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文化2021年8月9日 星期一

07悦生活
责任编辑/闫晓智/美术编辑/姜涛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震撼胶东半岛乃至全
国抗日战场的“天福山起
义”，发生于1937年12月
24日，至今，这段光辉历史
依然震撼人心。令人痛惜
的是，当年发动这场起义
的胶东特委领导人，大都
相继离开了我们，健在到
21世纪，并享受到改革开
放伟大成果的只有两人，
其中一位叫柳运光。2016
年2月9日，柳运光与世长
辞，彼时年近百岁。

笔者有幸在柳运光健
在期间多次采访过他及其
后人，聆听他的亲身经历
和他对这次起义的深邃见
解，让我如同亲历起义现
场，认识了天福山起义的
重大意义，更加仰慕这位
饱经沧桑的革命老前辈近
一个世纪的光辉历程。

初出茅庐即经革命洗礼

柳运光，出生于1918年5月，栖霞臧家
庄镇东寨村人，自幼聪慧笃学。1931年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
东北三省被占领，中华民族濒临沦亡的境
地，全国有志青年千方百计地寻找救国之
路。正当青春年少的柳运光义愤填膺，怀着
一颗读书救国的心，于1933年考取了山东
省立烟台第八中学（后更名山东省立烟台中
学）。同时考取的还有吕志恒（吕其恩）、吕
其惠、陈汝翼，他们是东北三省沦陷后流亡
到烟台的有志青年，在东北时，他们就进行
过抗日救亡活动，到烟台八中后，他们继续
在学生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不但团结了一
批进步学生，还团结了一些进步教师，后来
吕志恒成为胶东特委副书记，是发动天福山
起义的主要成员之一。柳运光在吕志恒和
进步教师的影响下，读进步书籍，参加进步
文学社团，利用进步媒体宣传抗日救国的革
命思想。1934年夏，在学生军训期间，柳运
光加入了地下共青团，坚定了革命思想，有
了明确的奋斗目标。

1935年春，烟台各中学举行春游——
赏梨花活动，真光女中16岁的徐明娥等女
生被特务警察孔繁树盯上，欲行不轨，徐明
娥大声呼救，被孔繁树开枪打死。孔繁树是
国民党烟台特区专员兼公安局长张奎文的
小舅子，他仗势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早已臭
名昭著，杀人后又倚仗后台逃之夭夭，立即
激起全市学生的极大愤慨。各校进步学生
组织互相串联，决定掀起一个大规模的斗争
浪潮，揭露国民党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人民
的滔天罪行。为了有力开展斗争，全市学生
组织成立了“烟台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联合
会的组织下，举行了追悼大会、游行示威，要
求逮捕杀人凶手，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
件。学生的革命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和声援，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孔繁树不得
不低头认罪，抚恤受害者。在这次反国民党
警察当局的学生运动中，芝罘中学的李丙
令，烟台八中的吕志恒、柳运光等都是发动
组织的主要成员。虽然斗争取得胜利，但国
民党当局在暗地里对带头的学生还是采取
了迫害、报复的恶劣手段，吕志恒、柳运光等
7名学生被开除。李丙令面临毕业，被勒令
不准颁发毕业证。

反动势力对正义行为的镇压，使柳运光
等人更坚定了革命的立场和决心，分头到各
地寻找党的组织和革命出路。吕志恒、柳运
光先去了北平。这期间，他们通过各种渠
道，读了不少革命“禁书”，如马列著作《帝国
主义论》《政治经济学教程》《资本论》译本一
卷一分册等。国立图书馆是他们经常读书
的场所，苏区的情况大多从《大公报》等媒体

“剿共”消息里了解。1935年12月，吕志恒
留在北平，与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同志取得联
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声势浩大的

“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一消息传来，大大鼓
舞了烟台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不久，吕志
恒受北方局的派遣，回烟台发展“民先”队
伍，重建党的组织。正在青岛寻找党组织

的柳运光闻讯赶回来，于1936年6月加
入党组织。当年8
月，吕志恒、李丙
令、柳运光等为首
组成党的烟台临时
工委，不久与胶东
特委合并，由理琪
任胶东特委书记，
吕志恒任副书记，
从此烟台的“民先”
组织和学生运动，
就在胶东特委的领
导下进行。柳运
光奉命到掖县（今
莱州市）、邹平等
地做恢复、发展党
组织工作。期间，
国民党军阀疯狂地

杀害共产党人，胶东特委遭
到敌人的破坏，理琪在烟台被捕，关

进济南监狱，党的活动处于艰难之中。1937
年春，胶东特委奉命迁驻威海。时任胶东特
委委员的柳运光接受特委的分配，到昆嵛山
一带联系“一一·四”暴动失散的同志，酝酿
重新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

发动天福山起义时风华正茂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胶东特委响应北
方局“共产党员脱下长衫，拿起枪杆，站在
抗日前线”的号召，积极筹划武装起义活
动。风华正茂的胶东籍共产党员，从不同方
向纷纷汇集胶东，发动抗战。是年八九月，
在北京上大学的林一山，受北方局委派回胶
东家乡投入抗日斗争，10月，石匠玉、宋澄等
从狱中出来，也回到胶东。同月，柳运光、于
烺按照胶东特委指示，先后到牟平、文登等
地与国民党地方政府搞统战工作，在政治上
取得主动。与此同时，李耀文、曹漫之等同
志也在荣成与国民党军政部门开展联合抗
日工作，此时胶东抗日之火，大有“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之势。是年冬，吕志恒、柳运光、
张修己、林一山、张修竹、宋澄、王台、于得水
等在文登县沟于家村集会，协商发动武装起
义事宜，正巧理琪被山东省委从监狱里营救
出来，重返胶东，由他领导了这次起义。

起义是在总结了1935年“一一·四”暴
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
为主力（于得水率领的上次暴动保留下的几
十人的队伍）、以天福山为起点、号召全胶东
的一场大起义，从12月15日理琪带着省委
的指示来，到12月24日发动起义，前后只有
9天的时间。时间紧，使命重。起义前夕，胶
东特委召开了紧急而周密的全委会议，研究
确定了起义的最佳时间、标语口号、旗帜式
样、给养供应等，并分头去准备。时间确定
在年底，是为了乘敌人不备，打他个措手不
及。

12月24日凌晨，理琪、吕志恒、林一山、
宋澄、张修己等特委成员陆续登上天福山，
他们聚集在玉皇庙里的煤油灯下，一面筹划
起义的具体行动，一面等待后续队伍上山。
天傍亮时，于得水、柳运光等带领着生龙活
虎般的红军游击队伍，匆匆赶上山来，接着
又有两支队伍和其他参加起义的同志们相
继上山，整个队伍也就80多人。当一轮红
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起义仪式在雄壮的国际
歌声中开始。首先由理琪代表特委讲话，他
分析了抗日斗争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指出
这次起义的宗旨及发动全胶东抗战的伟大
意义，接着由分工做统战工作的柳运光讲
话，他说：“我们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武
装起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只要抗
日，我们都欢迎，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共
同抗日……”最后理琪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
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一面绣着银色大
字的鲜红旗帜高高竖起。在响彻云霄的口号
声中，特委决定，参加起义的全体人员，编为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于得
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后来成立了山东
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政委员会，理琪任
主席，吕志恒任副主席，林一山任政治部主
任，柳运光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成立三军
司令部，理琪任司令员，林一山任政治部主
任，柳运光任副主任兼统战部长。

天福山起义，并不是指在哪一天具体攻
打某个地方，总的概念是，当时胶东特委领
导下的分布在几个县里的党组织都起来抗
日，接受特委指挥的抗日，都应该列到天福
山起义之内。天福山起义不只是举行一个
仪式、拉起一支队伍、发起一个号令、举起一
支火把、竖起一面旗帜而已，其实质是涵盖
全胶东的起义。在天福山上宣誓后，除张修
己、张修竹留守沟于家作联络工作外，理琪、
吕志恒、林一山、柳运光等主要领导人分头
到各地，继续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以党
领导的公开名义展开武装活动，主要任务就
是8个字——扩人、扩枪、扩大宣传。

天福山起义，在全国也是最早的抗日武
装行动。在天福山起义的影响下，胶东各地
从1938年1月开始，相继有威海、荣成起义，
起义队伍编入三军第八大队；黄县起义，成
立三军第三大队；莱阳成立三军第九大队；
即墨成立第七大队。2月13日，三军首战日

军占领下的牟平城，全歼伪商团
170余人。紧接着，三军司令部机关23

人在雷神庙与从烟台赶来的日军海军陆战
队展开了面对面的直接交锋，从上午10时
左右战至黄昏，在我统战对象张建勋率部增
援配合下顺利突围。此役，三军部队共毙伤
日军50余人，毁汽车数辆，打响了胶东抗日
第一枪。但是，令人痛惜的是，胶东特委书
记、三军司令员理琪及特务队队长杜梓林同
志壮烈牺牲。

雷神庙战斗打出了三军的威名，人们以
沉痛的心情安葬了理琪等烈士的遗体后，经
过短期整训，继续西进，奔赴抗日前沿战线，
与兄弟部队汇合，一起开创了蓬莱、黄县（今
龙口市）、掖县抗日根据地，同时建立了由共
产党领导的县区抗日民主政权，从而使天福
山起义的火把燃遍全胶东。三军队伍每到
一村，男女老幼奔走相告、送饭送水，青年人
则争相报名参军，队伍迅速扩大。

出席中共七大，走上革命新征程

作为政治部副主任兼统战部长的柳运
光，负责烟台、福山、栖霞、蓬莱、黄县地下党
起义的串联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和改
编倾向抗日的国民党部队。1938年9月18
日，三军奉命在掖县沙河镇改编为八路军山
东纵队第五支队，正式加入八路军战斗序
列。同期，柳运光成功收编了栖霞
县辛诚一、刘万岭的武装队伍，编
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25旅，
并担任政委。此后，柳运光继续在
蓬、黄、掖三县参加抗日民主政权
的建设工作，期间受命向山东分局
汇报工作。汇报的重点是抗日游
击战争、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建设
根据地问题。1939年10月，胶东
区党委召开全区党代表大会，选举
柳运光、高锦纯、于眉、张修竹为
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同年冬，山
东省七大代表团到中央北方局、八
路军总部，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及
中央文件，参加山西反磨擦斗争。
百团大战后，进晋察冀地区学习“模范根据地”
各项政策，重点是减租减息运动。1940年秋
到延安，代表团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安排学
习。皖南事变后，毛主席作了题为《改造我们
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中央党校改组，七大
代表组成党校一部。柳运光在一部学习期间，
参加了整风运动的全过程，先后被抽调做秘
书科长、组织教育科副科长等工作。

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共七大一
直延期到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
安杨家岭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
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
员。柳运光等胶东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
大会使柳运光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在
革命的道路上有了更远大的目标。

七大闭幕后，柳运光奉命进敌占区北平
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很快迎来了抗日战争
的胜利。日寇投降后，他奉命急返胶东根据
地，按中央的指示，于1945年8月末，与邹大
鹏、吕志恒等组成解放东北先遣队，渡海登
上辽宁半岛，一路所向披靡，解放了庄河、岫
岩县，迅速建立起后续部队登陆地带。10
月，柳运光调任东北局政治秘书。12月，调
任大连市委副书记兼大连工会副主席。当
时参加抗日的苏联军队驻扎旅顺、大连，柳
运光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市委的布局，与
苏联军队驻旅顺、大连地区的民政司令部
合作。柳运光在大连工作三年，做了好多
扩大党的影响、发挥工会作用及共产主义
宣传舆论（如编辑《斗争》刊物等）方面的工
作，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1949年 1
月，柳运光奉中央组织部调令，到西柏坡向
中央报告大连市委工作，并听取七届二中
全会决议的传达。北平解放后，随中组部
再进北平。同年5月，中组部分配他回山
东，参加解放接管青岛市的行动，任军管会
委员，负责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大企业。青
岛市委成立后，柳运光任工业部部长，工作
如日中天，蒸蒸日上。

建国后沐风浴雨几十年

谈起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经历，柳运光如
数家珍：1952年调山东分局任工业部副部
长；1953年11月调第一机械部船舶局任副
局长，全局在‘一五’（1953—1957）期间完
成了苏联转让制造潜艇、护航、快艇、猎潜的

任务；反“右派”斗争后的
1958年2月，被国务院派到东北工

学院任副院长，在学院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
为委员，被组织任命为书记；在辽宁省党代
会上当选为委员。工作期间，柳运光贯彻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
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倡导毛
泽东思想正确学风，提倡“教学相长”，试行
创造课。1963 年，他代理学院正院长职
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柳运光进入中央党
校学习，开始走向全新的生活。当时，中央
提供了三所高校供他选择：湖南大学、黑龙
江大学和成都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学院（现
北京科技大学）也曾多次请他去主持工作。
优厚的待遇加上便利的条件，并没有打动柳
运光的心，最终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成都地
质学院——组织上最需要的地方，担任了学
院党委书记。

改革开放之初，学校局面仍然比较混
乱，教学质量比较低、专业设置不完善、设备
设施落后以及资源利用率低等一系列问题
都亟待解决。1980年，62岁的柳运光带着

“开拓新局面”的使命走马上任，他不辱使
命，到校仅3年便凝聚了全校师生的心，使
学校面貌焕然一新。1983年，65岁的柳运
光按照惯例和身体条件，完全可以再工作10
年甚至15年，可他却主动选择离休，目的是
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干部离休制。“自己的身
体虽然没有问题，但是也不能干一辈子啊，
如果再干下去的话，年轻人就得不到锻炼
喽！”柳运光如是说。虽然从岗位走了下来，
但是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学校的发展。

2005年，成都地质学院50年校庆期间，
88岁高龄的柳运光专程从大连回到校园。
很多老师仅凭一张20多年前的照片，一眼
就认出他是当年的柳书记。

生命不息，发挥余热不止

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65岁离开工作
岗位，柳运光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党的事
业，始终如一地坚持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学习。柳运光说，1936年加入党组织
后，他立即读了北方局办的党的地下刊物
《火线》，看到刘少奇化名胡服写的文章及其
他共产党人写的文章，深受教育。1938年
读了毛主席写的《反对自由主义》后，他就热
衷于马列主义及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以至养
成一生的习惯。

柳运光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从上
个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他发现物质条件改善
以后，一些负面影响随之而来，比如某些基
层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减退，个别党员沾染了
多吃多占等不良习气。中共十八大召开前
夕，柳运光在给党中央并全体党员的信中写
道：“1937年毛主席写的《反对自由主义》，
在74年后（2011年）的今天，再读《反对自由
主义》，文中所批评的党内错误思想、行为表
现，依然比比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意
识到这些负面东西，如得不到及时的遏制，
势必影响到党的未来和强国大业，因此从上
世纪80年代起，他就不停地给党中央写信，
提了不少建议。柳运光的儿子柳岸说：“父
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要求更加严格，不许我
们下海做买卖，所以我们兄弟姊妹始终没有
一个经商的。他要求我们牢记党的优良传
统，永远做艰苦朴素的人。”

2007年12月28日纪念天福山起义70
周年时，柳运光应邀携子柳岸重返天福山起
义旧址，向革命的后来人讲述当年这里发生
的惊天动地的故事，让青年人把革命的旗帜
永远高举下去。

直到向百岁迈进的高龄，柳运光依然以
饱满的精神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
三代人的采访，积极为各级党和政府部门建
言献策。他告诉我们，不要忘记历史，要把
党的光荣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就是天
福山起义的伟大意义所在吧。

□ 张荣起

柳运光

从天福山起义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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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运光与张修己之子。

柳运光与儿子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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