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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同志在工作中特别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与工农群众、民主人士、 

文化艺术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诚相见， 

广交朋友。上世纪80_~90年代担任党 

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他和中国人民的 

好朋友路 易、·艾黎及甘肃省山丹培黎 

学校就有一段难忘和感动的往事。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1927年4 

月来到中国，后长期居住中国。他与中 

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 

年。抗 日战争初期，他和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夫妇以及国内一些爱国人士 

发起组 织了“工业合作社运动”。1943 

年底，他和朋友乔治·何克等人在山丹 

县创办了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理论 

联 系实际为办学宗旨的山丹培黎工艺 

学校，吸收劳动人民子弟，为新中国培 

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 

1953年，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迁至兰州。 

周恩来总理邀请艾黎到北京定居。虽 

然居住在北京，但艾黎时刻惦念着山 

丹，曾多次重访。1987年4月．由艾黎倡 

议，在甘肃省和山丹县党政领导、社会 

各界的支持下，重建的山丹培黎农林 

牧学校开学。艾黎视山丹为第二故乡， 

对山丹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中国的职 

业教育、石油工业都有很大的贡献，先 

后被授予北京市“荣誉市民”、甘肃省 

“荣誉公民”称号。1987年12月艾黎逝 

世后，邓小平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 

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参与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并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主持西北局工作多 

年的习仲勋，内心深处与扎根大西北 

的艾黎就有一种深深的情愫。2O世纪 

8O年代，习仲勋到中央工作后，经常与 

艾黎见面，听取艾黎对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建议和思考，探讨职业教育、 

文化建设等工作，并多次专门为艾黎 

祝福生日。1987年12月2日，时任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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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总理李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习仲勋、楚图南等来到艾黎寓所。代 

表中国人民向艾黎祝贺9o寿辰，恰巧 

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师生代表也来 

给艾黎祝寿，中央领导问候艾黎后还 

关切地询问了学校的情况。在欢快的 

气氛中，艾黎提 出希望习伸勋担任山 

丹培黎学校名誉校长，习伸勋愉快地 

接受了艾黎的请求，并同学校师生代 

表合影留念。 

重建后的山丹培黎学校如何健康 

发展，艾黎即使重病缠身也一直在思 

考，并和同事们经常探讨。1987年12月 

28日，艾黎逝世后的第二天，艾黎挚 

友、山丹培黎学校名誉校长马海德(祖 

籍黎巴嫩)召见学校校长倪才旺和艾 

黎捐赠文物陈列馆馆长王 自刚，就学 

校发展做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过 

了一段时间，马海德和对外友协会长 

章文晋一起去正式邀请习仲勋出任山 

丹培黎学校名誉校长，习仲勋同意了 

邀请。 

1988年4月21日上午，全国对外友 

协在人民大会堂为已故的老朋友、老 

同志、老战士路 易·艾黎隆重举行来华 

61周年纪念大会。邓颖超、王震、习仲 

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新西兰、澳 

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政府代表和朋 

友一起出席会议，共同纪念这位中国 

人民的忠实朋友。第二天，习仲勋就在 

百忙中给山丹培黎学校亲笔复信，同 

意担任学校名誉校长。复信全文如下： 

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 

来信收悉。我高兴地看到自1987 

年4月学校正式开学以来，受到中央和 

地方政府以及国内外友好组织、友好 

人士的广泛重视和热情支持。同志们 

在重建和教学工作中发扬了老培黎的 

传统，为开发大西北、繁荣边远地区经 

济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为此谨向你们表示祝贺。 

感谢你们的信任和重托，我欣然 

同意担任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名誉 

校长。我将尽力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自 

己的贡献。 

诚挚敬礼! 

习仲勋 
一 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 El 

培黎学校师生收到习仲勋的复信 

后倍受鼓舞，表示绝不辜负期望，一定 

要把学校建设好，培养更多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习仲勋复信后不久，甘肃省人民 

政府颁发了聘任书，聘任习仲勋为山 

丹培黎农林牧学校名誉校长。 

1989年10月28日，山丹培黎农林 

牧学校隆重举行“艾黎故居”——雷台 

落成典礼，典礼上首先宣读了名誉校 

长习仲勋发来的贺信，贺信全文如下： 

甘肃省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全体师生 

员工同志们 ： 

欣悉路易·艾黎故居落成，谨向你 

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我因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次会议即将在京召开 ，不能 

亲赴甘肃与你们一起参加艾黎故居落 

成典礼，请予鉴谅。希望你们继承和发 

扬路易·艾黎高尚革命精神和优良品 

德作风，紧密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江 

泽民总书记国庆讲话精神。坚持社会 

主义方向，不断改革创新 ，提高教学水 

平，努力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在社会 

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做 

出更多的贡献。 

习仲勋 
一 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习仲勋自担任山丹培黎农林牧学 

校的名誉校长后，对山丹和培黎学校 

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要求省、地、县和 

有关部门大力发扬艾黎精神，把培黎 

学校当作特殊的学校来办，力争把学 

校建成甘肃乃至全国对外交流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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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潘文郁生于湖北襄阳东 

津湾。幼年时，他便好学善思，9岁时 

就提笔成文，700余字的文章一气呵 

成。1922年，16岁的潘文郁考入湖北 

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那里，潘文郁第 
一 次接触到 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他 

的启蒙老师正是在第二师范学校任教 

的肖楚女。在萧楚女的引导下，潘文郁 

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后来又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是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与其他共产党 

员一样，潘文郁也跨党加入了国民党。 

后来，潘文郁受时任中共武汉地委书 

记(秘密身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 

委(公开身份)董必武派遣，回到家乡 

襄阳从事党务工作，对外身份是国民 

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1925年 11月， 

潘文郁和胡伊默、伍修权等 11名湖北 

选拔的学员搭乘 苏联的煤船 离开上 

海，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当时的中山大学实际上还是苏联 

共产党的一个党团组织，所以学校招收 

的共产党员要多于国民党员。潘文郁因 

为学习成绩优异而被选为课堂翻译，在 

大学里开始小有名气。一年后，他受聘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俄文翻译。 

1928年 6月 18日，中国共产党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潘文郁：张学良身边的红色特工 

口 冯 连 

这次会议是潘文郁革命生涯的一个里 

程碑。出席“六大”的142名代表中，有 

53名是被指定参加的代表，潘文郁就 

在其中。潘文郁既是会议代表，又兼做 

翻译，为大会笔译和整理了很多文件 

和资料。他先后为周恩来、瞿秋白、苏 

兆征、蔡和森、李立三、向忠发、项英等 

中共领导人做俄文翻译 ，其俄语水平 

和工作成绩，受到周恩来等人的赞赏。 

“六大”后，潘文郁留在了莫斯科工作， 

担任“六大”期间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秘书长。 

1928年年底 ，潘丈郁奉命回国， 

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主持 

中宣部日常工作，并担任中央机关刊 

物《红旗》及《布尔什维克》的副主编， 

为刊物撰写了大量重要社论及文章。 

1930年 7月成立的 中共中央总行动 

委员会上，年轻的潘文郁当选为委员。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 

明取代李立三的位置，潘文郁从上海调 

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这 

年的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 

发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写下 

自首书后的第三天被处死。随后，中共 

军委干部胡章原投敌，导致中央宣传部 

负责人罗绮同和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 

等 16人被捕。罗绮同被捕后叛变。杨匏 

安被杀害。紧接着，中央北方局(后改称 

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廖化平在天津 

和实用技术人才的培训基地。他积极 

协调解决了学校建设过程 中遇到的物 

资困难等问题，为学校发展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 

1994年1月，甘肃省山丹培黎农林 

牧学校更名为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 

1998年1月，原甘肃省副省长、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山丹培黎学校名 

誉校长李屺阳前往深圳拜望在那里疗 

养的习仲勋．习仲勋关切地询问山丹 

培黎学校的情况，李屺阳一一做了汇 

报，习仲勋请李屺阳转达他对学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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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问候，祝愿学校的发展越来越好。 

快到告别的时候，李屺阳邀请习仲勋 

为学校题词。1998年3月15日，习仲勋 

为学校题写了 “发扬艾黎艰苦奋斗精 

神”的条幅寄到甘肃，表达了对学校浓 

浓的深情和关爱。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在北 

京逝世。噩耗传来，培黎学校师生万分 

悲痛。广大师生一致表示，要化悲痛为 

力量，学习继承优 良作风，把学校建设 

得更加美好。 

近年来，山丹培黎学校在各级党 

被捕变节，致使包括北平在内的河北省 

委所属的许多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此 

时，潘文郁正在河北省委负责地下联络 

工作。7月21 El，他奉命到北平西交民 

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头，因不知地 

下机构已经被廖化平出卖而落入国民 

党北平特务机关之手。 

初到北平就落入敌手，让潘文郁感 

到十分意外。然而更让他感到意外的 

是，出卖党组织、投靠了军统的廖化平， 

居然不知廉耻地亲自审讯他。潘文郁来 

自上海的党中央，又颇具知名度，所以 

廖化平很清楚他的身份。这样一来，潘 

文郁想隐瞒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已经 

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审讯室里，潘文郁 

坦然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潘文郁的被捕，引起了一个人的 

注意，这个人就是“黎天才”。黎天才原 

名李渤海，曾是共产党人。1927年 10 

月，他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任上，被张 

作霖的奉系军阀逮捕 。被捕后的酷刑 

令他吓破了胆，不久黎天才就叛变投 

敌，并更名改姓担任了国民党北平市 

公安局政训部秘书和北平宪兵司令陈 

兴亚的秘书长。虽然叛变了中共。但黎 

天才没有迫害原来的同志，而是尽量 

做对中共有利的事。他久慕“大秘书” 

潘文郁的大名。于是就利用职权保释 

了潘文郁。在黎天才的劝说和特务的 

威逼下，潘文郁填写了自首书，然后登 

政组织和国内外友好团体、社会各界 

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全校师生艰苦奋 

斗，开拓进取，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 

绩。2003年12月。学校通过“省部级重 

点中专”评估验收。2007年1月，又被教 

育部认定为 “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 

校”。 

习仲勋对山丹培黎学校的深情， 

已成为山丹人民和培黎学校奋勇前进 

的精神动力，将鼓舞培黎学校师生，为 

再创辉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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