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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红

至死不渝的革命先驱杨殷

为宋教仁报仇，
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1892年8月12日，杨殷出生于广东省香山

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户华侨家庭，与中国

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同村。他从

少年时代起就对孙中山先生十分崇敬。1911年
黄花岗之役后不久，他加入同盟会，先后在广

州、香港、澳门等地参加同盟会南方支部的工

作，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多方奔走。孙中山

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

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制，但辛

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杨殷目睹

了袁世凯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压迫的丑恶

行径，心痛欲碎，决心投入反袁斗争。

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召开后，袁

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宋教

仁，这更加令杨殷感到为之气愤。当得知袁世

凯的心腹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曾参与指使

暴徒杀害宋教仁，少年时学过少林拳术的杨殷

便决定行刺郑汝成，替宋教仁报仇，为民除害。

1914年的一天，在革命党同志的安排下，

他获悉郑汝成外出的消息，便携带炸弹扮作路

人在路边等待。当郑汝成招摇过市的经过时，

杨殷从怀中掏出炸弹掷向郑汝成，将其炸伤落

马。杨殷趁着混乱进入附近的一间理发店，若

无其事地让理发师替他剪头发，巧妙机智地避

过了军警的搜捕和追查。尽管郑汝成并未被炸

死，但是杨殷的行动给袁世凯在上海的爪牙以

沉重打击，替革命党人出了一口气，受到大家

的高度称赞。郑汝成最终没能逃脱革命党人的

制裁，1915年11月在外白渡桥附近被杨殷的革

命同志击毙。

1917年9月，他担任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

导语：在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杨殷当选中央委员。为加强党的军事工作，中共六大决

定恢复中共中央军事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由杨殷担任部长。1929年，因叛

徒白鑫的出卖，我党第一任军事部部长杨殷与彭湃等人一同被捕，不久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杨

殷时年37岁。随后，红军建立了彭杨军政学校，以烈士的革命精神培养党和红军的干部；中央苏

区设了杨殷县，以志对烈士的纪念。本文将为我们讲述一位曾经的孙中山侍从是如何转变为著名

的工人运动领袖，又是如何成长为我党早期军事工作的重要领导者的。

杨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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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军政府卫队副官兼大元帅府参军处参

谋，追随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

1919年初，杨殷在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任

师爷。其间，杨殷十分同情贫苦大众，经常来

到码头了解工人的困苦境遇，这使得他的思想

感情逐渐发生变化。护法运动失败后，杨殷去

码头送别孙中山夫妇，自己则留在广州坚持革

命活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华南广泛

传播开来。杨殷在街头买到了《共产主义ABC》

《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这些书让他大开眼界。

他被共产主义吸引住了，又跑到书店买了《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开始认真研

究起马克思主义。经历过一系列斗争实践锻炼

的杨殷，得到了极大的启示，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决心走新的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杨殷设法

通过亲戚与广东中共党组织联系，表达了自己

的愿望。党组织对杨殷的历史和特殊身份经过

了解和研究，决定派人联系，对他进行考察。

1922年的一天，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的早

期成员杨章甫和梁复然走进广州西关盐务稽查

处，他们是党组织派来执行考察任务的。当他

俩走进稽查处高级

职员办公室时，眼

见一位约莫30来岁

的师爷，圆脸上留

着两撇大胡子，身

着长袍，胸前垂着

一根金表链，双眼

微闭，脚边跌落着

一 本 没 有 看 完 的

书。其中一个年轻

人出于好奇，想知

道这位师爷在看什

么书，俯身拾起来，

原来是中译本《共

产党宣言》。当时，

《共产党宣言》传到

中国还不久，由于

印刷出版及发行范

围的局限，市面上

的中译本流通数量

很少，一般市民是不容易读到的。这位师爷怎

么会得到这本书的呢？正疑惑着，师爷醒了，

见来客人，忙招呼寒暄。原来这位师爷正是杨、

梁二人前来联系的对象杨殷。

素来仗义好客的杨殷，并不知道眼前这两

位年轻人就是自己盼望已久的共产党组织的成

员，只是照例热情接待。见他们对那本书感兴

趣，杨殷便指着书，热心介绍宣传起《共产党

宣言》来。他说：“这本书写得挺好，写书的人，

一个姓马，一个姓恩，他们在书中说将来的社

会，不能有压迫、剥削。我劝你们两位年轻人

也好好读一读，真是开卷有益。要救中国，非

此不可。”第二天，杨殷把书送给杨章甫和梁

复然，谈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认为在共

产党领导下，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的

出路。

1922年秋，杨殷通过了党组织的考验，如

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辞去了待遇优厚的

盐务稽查处师爷的职务。他把家里的几幢楼房

和故乡的田产都变卖了，帮助党解决活动经费

的困难，还把已故妻子留给他的纪念品及珠宝

首饰都一齐捐给了党组织，作为革命经费。因

1923年杨殷在粤汉铁路开展工人运动时与同乡杨标（左）、陆晋桓（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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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统一的整体。

1924年9月，由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南洋

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中共两广区委

派杨殷立即在广州、香港成立“罢工后援会”，

并作为“罢工后援会”的赴沪代表，由广东到上

海慰问罢工工人。杨殷到上海后，南洋兄弟烟

草公司的老板妄图用金钱和礼物贿赂、收买他，

未能得逞，又收买亡命之徒妄图谋害他。幸亏

杨殷曾学过少林武术，把几个亡命之徒打得抱

头鼠窜。

1925年1月11日，杨殷出席党的四大，在

会上介绍了广东、香港等地工人运动以及国共

合作的经验和教训。同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

大罢工。

1925年春，杨殷到香港开展工人运动。他

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建立工会，吸收了一大批

积极分子加入党、团组织，壮大了革命队伍。5
月，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

卅惨案”。中共两广区委派邓中夏、杨殷等到香

港、广州租界沙面，发动工人罢工，以反抗帝

国主义的野蛮大屠杀。他便与苏兆征一起，组

成中国共产党香港党团，作为领导罢工的核心

力量。随后，又成立了罢工的领导机构“全港

工团联合会”。罢工前，杨殷还以同盟会老大

哥的身份深入到基层工会中开展工作，教育当

地的党团组织、工会、三合会等会社，要以民

族大义为重，消除帮派界限，团结一致，共同

对敌。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21日，沙

面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两股力量汇合后共有

25万人。杨殷作为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

者之一，积极为罢工献计献策，并亲自参与到

罢工中去，为罢工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斗争需要，杨殷同志没有担任省港大罢工

的公开领导职务，但他在这次罢工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受到组织肯定。党中央后来称他是“中

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广东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

1926年春，他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区

委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坚持原则，党性强，作

风好，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的尊重。北伐战争前，

党又派他到铁路部门去开展工人运动。为了组

织工人力量，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粤汉

铁路总工会，他担任工会的顾问，并亲自领导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广州越秀南路89号）

为他整天外出奔波，与家人总是聚少离多，便

把几个年幼的子女分别托给亲戚朋友抚养。

省港大罢工的著名领袖

1923年夏，杨殷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按

照党的安排，在铁路系统推广组织“十人团”，

为团结工人、组织工会、开展工运打下基础。

1924年春，广三、广九、粤汉几条铁路先后建

立了党领导下的工会，并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杨殷在铁路工人中有威望、有影响，工人们都

亲切地称他为“殷哥”“殷叔”。

“二七”惨案后，铁路工人运动处于低潮。

为了发动工人，他深入到粤汉、广九、广三这

三条铁路线的工人中去，帮助工人提高觉悟和

重树信心。在他的努力工作下，三条铁路线的

车务工会被争取了过来，并成为我党领导下的

一支坚强的革命力量。在广州期间，杨殷还同

刘尔崧等人一道，把当时广州城内互相对立、

矛盾重重的所有工会都组织了起来，变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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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铁路工会的斗争。为了防止敌对分子的破坏，

他还在工会内部建立了纠察队，坚决同消灭工

会的土匪武装等进行斗争，既维护了工会和铁

路的安全，又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广州起义的有力指导者

八七会议之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在

广东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但当时南方局多数

成员正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难以开展工

作，所以中央指示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成

临时南方局，负责广东、广西、闽南等省区的

工作。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失利后，于1927年
10月1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召开了

联席会议，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将全

省的工农武装改称“工农革命军”，明确提出

“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改组了中共广东省委，

由张太雷任书记，杨殷任工人运动委员会书

记。杨殷在这次会议还被推选为由6人组成的

中央南方局委员，并担任南方局下设的军事委

员会委员。

1927年11月下旬，广东省委由香港迁回广

州，筹划广州起义。杨殷参加了领导广州起义

的工作。在叶挺同志到来之前，他协助进行军

事技术的指导和制定起义的行动计划。起义发

动前，他曾赴琼崖地区宣传鼓动群众，联络组

织革命力量。他与周

文雍等同志把广州分

散的铁路等行业的秘

密工人武装统一组编

为工人赤卫队，并负

责指挥西路起义军的

行 动。12月11日， 广

州起义爆发，杨殷率

领敢死队员数十人配

合教导团一个营冲向

沙河敌炮兵团驻地。

他作战勇敢，指挥灵

活，敌人很快就投降

了。与此同时，其他

起义武装也歼灭了敌

人步兵团、保安队等

反动武装，占领了广州市公安局，并在那里宣

布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杨殷被任命为人民

肃反委员。他除了协助张太雷部署指挥战斗外，

还兼任西路军作战指挥，同时肩负着肃清反革

命的重任。起义第二天，张太雷同志不幸牺牲。

杨殷临危受命，继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

继续领导起义部队进行战斗。为掩护主力撤退，

杨殷率领部分武装同敌人展开流血搏斗，逐街

争夺。当敌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市内时，他和几

十个人被包围在革命政府内，他指挥武装在楼

顶、门角、大门口，坚持奋战，阻击敌人。考

虑到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已经完成时，他才和

剩余的同志们一起冲破敌人重重包围。

广州起义失败后，杨殷等广州起义的领

导人均受到处分，虽然不同意这一处分，但

他不为个人申辩，仍像过去一样积极为党工

作。他曾对自己的亲人说：“由于广州起义没

有获得胜利，广州苏维埃政府被敌人破坏了。

我受到撤职处分，但是，我对革命事业还是

忠心耿耿的，今后仍像过去那样积极工作，

绝不垂头丧气。”他鼓励同志们要“更努力为

准备我们的力量，为死难的工友、农友、士兵

报仇，为先烈遗留给我们的苏维埃而奋斗！”

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广州起义后，

杨殷率领少数同志转移到农村。后来又到海

陆丰，同彭湃等人一起巩固和发展海陆丰革

杨殷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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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根据地，开展东江各县的游击战争和土地

革命运动。海陆丰革命政权失败后，他又按

照党组织的安排，先后到香港、山东、安徽、

上海等地工作。

重视运用情报工作配合革命斗争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

不幸遭歹徒行刺身亡。面对敌人的疯狂反革命

活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嘱杨殷要加强

情报工作。杨殷利用任广州市公安局顾问之便，

从海员中挑选一批中共党员，安插到市公安局

和国民党政府机关，做搜集情报和保护左派人

士工作。从省港罢工工人中挑选了一批精干的

工人，在省港澳各地建立了情报站，并派人打

入广州卫戍司令部谍报科，为党收集情报。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会

议期间，国民党右派策划暗杀中国共产党人和

国民党左派人士，破坏国共合作。中共广东区

委派杨殷同志负责大会保卫工作。他选调政治

可靠、受过军事和武术训练的工农骨干组成特

别保卫大队，并亲自担任大队长，不分昼夜加

强安全保卫，保证了大会的顺利举行。在省港

大罢工中，一批流氓打手受国民党右派指使，

制造事端，嫁祸于罢工工人。杨殷同志迅速派

人调查了解事情真相，带领工人武装纠察队准

确有力地打击了这一破坏行径，为省港大罢工

坚持16个月之久的斗争提供了安全保障。

1927年5月，杨殷兼任中共广东省委肃清

反革命委员会主席，会址设在澳门。他不顾个

人安危，常常化装秘密来往于广州、香港、澳

门、粤东等地，指导军事斗争和肃清反革命分

子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愈加严重，

革命活动也愈加困难，杨殷便想到了让不容易

引起敌人注意的年仅12岁的女儿杨爱兰来传递

情报。那时，一到周末，小爱兰就手提藤笈往

返于粤港澳之间。杨殷叮嘱她，就跟着前面的

叔叔，但不要跟太紧，机敏的小爱兰就不远不

近地跟着前面的“叔叔”，左转右拐，乘船、坐

车，每次都圆满完成任务，从未引起敌人的怀

疑。其实，为了不让小爱兰害怕，杨殷并没有

跟她讲明原委，但小爱兰隐约觉得不是简单地

串门。因为每次到了工作站，就会有叔叔拿过

她的书包说：“阿兰看看你的成绩怎么样？”而

回到广州，又有叔叔翻看她的作业本，爱兰无

意中看到过叔叔把作业本拿到火上烤。其实作

业本中有用米汤写的情报，拿在火上一烤，字

就显现出来。杨殷也常常亲自携带情报、秘密

文件、手枪的夹层箱来往于澳门、香港等地。

他预先安排在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工作的黎胜

等共产党员，于起义前配合营救起义领导人之

一的周文雍同志出狱的行动。起义开始后他们

又智取岗哨、开监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在关

键时刻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发展
做了大量工作

1928年夏，杨殷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

杨殷、彭湃牺牲前写给党中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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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六大”。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他

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国革命政权问题，必定

要看重军事势力”，政权问题的解决，“军事

成分占90 %。而解决土地问题，又要求政权问

题的解决”。这些思想，深刻揭示了军事工作

对政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党的六届一中全

会上，杨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

常委委员，并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参与负责党

的军事工作。杨殷此时已经进入了中央领导集

体，肩负起了领导艰巨的全国革命武装斗争的

历史重任。

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他与周恩来等同志

一起，研究策划部署各地的武装斗争和红军的

各项工作，参与组织派遣干部到各地开展武装

斗争，先后向张云逸、徐向前等同志面授中央

关于开展兵运、创建根据地工作的决定。他亲

自到山东、安徽、江苏等地，指导农村游击战

争和城镇武装斗争。1929年6月，中共中央军

事部、中共中央组织部派邓小平、张云逸、徐

向前等同志分别到广西和鄂东北地区，加强红

军领导和进行根据地创建工作。党的六大以后，

农村根据地加快创建，武装斗争卓有成效，杨

殷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间，杨殷对毛泽东、

朱德同志领导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和创建根

  1929年10月12日《红旗》第48期发表有关彭杨颜邢四
烈士纪念文章

据地的斗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支持。他多

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有关红四军问题时

发表意见，并协助周恩来同志把红四军开展游

击战争的经验向其他根据地推广，为中国工农

红军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1929年初，杨殷同志参与领导中央军事部

起草关于党员军事化的通告，经周恩来同志修

改后下发。这个通告强调军事工作对整个革命

斗争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地党组织开始实行有

系统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同年

夏，为了加强对军事技术工作的指导，党中央

成立了由杨殷、周恩来及军事技术人员组成的

特别委员会，杨殷任书记。在上海召开的中共

中央军事会议上，他与各地红军负责干部讨论

研究红军的性质、发展方向、游击策略和组织

机构等问题，并向中央政治局报告会议的情况。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杨殷和周恩来等人还

在上海主持举办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培训红

军急需的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并建立了党中

央同各省和各根据地的交通联络网。

1929年8月24日，杨殷与彭湃等四位革命

者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杨殷等知道敌人不

会放过他们，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已共

同决定临死时的宣说词了。我们未死的那一秒

以前，我们努力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

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信中无处不在表

现共产党员至死不渝的理想信念。30日，杨殷

等人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

令部刑场。就义前，年仅37岁的他大义凛然地

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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