的土炕旁，支着锅台。炕膛里的
木柴和树叶，是母亲她们在村前南岭上一点点
捡回来的。

“砥砺学行，殚心国事”
朔风中的茅草屋里，在白天，仅借着阳光
取暖。劳累了大半年的王尽美，终于得闲读书了。
三年前，他高小毕业，一直在家参加劳动。
随着年龄和体力的增长，王尽美成了庄稼
地里的一把好手。劳动繁重，负担沉重，家境
困苦，但他一有时间就孜孜不倦地借书攻读。
对王尽美来说，上学是奢侈的。“他父亲
穷得没有名字，人称王五。他出生前四个月，父亲
撒手离世。这样的家庭条件，本来没有机会接受
教育的。但他八岁那年，本村地主见山堂家请了
一位先生，为九岁的儿子祥儿设塾启蒙，同时还
想找个年龄相当的孩子陪读。他母亲听说后托人
说情，才使他有了读书的机会。”诸城市党史研究
室副主任李海涛介绍道。
塾师先生见他生得耳大面方，天庭饱满，认
为有贵人之相，又听说他出生时红光满屋，便给
他起了个学名“王瑞俊”，字灼斋。可惜不到一年
光景，祥儿夭折，小瑞俊失学。
一年之后，小瑞俊又有了给另一家地主的孩
子——
— 春儿陪读的机会。可不到半年时间，春儿
也因患了和祥儿一样的急症不治身亡。一时间小
瑞俊被不少愚昧的村里人传成能“妨”人。
失学务农的王瑞俊，饱尝生活艰辛。好在三
年后，北杏村设立了村塾，才使他重新入学就读。
由于品学兼优，先生对他关爱有加，免去了他的
学费，还指定他为大学长。
一年之后，考上了枳沟乡高级小学的王瑞俊
依然出类拔萃。他的老师王新甫先生，毕业于济
南法政学堂，给王瑞俊灌输了不少新思想。
王新甫还介绍和推荐了进步书籍报刊，如
《天演论》《革命军》《民报》等，使王瑞俊
越来越关心国家大事，开始萌发民主主义思想
和救国救民的志向。
天资聪颖的王瑞俊是学习的多面手。王新
甫老师笛子吹得很好，曾教他吹过《满江红》
和《苏武牧羊》等曲目。他又无师自通地学会
了拉二胡和演戏，成为北杏村农民戏班子里的
主角。他的书法也相当俊逸，并以才思敏捷、
擅写文章闻名乡里。在由晚清进士庄陔兰编修
的《重修莒志》中，如是记载：“王尽美……
家贫苦学，弱冠入济南第一师范。砥砺学行，
殚心国事。”
高小毕业后，王尽美扛起养家的重担，家中
生活略有好转。可受压迫受剥削的贫穷命运，并
没有得到改变。想着千千万万和自己一样趴在土
里的同胞，到底该怎么办呢？他在认真地思索着
这个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况等消
息，偶尔传到闭塞的北杏村，王尽美朦胧地感
到，世界和中国都处在剧烈变化中，自己应进
一步深造，探求真理，有所作为。悄然间，他
决定离开家乡，到济南继续求学。
可当他提出去济南求学的要求时，却遭到
家人的反对。在那兵荒马乱的世道，王家三代
单传的他要离开家乡，只身到五六百里外的地
方去，家人怎能放心。王尽美只好耐心地解
释，反复恳求，家人终于同意。

“铮铮乔有看沧桑”
1918 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早晨，南岭绿意
盎然。临行之前，王尽美登上村前的南岭，俯
瞰家乡的大好河山，赋诗一首，以抒胸臆：
“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潍水泥
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海拔三五十米高的丘陵小山——
— 南岭，在
王尽美眼中，要洗心革面成“乔有山”，即要
将之乔迁为劳动人民所有。百年时光，衔枚疾
走。记者再次登顶乔有山，北杏村已天翻地
覆，红瓦灰墙的整齐民居铺展在山之北麓，百
姓安居乐业。只是，再也看不到村口那个背起
简单行囊去闯天下的年轻人的背影……
告别依依不舍的家人，王尽美意气风发地
奔赴济南。那时的济南，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
阀铁蹄蹂躏下，到处残垣断壁、商业萧条；面
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劳动人民在尘土飞扬的街

本报记者 卢昱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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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97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初心不改、矢
志不渝，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向前走，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
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
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今天，在中华大地上，沿着这些先辈砥砺前行的信仰之路，追寻他们的足迹，触摸他们忠于
党、忠于人民的赤子之心，我们清晰地看到：他们脚踏实地践行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
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将血肉之躯、信仰之坚
熔铸成鲜红印章，加盖在时代的答卷上。
本报今天开始在周末人物版和往事发现版开设“红色记忆·不忘初心”专栏，敬请读者关注
并提供新闻线索。

1921 年7 月中
旬，这位耳朵大、
长方脸、细高挑
儿、绰号“王大耳
朵”的山东汉子，
与邓恩铭一起，奔
赴上海，与其他信
仰共产主义的同志
登上红船，棹桨摇
出一个崭新的世
界。之后，将名字
由王瑞俊改为王尽
美，取尽善尽美之
意。

道上为活命奔忙不息……这让刚刚升入山东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王尽美再次陷入深忧。
奔着“师范”而来的王尽美，本希望师范
里每一位学生都成为发达教育的孢子，将来能把
四万万同胞的腐败脑筋洗刷净尽，更换上光明纯
洁的思想。可到校后，王尽美被老师摁在教科书、
讲义中，却于“教育”二字并不顾及。
沧海横流，有舟者渡。1919 年，五四运动
爆发，这使王尽美那忧国忧民、苦闷彷徨的心
胸豁然开朗。他开始意识到，当时时代条件
下，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操控在帝国主义
和封建军阀政客的手中，埋头读书，不问政
治，对救国救民是无济于事的，也决不是青年
学生应走的道路。
王尽美决心走出课堂，奔向社会，把读书
同革命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把自己同工农群众
结合起来，他欣喜若狂地投入到了波澜壮阔的
五四爱国运动中。
1919年5月中旬，王尽美从济南回故乡。与
在诸城县枳沟乡高级小学一年级读书的王蔚
明，谈起省城的新闻。
“尽美同志说，济南学生和全国各地的学
生一样，响应北京学生的呼吁，已经组织起学
生会来。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发展成学生罢课、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
共同行动。”
同时，王尽美将到诸城后，得到当地教育
界一些爱国人士的帮助、顺利开展工作的情
形，向王蔚明说了一遍。
“尽美同志还对我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大
意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打倒了一个皇帝，又出现
了无数个‘小皇帝’。他们争权夺利，连年内战，生
灵涂炭更甚于前。人们要想得到民主、和平和幸
福，就必须再来一次革命。只有对内打倒军阀，对
外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才能复兴……”
当时只有十三岁的王蔚明，听了王尽美一
席话，耳目一新、茅塞顿开。

“思想起了大翻身”
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王尽美，暑假后
升入省立一师本科第十班学习。经过五四运动
的洗礼，王尽美的思想有了飞跃。新学年开始
不久，他联络省立一中学生邓恩铭和育英中学

王尽美主编《晨钟报》的木质印模与报样。

教师王翔千等，闹了一次学潮，要求撤换昏庸
反动的校长。
结果，换汤不换药。新上台的校长，仍维
护腐败的旧教育制度。通过这次斗争，王尽美
认识到，旧的教育制度，绝不是撤换几个校长
所能彻底改变的。只有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政
治制度，才能改变旧教育。
五四的劲风吹到泉城，鼓动着思想的萌
芽。当时，文化运动的空气充满全国。北京、
上海新的出版物总有数百种之多，而所销册数
在十万份以上。而济南直到1919年9月，由省议会
的王乐平和进步教师等组织成立齐鲁书社，大力
推广介绍有价值的新文化运动出版物后，状况才
很快有了改观——
—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 新青
年》
《 新潮》
《 少年中国》
《 新教育》等杂志在济南的
销售数都达到了百份左右，新出版物在济南每
月的销售量达到千份以上。
“我在五四运动前，思想还是顽固，爱读
古书；五四运动中，受到感动；五四后，我在
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了《新青年》。记得我第一
篇看的是陈独秀的论‘新青年’，使我的思想
起了大翻身，产生绝对反对旧东西的思想。”
与王尽美同为一师同学的延波真曾回忆说，
“我们从报刊上知道苏联十月革命后，实行社
会主义，从军阀侮辱共产党的布告中，知道中
国也有共产党，但不知道去哪儿找共产党。”
此时的王尽美，在一师策划上演胡适所写
话剧《终身大事》。接着，他又组织演出新村
政《芙蓉镜》，是学生改革村政的故事。
搭乘齐鲁书社的顺风车，马克思主义在山
东落地生根。齐鲁书社着重介绍、推销《俄国
革命史》《辩证法研究》《社会科学大纲》及
《新青年》《莽原》等刊物。王尽美和邓恩铭
等人经常到齐鲁书社借阅、购买进步书刊，探
讨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开始接
受马克思主义。
时代越乱，主义越纷杂。五四运动后的济南，
同全国其他大城市一样，思想界比较活跃。既有
马 克 思 主 义 思 潮 的 传 播 ，也 有 资 产 阶 级 改 良 主
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的宣传，青年
人的信仰在左右摇摆中，迅速变化着。

“必是赤旗的世界”

王尽美吃下定心丸的时间，在1920 年。这年
年初，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 年3 月，以北京大学为主，由国立八
个校院联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
后，王尽美同志又来到了北京。我向他介绍了
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王尽美同
志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他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
入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
信联系，交换刊物。”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党
员罗章龙回忆道。
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王尽美刻苦攻
读所能找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在此
之前，由于看到请愿团几次赴京的失败遭遇，他
曾认为一切政府都是坏东西，出于对帝国主义及
封建军阀、反动政府的无比憎恨和不满，一度受
到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崇拜克鲁泡特金和
巴枯宁等人。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澎湃，王尽美通过阅读李
大钊的《庶民的胜利》
《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
文章，听到了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
的世界”的呼声，开始追随马克思主义。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
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
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多次阅读《共产党
宣言》，每到结尾处，总让王尽美荡气回肠。
他认识到，穷人所以穷是阶级压迫的结果，依
靠“教育救国”或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暗杀都不
能改变人民的命运，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才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
中解救出来，走上光明灿烂的前程。于是，他
转变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 年 夏 秋 之 际 ，王 尽 美 和 邓 恩 铭 等 在 济
南，秘密成立康米尼斯特（Communist，现译共产
主义）学会，以研究共产主义为宗旨，专以收集共
产 主 义 理 论 书 籍 ，继 而 研 究 社 会 主 义 的 革 命 理
论。
同年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人陈独秀函
邀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组织。王乐平把来函
交给了王尽美和邓恩铭。这年秋天，共产国际代
表之一杨明斋从上海回平度老家省亲，路过济南
时，与王尽美、邓恩铭等共商建党一事。
同时，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励新学会，广
泛吸收群众，于1920年11月21日，在商埠公园大
厅成立励新学会。
“励新”，寓有以新思潮互相砥砺之宗
旨，学会经常举行学术谈话会，举办讲读会，
发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

主义犹如一面旗帜
当时，与王尽美、邓恩铭一起参与山东党
组织初创的，还有育英中学的老师、诸城人王
翔千。“父亲在旧社会和封建家庭中度过的时
间较长，他对旧社会和封建家庭中的矛盾认识
得更清楚，感受得更深刻一些，革命的立场较
之某些青年人更为坚定。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
是指导革命斗争最彻底、最革命、最科学的理
论，劳动人民是革命必须依靠的力量。他自己
改号‘劬园’，就是尊崇劳动神圣的意思。所
以他和王尽美、邓恩铭同志等最为志同道
合。”王翔千的子女曾撰文回忆。
王尽美和王翔千亲如家人。“他经常到我
家聚会密谈，以至曾经引起母亲的怀疑不安。
她有一次向祖母反映：‘那个大耳朵的天天
来，叽叽喳喳的不知道有什么背人的事。’她
哪里知道这是在筹划有关国家人民前途命运的
大事。”王翔千的大女儿王辩曾回忆道。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王尽美，开始将
其转化为实践指南。自1920 年10 月起，他接连发
表数篇文章，讨论师范、乡村和女子教育问题。
在11月初的《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
一文中说，“我以为师范功课，最好自预科
起，就把关于教育的书籍，完全添入，如《平
民教育的意义》《乡村教育》《教育原理》。
教育哲学、小学组织法、小学教授法、国音
学、儿童心理学……和旁的科学相提并进，由
浅入深，久而久之，自能领会贯通。将来办
学，自不会与现在师范毕业生同一结局。”
在《励新》杂志首期中，他写道，“近
来，新思潮蓬蓬勃勃过来以后，便与前大不相
同了。大多数青年，已经有了觉悟，便觉着老实读
书以外，个人和社会、和人类还有种关系，非常重
大，已注意到这上头，便对于从前一切的制度、学
说、风俗……等等都发生了不满意，都从根本上
怀疑起来……”
建立励新学会，对王尽美来说，是一种组
织生活的历练。这里不仅仅有人的聚集，更是

主义的结合，主义犹如一面旗帜，立起来，大
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921 年春，杨明斋再次路过济南，与王尽
美、邓恩铭等再次共商建党一事。紧接着，以
齐鲁书社为基地，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
王象午及印刷工人王复元等，发起筹建济南共
产主义小组。那时党组织的运行在地下进行，
王尽美时作小学教师装扮，皂鞋白袜，长衫礼
帽，彬彬君子，似有学究气。
1921 年春季的一个星期天，天气晴朗。王尽
美领着一群青年学生，来到千佛山下的一片小树
林里，围坐在嫩绿的草地上。他们静听王尽美讲
中国的前途命运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正当学生听得入神之时，从东北角突然来了
一群武装警察，为首的还挎着指挥刀。学生一阵
骚动。王尽美却十分沉着冷静，他用低沉而有力
的声音对大家说：
“ 任何人不要动，还是听我一个
人讲话。”随即他从容不迫地改换了话题，讲起唐
诗。这样一来，同学们立时消除了紧张情绪，会场
恢复了平静。
待警察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群学生在听老师
讲古诗。
“ 他 讲 得 有 声 有 色 ，连 那 些 警 察 都 听 呆
了，那个领头的用刀柄撑着下巴也听得入了迷，
直到全诗讲解完，他们才不太情愿地陆续离去。
事后，我和其他会员，无不赞赏王尽美同志的机
智勇敢和指挥若定的出众才华。”育英中学学生、
曾参与励新学会的周仲千回忆道。

向光明路上去寻人的生活
1921 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甫一建立，
其成员便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产业工
人。
王尽美来到铁路大厂的“红房子”公所介绍
苏俄的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工人交朋友。王
尽美、王荷波还在公所组织了工友学习班，发了
石板、石笔，教工人们识字读书，发现并培养了多
名工人骨干分子，并派李广义、黄锦荣去北京长
辛店工人俱乐部学习。他们回到济南，迅速向王
尽美和王荷波汇报了参观学习的情况。
同年5月，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组织了
济南劳动周刊社，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
王尽美与他人共同起草的宣言中，声明创办周
刊的目的是“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好向光明
的路上去寻人的生活”。
在王尽美的亲自指导下，1921年6月上旬，
以红房子公所为基础，成立了津浦铁路大槐树
机厂工人俱乐部，这是山东省第一个具有工会
性质的组织。
随后，在北大槐树和中大槐树办起了四处
工人夜校，吸收300多名进步工友参加。一年之
后的1922年6月18日，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会
正式成立，这是山东省第一个企业工会组织。
从此，“铁路大厂”的工会组织成了山东省、
济南地区工人运动的排头兵和风向标。
“红房子”孕育出的红色火种，不仅点燃了济
南、山东地区工人运动的熊熊烈火，还影响和推
动了津浦铁路沿线工人运动的进程。1925 年1 月
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994名，而“铁路大
厂”就有16名，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 . 6%。
1921年6月底，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见到
前去上海筹备中共一大的张国焘。“他们约集
济南的八个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
了一天。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
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不厌其详地要我讲解。他
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
的方法。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
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
们请教。”张国焘曾如是回忆。
此时，王尽美与王用章（后叛变）同居一
室，共度艰苦生活，在艰苦中开展工运。奔波
终日，不得饱食。有时日食一餐。在这样的生
活中，经常奔走群众中间，以身作则，领导群
众积极工作。有时遭受意外打击，亦不灰心。
“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实在值得后人效
法。”王用章在三十多年后曾供述。
1921年7月中旬，这位耳朵大、长方脸、细
高挑儿、绰号“王大耳朵”的山东汉子，与邓
恩铭一起，奔赴上海，与其他信仰共产主义的
同志登上红船，棹桨摇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之
后，王尽美将名字由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取尽
善尽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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