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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考验  
 

朱旦华口述、马社香整理1 

 

毛泽民与方志纯临别深谈2 

 

笔者：宋美龄来迪是盛世才卖身投靠的最后画押。可以这样认识

吗？ 
 

朱旦华：本质就是这样。 

宋美龄走后大约两三天，盛世才派人对新疆同志分别打招呼。要将

中共全体在新人员，包括陈潭秋等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十几个人、毛泽

民等在新疆政府工作的五六十人、西路军新兵营和延安派来学习航空技

                                                        
1 朱旦华口述、马社香整理：《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第七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85~99 页。 
2 2000 年 7 月 22 日下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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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几十人、八路军在新疆养病的伤病员、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人员及

其家属小孩，共一百几十人，分两处“保护”。航空队的 30 多个同志集

中在小河沿一个旧兵营里，其他人全部集中在八户梁大院临时“招待所”。 

我们一家当时被“软禁”在八户梁大院。 

记得 1942 年 8 月底 9 月初的一天，3 刚吃过晚饭，天就黑了。方

志纯邀请毛泽民出外走一走。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堂弟，1925 年参加革

命，跟着方志敏创办了赣东北根据地，他和毛泽民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

认识，1933 年，同在闽赣根据地工作，1940 年毛泽民到苏联治病，在

莫斯科和方志纯同睡一间房间，两人友情非同一般。在方志纯的记忆中，

毛泽民原来性格活泼，到新疆后年纪大了几岁，变得寡言了，问他是怎

么回事？ 

毛泽民沉默良久，难过地对方志纯说：“我说什么呢？刚到新疆时，

我觉得这样搞可能有问题，林基路同志也提出过，说我们这样给盛世才

抬轿子、吹喇叭行不行？可是，人家说我们是‘左倾’，破坏统一战线。

后来形势严重，我提出，为保存有生力量对付盛世才的阴谋，是不是可

以先撤退一部分领导和干部，人家又说我怕死，是右倾。我还怎么说话

呢？在学委会内部……”毛泽民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毛泽民历来是组织

纪律性很强的人，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流露过新疆上层领导间的不同意

见，即使是最后机会吐露心曲，他也不愿意深论党内领导间的意见分歧。 

毛泽民回来后，只对我说，他和方志纯怀着对新疆局势深深的担忧，

静静地望着星空。突然远处天际，一颗流星飞过，在夜空中划出了一道

耀眼的光芒。方志纯开玩笑地对毛泽民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

又一个人走了。” 

                                                        
3 方志纯曾写过此事的回忆录。参见《回首当年 — 方志纯同志革命回忆录》，江西人

民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374~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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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嘿嘿地笑了起来，厚嘴唇张得大大的“星星陨落，是自然现

象。你这个共产党员还讲迷信呢！”接着若有所思地对方志纯说，“如

果一颗星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话，我倒真愿意是这个黑暗社会里的一颗

星，虽很快陨落，可总为党为人民群众贡献一点光亮。” 

在那个不寻常的夜晚，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可以是生死哲理的探究。 

方志纯移开话题，说起毛泽民早年在中央苏区的事，那时候根据地

干部经常开会到深夜。邵式平总是开玩笑地说：“泽民同志，开开恩，

搞点东西吃吧！”毛泽民总是笑着给他一个软钉子：“不行啊，邵大哥。

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唱空城计吧！”1934 年 7、8 月间，

毛泽民奉命调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离开闽赣省委前，闽赣几个领导同

志想请他吃顿便饭，以示饯行。毛泽民知道后，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

行，不能搞！”好在大家对毛泽民都比较了解，要不然，还以为他不近

人情，搞得人家下不了台呢！ 

过去的回忆是那样甜蜜，现实的形势是那样紧迫。那个晚上毛泽民

和方志纯谈了很久，最后毛泽民握着方志纯的手说，“为革命，你家牺

牲了志敏、兄弟好几个。我家牺牲了泽覃、嫂嫂和妹妹。我们一定要记

住这深仇大恨，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停了一下，毛泽民含着泪

水郑重地对方志纯说了他最后的嘱托：“盛世才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

你今后有机会回延安，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要无愧为一个中国

共产党党员、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的哥哥……” 

夜沉沉，心沉沉。 

星闪闪，言灿灿。 

方志纯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毛泽民 —  毛泽东的胞弟在临赴地狱之

前，他最记挂的不是才满周岁唯一的儿子，不是他结婚不过两载的妻

子，毛泽民最后记挂的是前仆后继的革命大业，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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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节操！ 

 

盛世才的公开“变脸”4 

 

笔者：毛泽民当时是对党代表陈潭秋有意见吗？ 
 

朱旦华：不是。陈潭秋有点优柔寡断。但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党的

一大代表。毛泽民当时主要对新疆学委会5 另两个成员徐梦秋、潘同有

意见，他们两人后来都叛变了（沉默良久）。 

毛泽民的判断不幸而言中了！9 月 16 日，蒋介石对盛世才新疆省

政府主席的委任状颁发，9 月 17 日一场旷世冤狱就在新疆发生了！那

天下午，盛世才派人来“请”陈潭秋（化名徐杰）、毛泽民（化名周彬）、

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潘同（化名潘柏南）、刘希平（化名刘西屏）

谈话，务必光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盛督办请谈话”，这是新疆

各阶层人士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请谈话”是盛世才逮捕人的惯用手

法，很多人被“请”去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人被“请”走后，软禁在满城邱公馆。 

第二天上午，这五人的眷属一起抓进邱公馆一个小院，与外面断绝

了一切联系。 

1943 年 1 月 9 日，国民党第一批工作人员抵达迪化。l 月 16 日，

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宣布正式成立，盛世才就任主任委员。 

1943 年 2 月 7 日，盛世才将软禁在邱公馆的陈潭秋、毛泽民、徐

                                                        
4 2000 年 7 月 22 日下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 
5 当时新疆学委会，相当于“中共新疆省委”，其五个成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

路、徐梦秋、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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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秋、潘柏南、刘希平投入第二监狱，次日派军警将这五人的妻子6 及

孩子押至三角地，和林基路等人的妻子关在了一起。后来又一起押至西

河坝软禁。 

3 月 11 日，盛世才派军警将八户梁的马明方、方志纯、刘护平、

吉合、张东月等 35 个男同志抓进了新疆第一监狱。分别关在十个号子

里，连放风都不让同一个时间。航空队 30 多人仍然关在小河沿；李宗

林、乔国桢等四五个重病号关在养病室，70 多个男同志关在新疆第四

监狱。至于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关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 

我在女牢写下《狱中四时歌》，以铭记对丈夫和战友的思念： 
 

（一） 

狱中无春天，不知春光好。 

和风送臭气，才知春已老。 

君不见呻吟暗室无处告， 

保重身体最紧要。 
 

（二） 

夏日如火烧，臭虫满墙跑。 

屋漏偏逢雨，泥水头上浇。 

君不见长日如年正好学， 

及时努力莫空抛。 
 

（三） 

秋风送凉意，告我青春逝。 

雌子已长成，提笔学写字。 
                                                        
6 陈潭秋、毛泽民、徐梦秋、潘柏南、刘希平的妻子依次为王韵雪、朱旦华、李玉南、

刘晓雯、杨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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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狱中岁月催人老， 

高歌一曲抒怀抱。 
 

（四） 

冬夜难成眠，布衾冷如铁。 

消息问上苍，明月照积雪。 

君不见一灯如豆忙为谁， 

愿共战士凯歌回。 

 

对毛泽民的狱中思念 

 

笔者：细细寻思，您和毛泽民的爱情几乎全部是思念。 
 

朱旦华：是。邓发“提亲”后，接着是毛泽民策划新币问世，一两

个月难见踪影；订婚后，毛泽民去苏联长达八个月的治病和学习；毛泽

民回疆后，又一直在盛世才特务监视之下工作，早出晚归，每天我都在

担心，每时我都在思念。昔日在思念中，每次都看见了毛泽民回归的身

影。这一次毛泽民被盛世才抓了去，多会儿才能回来？！ 

在深深的思念中，1943 年端午节到了，我按照监狱的惯例，将节

日的礼物 —  一双自己手做的布鞋，上面扶着远新的小手，写了三个字

“爸爸好”，还有几片请工友用衣服换来的炸馍片，包在一起，写上周

彬的姓名，交了上去。我抱着远新天天盼，毛泽民会收到这些东西吗？

好不容易一天监狱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周彬”的署名。我抱着孩

子把那张纸条看了一遍又一遍，那是毛泽民的笔迹。他，还活着，远新

的父亲还活着！眼泪哗啦啦地一泻而下，我痴痴地盯着看纸条，那上面

还有一行字“高靿皮鞋及捆肚子的绑带。”毛泽民现在怎么了？他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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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两样东西。知夫莫若妻，这两样东西都是毛泽民早已丢弃的东西啊！ 

—  那双超过脚踝的高筒皮鞋，因为卡脚，毛泽民一直不喜欢穿，

几乎遗忘。现在提出要这双鞋，肯定是被敌人的铁镣把脚踝磨坏了，血

水和绽开的皮肉粘结在生锈的铁镣上。穿高勒皮鞋可以护住烂了的皮

肉…… 

—  那个捆肚子的绑带，毛泽民腹部开刀后，留下一个很大的伤疤，

剧烈行动与变天的时候经常作痛。用绑带捆紧，可以防震动，也能止痛。

自苏联治病回来，这绑带很少用，不知什么时候丢掉了。现在，他一定

受了刑，刀口复发，才提出“捆肚子的绑带”…… 

我揩干眼泪，找出旧布开始做绑带，远新一听说给爸爸做东西，乖

乖地坐在身边，看着妈妈飞针走线，懂事地说着“爸爸，爸爸”。这苦

命的孩子。绑带一天就做好了，针脚做得很密，松紧带也缝得很牢。我

又找好了高筒皮鞋。还寻了一顶帽子，望着远新和他父亲一样的大眼睛，

我亲亲孩子的小脸蛋问“远新，妈妈给爸爸写句话，写什么？”远新，

多么懂事的孩子，眨动着大眼睛，说：“爸爸 —  好。”两岁的孩子对

父亲的思念也至骨髓。我扶住远新的小手，在纸条上写了“爸爸好”三

个字，夹在了帽子夹层中。 

高筒皮鞋、捆绑带和帽子请监狱转交了过去，可这一次再也没有回

条。我多次问狱方：“周彬在哪里？”无人应答。我抱着孩子心底高声

地呼唤，毛泽民，你在哪里？ 

 

动人心魄的《囚徒歌》7 

 

朱旦华：狱方没有任何回答。但同志们通过地下联络点，传来了一

                                                        
7 2000 年 7 月 24 日上午访谈（朱老停止打针，恢复上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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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歌，一首在新疆监狱里作词作曲的《囚徒歌》。那深沉、激昂的旋律，

表达了战友们对毛泽民等人的思念，倾诉着对中华民族无限真切无限深

沉的感情 — 

（朱旦华唱了起来，唱着唱着，眼泪流了下来。） 
 

我噙泪低吟民族的史册， 

一朝朝，一代代， 

但见忧国伤时之士， 

赍志含愤赴刑场！ 

血口獠牙的豺狼， 

总是跋扈嚣张。 
 

啊！民族苦难的亲娘！ 

为你五千年的高龄， 

已屈死了无数的英烈。 

为你亿万年的伟业， 

还要捐弃多少忠良！ 
 

铜墙，困死了报国的壮志， 

黑暗，吞噬着有为的躯体； 

镣链，锁折了自由的双翅。 

这森严的铁门， 

囚禁着多少国士！ 
 

豆萁相煎， 

便宜了民族仇敌。 

无穷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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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叫种恶果者自食！ 

难闻的血腥， 

用嗜血者的血去洗！ 
 

囚徒，新的囚徒， 

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 

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 

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 

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多么动人心魄的词句，每一个字都是痛苦咀嚼蹦出的心声。词作者

就是分配在新疆学院任教务长的林基路，时年仅仅 27 岁。 

《囚徒歌》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啊！没有纸，林基路利用

监狱发的“洗脑”书的空隙；没有笔，林基路利用监狱发的香头烧黑作

笔；没有桌子，林基路就伏在土炕上写。有时受刑回来，来不及擦干血

迹，想到一句便拿起香头记下来。就这样，林基路以坚强的毅力，在敌

人的皮鞭和咆哮声中，完成着这气壮山河的诗句。 

在林基路被敌人押走时，他将《囚徒歌》和《思夫曲》这两首歌的

歌词交给了原同一个号子的陈谷音。陈谷音双手颤颤地接住了这份用鲜

血和生命写就的歌词。陈谷音是四川人。年轻时曾从重庆到上海学音乐，

后来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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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明歌咏团”工作。陈谷音到延安学习后，被派到新疆工作，在新疆

师范学院当音乐教师。1943 年 2 月 6 日，他和林基路等人一道被捕入

狱，关在同一个号子里，他亲眼看见林基路在狱中怎样和敌人斗争，怎

样创作这悲壮的诗篇。《囚徒歌》气势磅礴、炽热深情的诗句，像一把

熊熊的火炬，点燃了他沸腾的热血。立刻，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了一组强

烈的音符。他把对烈士的怀念、斗争的决心、必胜的信念和炽热的感情

全部融化到悲壮的音符中。陈谷音利用敌人每天给男牢点一支香的断香

头，写下了《囚徒歌》的曲谱。 

歌曲谱成后，大家用香头，废牙粉盒的铁皮蘸着煤烟水，抄在敌人

发给的书页的空隙中。再通过各种秘密联系渠道，将《囚徒歌》传播开

来。 

就这样，《囚徒歌》传到女牢。我唱着那深沉的旋律，对毛泽民的

思念更深更远。 

 

毛泽民惨烈牺牲真相8 

 

笔者：在新疆监狱，您一直不知道毛泽民的音讯？ 
 

朱旦华：不知道，敌人毒打逼供毛泽民的具体情况，都是新中国成

立后从新疆公安局档案中看到的。 
 

笔者：在新疆自治区档案馆至今保留了 1943 年 5 月 5 日下午 2~7

时毛泽民的“口供笔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问：你表明立场！ 

答：我是共产党员！ 
                                                        
8 2000 年 7 月 24 日上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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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放弃共产党员立场行否？ 

答：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因为是个人信仰问题，如蒋委

员长信仰上帝一样。 

问：你究竟愿意脱离共产党员否？ 

答：我不脱离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国际国内都是合法的。 

问：共产党是不符合国情的！ 

答：我认为共产主义是合乎国情的！ 

问：共产党要有与国家民族不利的事，你脱离党否？ 

答：绝对没有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知

道共产党）是不会这样做的。边区政府是国民政府承认的，中央还

派员到延安，我认为边区政府是合法的。延安是抗战的…… 

5 月 6 日下午 2 时，再次审问毛泽民。 

问：你所说的拥护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怎么说得通？ 

答：不仅说得通，理论亦说得通，三民主义最后目的要世界大

同……现在，三民主义是领导抗日建国的，所以我拥护。 

问：共产主义的路行不通，违反中国历史！ 

答：共产主义不仅不违反中国历史，而且是中国现在历史的产

物。 
 

朱旦华：在敌人频繁的审问中，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共产主

义符合不符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矛盾问题。敌人妄图以

此为突破口，动摇毛泽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达到他们攻击共产主义、

诬蔑共产党反对三民主义的目的。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一次次都落空

了。 

对方拿出了最后一招，他们模仿毛泽民的笔迹伪造供词，对毛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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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连续七天七夜严刑拷打、不让合眼的车轮战术，企图在毛泽民精神

疲惫虚幻时，诱使他上当签字。可毛泽民真是一个铁汉子，他打死不签

字，困死不签字，任什么花招，就是不签字！（毛泽民生前不签字，可

死后有人伪造毛泽民笔迹签字。所谓毛泽民自首书在台湾堂而皇之登了

出来。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也有真签了字的。同时被关押的徐梦秋、潘

同、刘希平等人当了叛徒，并替敌人去与毛泽民“对质”，遭到毛泽民

的痛骂。这些叛徒很快就连同家属一起被国民党释放出狱，获得可耻的

自由。） 

这一下，敌人无招了！盛世才怀着对蒋介石的无限希望，1943 年 9

月 27 日深夜，奉命在迪化小南门用绳索秘密绞杀了陈潭秋、毛泽民、

林基路三人。为了向蒋介石邀功，盛世才拍下了毛泽民遗体的照片。 

 

女牢“儿歌联唱”9 

 

笔者：毛泽民牺牲的消息，当时在监狱里听说了吗？ 
 

朱旦华：在监狱一直不能确定。有的同志可能为了安慰我，1944 年

还说在新疆医院看到毛泽民的背影。我的心里一直感到毛泽民还活着。 

小远新在监牢里一天天长大了。他是在一种怎么样困苦的条件下，

从两岁长到五岁。四周高高的砖墙遮住视线，牢房朝北，孩子一年四季

见不到阳光。冬天，北风怒号，新疆的雪啊，下得格外大，一片片从房

顶的瓦缝里飘落在小远新身上，孩子总是不吭声地依偎我的身旁，问“妈

妈，爸爸房里也下雪吗？”牢里一年四季每天吃两个黑馍，又霉又硬还

掺了沙子，叫小孩子怎么下咽呢？可远新从小就能吃苦。冷饿病痛，从

                                                        
9 2000 年 7 月 24 日上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 



 13

不跟母亲撒娇，小小的年纪懂事得让人心疼。 

在女牢里，除远新外，和妈妈一起坐牢的还有 25 个孩子。刘思齐

12 岁，当时最大；邵华（安安）九岁，其余 3~9 岁的孩子还有十个。

剩下 12 个都是在狱中出生的。孩子的妈妈和难友们纷纷给他们起了别

有意义的名字，以纪念这段特别的日子。方志纯与娄曼文的女儿叫“囹

子”，囹圄之子也；林基路与陈菌素的女儿叫“阿霉”，喂养霉馍长大

的孩子；陈谷音的女孩叫“苦苦”，生下来就在监狱，苦里生，苦里长，

一苦再苦，苦苦；吉合的女儿叫“新狱”，新疆监狱的产儿；郝冰清的

女孩叫“砖头”；谢江庭的男孩叫“铁如”，党代表陈潭秋与王韵雪的

儿子叫“楚三”，大家一定记得司马迁笔下记载的“楚虽三户，亡秦必

楚”的名句吧！……孩子们的名字都是精心取的，体现了女战友的革命

斗志和复仇决心。 

这些女牢出生的孩子，都没见过爸爸，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什

么样子。说起来真叫人心酸啊，马殊的小女儿苏苏，只知道大家都称她

爸爸“小马”，谁要谈论小马，她就以为讲的是她爸爸。有一次，一匹

小马拉着马车给监狱送水来了，一个女友高叫孩子们来看，说：“小马

来了！”苏苏一听，忙扯着妈妈的衣服，兴奋地说：“妈妈，爸爸来了，”

妈妈又好气又好笑，拉住苏苏大声说：“孩子，你爸爸是人，姓马，不

是马！”苏苏眼睛睁得大大的，疑惑地说：“妈妈，这是你自己说的，

我爸爸是小马嘛！”今天看来，这近于“红色幽默”，可它却实实在在

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新疆监狱。 

监狱生活和卫生条件都很差，病魔经常缠住孩子们，监狱里的医生

看病除给点阿司匹林药片外，别无他药。有一次，囹子因出麻疹发高烧，

昏迷过去了，口吐白沫，狱医进来一看，照例大喊，“快拿阿司匹林来！”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叫人气急交加，哭笑不得。以后狱友们忿忿地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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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医生”。唉，在女牢里先后有两个小孩，有病因得不到医治

死去了。 

女牢通过绝食让狱方答应了“改善医疗生活待遇”、“举办少儿识

字文化班”等要求。当年女牢绝食，小孩子是一起参加的。他们和妈妈

一样，静静地躺在炕上，从早到晚，什么东西都不吃。狱方很是惊奇，

没想到这些“小共党”、“小八路”也这样硬，最后被迫答应了女牢的

要求。深夜，监狱送来了白米饭。胜利了，孩子们蹦蹦跳跳的，高兴极

了。小远新捧着一碗白米饭，先递给了我。 

不久女牢把孩子们编成大、小两班，由难友们轮流当老师，给孩子

们讲抗日战争的故事，教唱救亡歌曲和自编的儿歌。儿歌，成了孩子们

学文化的重要一课，也是和敌人战斗的新的武器。我当时是女牢党组织

学干会负责人之一。女牢学干会先由张子意、谢良、杨锡光组成。他们

被转押男牢后，改由我、沈谷南、伍乃茵、刘勉组成。我发挥了当过老

师的特长，编写了不少孩子们喜欢的儿歌： 
 

公鸡，公鸡，你为什么叫？ 

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黑暗受不了， 

我要叫，我要叫， 

光明就来到。 
 

母鸡，母鸡，你为什么叫？ 

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吃得太不好， 

我要下蛋，我要下蛋， 

请你吃个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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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想爸爸了，想叔叔们了，想延安了，我又编了一首《麻雀》

的儿歌，教孩子们唱： 
 

麻雀、麻雀，叽叽叫叫， 

飞来飞去，飞到我们监牢。 

飞过高墙，飞过树梢， 

再飞到我爸爸住的监牢。 

小麻雀，带信到， 

小八路都很好， 

请问你们大八路好不好？ 
 

爸爸回来把我抱上， 

仔细瞧瞧，说我长得真好， 

大叔回来送给我们 

一包花生，还有一包葡萄， 

好爸爸，好大叔， 

亲一亲，抱一抱， 

大家一起回延安真正好。 
 

小远新最喜欢唱这首儿歌了。在牢里孩子们唱儿歌，也学写儿歌，

学写字。牢里不可能有书桌、纸和笔。大家就把入狱时带进来的有限的

一点生活必需品卖掉一些，买了纸笔供孩子们学习。孩子们都很懂事，

知道每一张纸都来得不容易，从来都舍不得随便在纸上写画。一个生字，

总是先在土地上用小棍画上多遍，然后工工整整写在纸上。远新小时候

很喜欢写字，四岁时写的字就像小学生写的了。他把《麻雀》这首儿歌

认真抄在纸上，问“妈妈，我写得好吗？”看着我点头，孩子兴奋地说：



 16

“我留给爸爸看！” 

小远新哪里会懂得新疆的局势是一变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