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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27 日，是原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
理书记向明同志诞辰 100 周年。我们怀着崇敬
的心情，深切缅怀他为山东革命和建设事业建
立的卓越功勋，追思和学习他对党和人民事业
坚定执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一

向明同志在国民党反动派“宁可错
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人的血
雨腥风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追求
革命真理的道路上，他坚定执著、奋斗
不懈，虽身陷囹圄备受折磨而坚贞不屈、
始终不悔，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崇高的
革命精神。出狱后，他立即奔赴抗日战
场，纵马驰骋、浴血杀敌，为民族解放
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向明，原名巨同璞， 1909 年出生于山东省
临朐县博崖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4 年高小
毕业后，考取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但因筹措学
费逾期报到而失学。 1925 年春节后，向明只身
到青岛谋生，形单影只，饱受欺凌。

1929 年春，经同学介绍，向明报考并被录
取为青岛市枣园小学教员。在这里，向明阅读
了许多进步书刊，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并利
用教师身份，自觉组织一些进步活动。为启发
学生的政治觉悟，他利用课余时间组织“读书
会”，辅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为唤起民众，
他克服种种困难，办起了“民众夜校”。尽管
当时革命已处低潮，共产党人处于随时被镇压
的危险境地，但向明仍坚定信念，一心向往革
命。 1931 年 4 月，向明加入了共青团。同年 8
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32 年春，青岛沧口区委成立，向明任宣
传委员。同年 5 月，根据青岛市委指示，沧口
区委组织发动了富士纱厂工人罢工。期间，向
明积极进行发展党员、壮大力量、鼓动宣传等
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随后引起的国民党
反动当局的大逮捕中，向明被四处通缉，于 8
月间离开青岛来到济南，与省委书记武平接上
关系。不久被委任为济南市委书记。 11 月，调
任省委组织部长。 1933 年 2 月，由于叛徒出
卖，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向明与省委书记任作
民等 29 人一起被捕。

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
严刑拷打，向明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始终没
有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没有泄露党的机密，
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后反动当局依照所谓《危
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向明、任作民等判刑
7 年。在狱中，任作民、向明等人很快成为政
治犯中的领导核心，大家团结起来，不断向敌
人进行大大小小的斗争。每次斗争中，向明不
仅是积极参加者，而且是组织者之一。正因如
此，向明多次被转押其他监狱，并被长期关押
在单人牢房内。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
合作，向明被释放。出狱后，向明立即奔赴抗
日战场，以饱满的革命热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
抗日战争之中。

1939 年 3 月，向明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
8 月，被派往豫东特委，执行帮助说服和动员
地方武装胡晓初部队东进接受新四军领导的任
务。经过向明耐心细致的思想动员和大量的组
织、联络工作，终于将这支约 2500 人的队伍拉

过黄泛区以东，接受了新四军的领导，并将之
改编为新四军游击第六支队第二总队，胡晓初
任总队长，向明任政委。 1941 年 1 月，向明调
任苏中四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苏中是连接
苏南、苏北、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枢纽，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集重兵于此，疯狂进
行“扫荡”、“清乡”和“清剿”，妄图摧毁
苏中根据地。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
反共，不断寻衅磨擦，使苏中地区的矛盾更为
复杂尖锐。向明毫不畏惧，勇挑重担，认真贯
彻上级指示，并紧密联系实际，掌握有利时
机，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带领军民与敌
人展开无数次殊死搏斗，不断粉碎了敌人的
“扫荡”、“清乡”和“清剿”，巩固了抗日
根据地。 1943 年 6 月，向明任苏北盐阜地委书
记兼军分区政委、新四军三师八旅政委。盐阜
区是当时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不断受
到日伪军的报复性“扫荡”。向明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建设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领
导盐阜区广大军民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政权建
设、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动员参军等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绩。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党历史上
最为艰难的时期，也是向明为党建功立业的重
要时期。他转战江北，深入敌后，出生入死，
不畏艰难，为苏中、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
速扩大和巩固，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
显著成绩和重要贡献。

二

解放战争时期，向明奉命回到山
东。他带领鲁中军民奋战在齐鲁大地，
为山东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作为地方领导人，他带领解放区
人民群众积极进行土地改革、支前生
产、城市接收，把聪明才智和满腔热忱
奉献给了这片他深爱的家乡故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向明随新四军北上东
北，途经临沂时，被华东局留在山东，任鲁中
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他积极贯彻中央 1946
年初作出的“练兵、减租、生产是解放区三大
中心任务”的指示，在新、老解放区分别领导
开展了反奸诉苦斗争和大生产运动，在军队中
开展了“百日练兵”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随着战争形势的日趋紧张，向明领导鲁中区军
民加紧了支前工作。他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行了
“常备民夫(后改称‘常备民工’)制”，组成
随军担架运输队，既节省人力物力，又增强了
支前力量，使支前生产两不误。 1 9 4 6 年 1 1
月，华东局、山东省政府相继出台有关实行
常备民夫制的决定和办法，使这一行之有效
的办法在全省得到推广，对动员、组织群众
更有力地支援前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山东在
解放战争时期的支前贡献在全国有口皆碑，
陈毅同志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
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在这场伟大的支
前运动中，向明同志带领鲁中区人民作出了重
要贡献。

鲁中地区是山东解放战争的主战场。向明
作为当时鲁中军区政委，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重大贡献。 1947 年 1 月 2 日，鲁南战役打
响。鲁中部队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大兵团联合
作战的锻炼，提高了战斗力。此后，山东野战
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鲁中主力
部队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王建安任司令

员，向明任政委。 2 月，莱芜战役打响，王建
安、向明率八纵指战员在和庄地区与敌第 74 师
交火，首战告捷后，又与其他纵队配合全线出
击，全歼敌第 73 军和第 46 军，俘虏敌第二绥
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第 73 军军长韩浚。
在 4 月发起的泰蒙战役中，王建安和向明率领
八纵，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全歼泰安守敌
2 0 0 0 余人，收复泰安、肥城、宁阳等县
城。此后，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打响。八纵
胜利完成了割裂、阻援任务，并以二十三
师参加主攻，全纵队共歼敌 7 0 0 0 余人。 8
月，我军转入战略反攻，为支援刘邓大军跨
越中原，王建安、向明奉命进入鲁西南。 9
月，王建安、向明率八纵与三纵、六纵一起发
起沙土集战役，全歼国民党整编第 57 师，活捉
敌师长段霖茂。 10 月，向明随八纵沿陇海路进
入豫皖苏地区。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向
明作战英勇顽强，指挥果断，为人民解放战争
的胜利立下了战功。

1948 年 5 月，向明任胶东区党委书记兼军
区政委。他首先对分配不合理的土地进行了调
整，并提出为消灭 10 万亩荒地而奋斗的口号。
这年通过生产救灾运动，没有饿死一个人，秋
季还获得了大丰收。 1948 年下半年，配合济南
战役、淮海战役的发起，向明领导胶东区干部
群众掀起了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热潮。尤
其在淮海战役中，胶东区响亮提出了“一切为
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要人有人、要粮
有粮”的口号，共动员 5 . 8 万名青年参军，
41 . 66 万名民工支援前线。胶东人民用不怕艰
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在淮海战役史上书
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随着人民解放军不
断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抽调干部随军
开辟新区工作，成为各级党组织面临的一项
重要任务。1 9 4 8 年冬，在向明的领导下，胶
东区按照华东局的部署，抽调 3 6 5 0 名干
部，分别组成 1 套区党委级干部、7 套地委级
干部和 42 套县委级干部，南下接收新区，为接
管和建设新解放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做好准备工作迎接青岛解放， 1948 年 8
月，在向明领导下，胶东区党委加强了情报工
作，派情报人员利用各种关系对青岛各方面情
况进行周密调查，并形成了 60 万字的材料汇编
《青岛调查》，为解放和接管青岛提供了重要
依据。为使青岛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青岛地
下党组织向广大市民宣传我党的接管政策，组
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护厂、护校、护店和反南
迁斗争。到青岛解放时，一座完整的、国民党
反动派没有来得及大肆破坏的工业城市，回到
了人民的怀抱。解放后，青岛百业待兴，百乱
待理，接管任务很重。 1949 年 5 月 24 日，青
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此时已任山东分局
第二副书记的向明出任主任，担起了接管青岛
的重任。他按照上级要求，积极调配干部，充
实机构，并积极组织生产、恢复经济、安排生
活，青岛市的生产、流通、教育、生活很快步
入了正常轨道。 11 月，青岛市军管会与市委合
并，向明任青岛市委书记，接管任务顺利完
成。

三

建国后，向明作为山东分局主要领
导，坚决贯彻中央精神，领导全省人民
先后开展了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
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

援朝等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就在
他甩开臂膀，倾力报效国家和人民之
时，却被错误地认定“参加了高、饶反
党联盟”，受到错误处理，直到 1980 年
才得以平反。

1950 年 8 月，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傅秋涛
调离山东，因分局书记康生长期“养病”，向
明主持分局工作。1952 年 12 月，中央决定，向明
任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并代理书记。在完成繁重的
工作任务中，向明表现出很大的干劲和魄力。

1950 年 6 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后，
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围绕争取财政经济状况
根本好转这一中心任务，山东分局、省政府领
导全省人民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
命、抗美援朝以及“三反”、“五反”运动，
贯彻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三大改造
等，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山东的工农业生产水平
很低，在财政经济方面面临巨大困难。向明坚
决贯彻党的七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领导全
省人民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并于 1952 年主持
召开山东分局会议，确定了精简上层、充实下
层、加强工矿、财贸等工作的原则，抽调大批
干部充实基层和企业单位。同时组织贷款，发
放生产补助粮，动员灾区人民生产自救。通过
积极工作， 1 9 5 2 年山东省工农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87 . 2% ，改善了财政经济状况，胜
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为搞好土地改革，向明在全省调集 6 万余
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帮助工作。
他还亲自带领工作队深入基层，采取典型试验
推动全面的方法，对土改工作进行分类指导。
在领导全省党政军民支援抗美援朝运动中，全
省积极出兵( 参军) 、出人( 医疗人员等) 、出
财、出物，作出了很大贡献。 1 9 5 0 年冬和
1952 年冬，全省有 12 . 36 万人应征入伍，并捐
购飞机 197 架，超额 51% 完成任务。为推进民
主改革运动，他深入工厂，联系群众，教育工
人和技术人员要加强团结，同心协力，搞好生
产。他还亲自抓机关自身建设，强调机关工作
人员一定要经常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倾
听群众呼声；一定要实事求是，讲求工作效
率。在“三反”运动中，向明认真贯彻中央精
神，并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当运动进
入“打虎”(即检举揭发重大贪污犯罪分子)阶
段后，向明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以山东分局名
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实事求是，改变清查方
式，严禁逼供信。在他的领导下，这场运动既
起到了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教育作用，又
避免了运动中的过火行为。

在建国初期的三四年里，无论是恢复山东
经济，还是进行社会改革工作，向明同大家一
道，依靠群众，都做出了很大成绩。正当掀起
经济建设高潮，更好地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之
时， 1954 年，向明被错误地认定“参加了高、
饶反党联盟”，随后调到河北省。 1955 年又被
山东省委错误地认定“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
集团”，受到长期隔离审查。“文化大革命”
期间，再次遭到残酷迫害。尽管受到不公正待
遇，但他从不悲观失望、灰心丧气，始终坚定
对党的忠诚，始终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
重，一再表示“服从党的一切利益，维护党的
坚强团结，决不玷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直到 1969 年 12 月含冤病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认真复查，
党中央于 1980 年 12 月为向明进行了平反，决

定撤销对他所做的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
和给予他的处分，推倒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
实之词，恢复名誉。 1981 年 4 月 2 日，在北京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河北省委为向明举行了
隆重的追悼会。

四

向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
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坚强不屈的革
命意志、忠心爱党的赤诚情怀、务实勤恳
的拼搏精神和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将会
光耀千秋，永远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向明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
士，是我党优秀共产党员，杰出的领导干部。
今天，我们深切缅怀向明同志，就是要学习他
的崇高风范和高尚品德，激励全省人民坚定信
心、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奋力把革命先辈开
辟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向明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忠于
党、忠于人民。 20 世纪 30 年代，在敌人的法
庭上、监狱里，面对严刑拷打、威胁利诱，他
始终坚贞不屈，顽强地同敌人作斗争。而当建
国后蒙受党内不白之冤时，他仍能以党的利益
为重，维护党的团结，不做有损于党的形象的
事，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向明同志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坚决维护
党的团结和统一，按照党的原则办事。 50 年代
初，国家和地方在财力、物力上都有困难，面
对这一现实，他坚持从全局出发，积极支援国
家重点建设和兄弟省市建设，尽量把困难留给
自己，妥善地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受到党
中央的高度评价。

向明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联系实
际，有预见并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无论是在军
队还是在地方工作中，他都做到按照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与当地实际相
结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出色地完成
党交给的任务，表现出了很高的领导才能。这
一方面源于他在长期实践中对经验的积累，而
更重要的是源于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融会贯通，并加
以正确运用的结果。

向明同志善于作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维护党和人
民的根本利益。他在山东分局主持工作期间，
经常告诫各级干部一定要深入基层，加强调查
研究，并亲自带领干部到基层蹲点，指导工
作；亲自领导纠正省直机关工作中存在的严重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开展了反对官僚主
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

向明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同
志，发扬民主，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他常
说：“干革命就应该有点忘我的精神”。他干
起工作来，总是专心致志、勤勤恳恳、任劳任
怨。不管是作会议报告，还是起草指示文件，
他常常亲自动笔，有时不分昼夜，废寝忘食。
在个人生活上，他从不计较，不搞特殊，不谋
私利。进城后，他经常教育周围的同志，一定
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身居闹市，一尘不染。
他对同志、对下级，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
遇事同大家商量，尊重别人的意见，从不强加
于人。他关心别人胜于关心自己，同志有病他
问寒问暖，关怀备至，而他自己却常常带着严
重的胃病工作。

向明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了毕生精
力。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为山东革命和建设事业
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远缅怀他的革命精神和崇
高风范，以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为精神动力，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
实现富民强省新跨越，加快推进经济文化强省
建设而努力奋斗。

李忠运

功勋卓著 风范长存
——— 纪念向明同志诞辰 100 周年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