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中共早期领导人杨殷的女儿——杨爱兰

□王锐标 陈雷刚 王国梁

2009 年 11 月 19 日，一个冬意甚浓的日子，在广州市委组织部、白云区委组织部的有

关负责人以及白云区棠景街道党工委书记叶满樟的陪同下，《广东党史》“中共名人之后”专

访组，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敲开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的杨爱兰老人家门。

杨爱兰老人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著名工运领袖、赫赫有名的革命先烈杨殷的女儿，

也是迄今为止广东省年龄最高的入党者。杨婆婆位于二楼一室一厅的住房非常简陋，陈设还

是几十年前的旧模样，采光不太好，整栋大楼没有电梯，进出很不方便，看到这些，很难相

信这会是一位对党作出杰出贡献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子女的住所。在钦佩杨婆婆勤俭节约、艰

苦朴素的同时，令我们想不到的是，97 岁的杨婆婆精神矍铄、声音宏亮、思维敏捷，普通

话、粤语和潮汕话讲得都非常流利，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杨殷烈士牺牲时，杨婆婆年仅

16 岁，岁月的磨蚀和生活的坎坷， 并没有让其忘记 80 年前那划破长空的枪声。在采访中，

杨婆婆缓缓打开记忆的闸门娓娓道来，在轻松的闲谈中，我们既感受到革命烈士杨殷的高尚

风范以及杨婆婆平凡、坎坷的一生，又领略了杨婆婆的进步、开明、豁达、超然。杨婆婆始

终无限忠诚地坚持爱国、爱党，在生活中始终保持坚毅、乐观、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真切

地感到，这种精神是其父亲杨殷的高贵品质在她的“血液”中的延伸和发扬。让我们随着杨

爱兰老人的记忆，细细品味其坎坷的一生和革命战争年代杨殷那如火的斗争岁月。

父亲杨殷 从翠亨村走出的另一位现代革命先驱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特别是在中共的早期革命活动中，杨殷是位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

是中共第一代重要领导人之一。1892 年 8 月 29 日，杨殷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户华

侨家庭，是孙中山的小老乡。年轻时，他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活动，作为同盟会的

骨干成员，先后担任孙中山的侍卫副官、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等重要职务，曾冒死炸伤参与

策划刺杀宋教仁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

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两次被派赴苏联学习，长期在粤汉、广九、广三铁路从

事工运工作，是中共工人运动的领袖和先驱。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他是主要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党的八七会议后举行的广州起义，他是主要领导者和一线指挥

员。在广州起义中，他曾率领敢死队攻下当时敌人重要据点广州市公安局。张太雷牺牲后，

他被任命为广州市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

1928 年夏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上，杨殷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

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同年 11 月增补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并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

杨殷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广州起义前夕，为了筹集资金购置武器和解决活动经费不足

的困难，毅然将家里的几幢楼房和故乡的几十亩田产出卖，还把已故妻子留给他的纪念品及

珠宝、首饰等一齐捐给组织作革命经费，被党内同志誉为革命队伍中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

1929 年 8 月 24 日，由于叛徒白鑫的出卖，彭湃、杨殷等人被捕。在敌人的刑庭上，审

问官对杨殷说：“你是老同盟会员，曾跟国父推翻清朝，是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只要你

现在回心转意，重归国民党队伍，蒋先生是不会亏待你的，可以安排一个高级官职给你，让

你享尽荣华富贵”。杨殷冷笑一声：“你们这些败类，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孙先

生背道而驰，只会给孙先生抹黑。你们是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只懂得祸国殃民。要我投降万

万不能!”6 天后，杨殷与彭湃等人于上海龙华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 37 岁。

彭湃、杨殷等牺牲后，他们的英勇事迹在党内和中央苏区广泛传播，他们的革命精神成

为党内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20 世纪 30 年代初，红军建立了彭杨军政学校，中央苏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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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杨殷县。2005 年 6 月 7 日，中央电视台和各大媒体在“永远的丰碑”栏目中介绍了杨

殷的光辉事迹，称他是从翠亨村走出的孙中山之外的第二位现代革命先驱。2008 年 7 月，

以杨殷为原型的电影《义薄云天》拍摄成功并上映，影片以杨殷参与组织和领导广州起义为

主线，从独特的角度重现了广州起义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场面，塑造了杨殷作为无产阶级革

命家义薄云天的光辉形象，向观众展现了一位优秀共产党人的亮丽风采。2009 年 9 月，在

全国“双百评选”活动中，杨殷被评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 100 名英雄模范”之

一。

忆慈父 虽然很忙，但深爱着我们

走进杨婆婆的家，一眼就可以看到正面墙上悬挂的杨殷烈士的照片，正面墙的左侧墙则

挂着孙中山与杨殷等革命志士的合影，足见杨婆婆对父亲深切的缅怀之情。

父亲牺牲时，杨婆婆才 16 岁。但至今谈起父亲，她依然是热泪盈眶。她告诉我们，“为

了革命工作，父亲把他们姐弟四人分别托给亲戚抚养。父亲整天外出，聚少离多。我们从小

就不住在一起，现在想起这事都会感到很难过。”1928 年杨殷在写给长女杨爱兰的信中告诫:
“除读书外，各事不必沾染，打牌、闲游、看戏等，尤万不可做……穿衣尤须朴实，与人来

往要谨慎。”这封信中的深切言辞可见严父之深情。

杨婆婆记得，10 多岁在澳门读书期间，一日，突然被表哥接回广州，她感到莫名其妙。

过了好久才知道，那是因为父亲梦见她出了车祸，说什么也要把她接回来见见面。杨婆婆还

讲起一件记忆犹新的事，当时陈李济药厂的一名老板，经常掩护父亲和其他革命者在其家里

开会。一个周末，老板派人接她和弟弟到家里吃饭，事后问她想不想爸爸，她说想，爸爸很

久没回来了。老板这才告诉她，上周六，父亲就在陈家阁楼上看他们姐弟俩吃饭，不知是出

于安全考虑，还是太匆忙了，父亲没有跟他们照面，但杨婆婆还是深切地感受到了父亲的慈

爱。她说:“虽然忙于革命，但父亲还是深爱着我们的……”

说革命 父亲为革命散尽家财

“我们在老家与孙中山居室是一邻之隔，关系非常密切，就像一家人。”据杨婆婆回忆，

孙中山几次回翠亨村，都通知大家来欢聚、照相。她也有幸和孙中山见过几次面，觉得“这

个人很和蔼”。

父亲一人干革命，不仅把自己的钱财贡献给组织作活动经费，而且几乎所有的亲朋戚友

都支持过他，或帮着照看子女、或在经济上资助、或做义务交通员。杨婆婆说，杨家在当地

本是一个名门望族，但由于父亲的革命工作需要不少活动经费，所以家里的产业和田地，一

点一点差不多全给卖光了。在采访中，杨婆婆反复提到她的堂兄杨高。据她回忆，杨高的年

龄和父亲差不多，是在美国和香港经商的百万富翁。“他在香港希路道有一座洋房，是我父

亲的活动据点之一。”杨殷在那里设有党的支部，省委的领导人经常在那儿开会。一次，杨

殷被工贼追捕，就是在杨高的管家掩护下脱险的。后来杨殷为筹备广州起义和安置起义后来

港人员，还向杨高借了港币数万元。

父亲在小爱兰的心目中多少有些神秘，当时她不知道父亲就是敢于“抛头颅、洒热血”

的革命者，却无意中给父亲当起了小小交通员。大革命失败后的 1928 年，白色恐怖愈加严

重，革命者活动也愈加困难，杨殷便想到了让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的杨爱兰来传递情报。那

时，一到周末，杨爱兰就手提藤笈往返于粤港澳之间。父亲叮嘱她，就跟着前面的叔叔，但

不要跟太紧，机敏的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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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父亲为了不让杨爱兰害怕，并没有跟她讲

明原委，但她隐约觉得不是简单的串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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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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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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上一烤，字就显现出来了。

当然，这是她后来才知道的，也因此为学生时代曾帮父亲做过革命工作而自豪。

谈人生 我一生虽然平凡、坎坷，但我很知足

杨婆婆的童年是在家乡中山的一个小村庄度过的。直到 8 岁那年母亲患病去世，才随父

亲到了广州。虽然来到父亲的身边，但由于父亲忙于革命事业，平时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几个

孩子，因此她和弟弟杨民皓兜兜转转，几乎都是寄宿亲戚或父亲战友家中度过儿时的成长岁

月。不过，这反倒锻炼了她坚韧的性格，正如杨婆婆对我们所讲的，自己继承父亲最大的性

格就是坚强。“我早年父母都不在了，家中姐弟也分散。但我化悲哀为力量。就是后来我丈

夫过世后，我也是这样，独力拉扯大九个子女。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要去闯。”

老人家大声地说。父亲虽然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牺牲了，但父亲留下的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和无

私奉献的精神，一直是她日后为人处事的标尺。

父亲牺牲后，杨爱兰由大舅抚养，并寄居在一个同学家里;二弟由七舅抚养;三妹四弟因

病很早就夭折了。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杨爱兰进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回

到翠亨村小学任教。18 岁时，经家中长辈安排，与汕头海关职员崔礼芬订婚，并于 3 年后

结婚。崔礼芬就职的海关部门是杨爱兰姑父监管的，因此杨爱兰对丈夫的情况知根知底，人

品是没得说的。当时，海关部门和邮政、盐务、铁路等大机构一样，主要由外国人掌管，工

资福利按外国的标准发放，因此杨爱兰丈夫的工资福利较优厚。在汕头生活的 5 年中，杨爱

兰的生活算是安逸富足的。

1947 年后，因丈夫工作调动，杨爱兰随夫来到了云南腾冲，一住就是 10 年。1957 年

返回广州不久，丈夫不幸病逝，家中顶梁柱倒了，杨爱兰一家的生活一下子跌到谷底。44
岁的她膝下九个儿女(其中一子早夭)，家无恒产，生活的艰难常人难以想象。一家人的生活

基本上靠去当铺当丈夫留下的一些遗物度日，有几个小孩因营养不足患了肝炎病，日子过得

异常艰难。但作为烈士后代，她从未向组织要求过任何照顾。采访时，一直陪在杨爱兰身边

的五女儿崔静薇还向我们回忆起以前和母亲经常去当铺当父亲留下的遗物的情景。为维持生

活，杨爱兰经民政局介绍，到广州市起义路一家被服加工厂上班，做雨衣、贴胶条等工作，

赚取微薄收入来养家。工作之余，她经常主动协助街道居委会开展工作，是街道群众工作积

极分子，左邻右里的矛盾或纠纷，她常是热心的调解人，无论在云南还是广州，禁毒禁赌、

街道治安、环境卫生、青少年教育等各项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至今为止，她当年在越秀区

诗书街温良居委会担任军政群治安委员会副主任时的老街坊，对她的人品和工作仍留下深刻

印象。

1973 年，迫于国内“文革”的形势，已经 60 岁的杨爱兰独自单程移居香港。以 60 岁

的高龄到香港谋生是艰辛的，但老人家讲起这段往事，却一如既往地乐观，“我在香港裕泰

针织厂做质检员，干了 18 年。从日薪 13 元做到日薪 80 多元。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得倒我”。

在香港工作期间，老人还经常为工人说话，为他们向老板争取正当权利和福利。

谈到一生的颠颠簸簸，杨婆婆对我们说:“我当时一直鼓励自己，我不能病、不能倒下，

带好儿女，抚育他们成人就是我的本分。今年我 97 岁了，你说不苦嘛，不可能;你说很苦嘛，

我又从未讨过饭。现在八个儿女都已成人，而且个个都自食其力，我就觉得成功了。”杨婆

婆的儿女们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在广州、武汉、新疆、香港、加拿大等地从事医学、

教师或普通工人的工作，目前都已退休。其中老大崔汉祈为经济师，现定居加拿大;老二崔

伊薇为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教授;老三崔燕薇现为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儿科专家、主任医师;老四

崔汉超为广州一中的高级教师、校长;老五崔静薇作为军嫂随夫支教新疆，在新疆阿勒泰一

中任教 34 年，退休四年后定居广州;老六崔汉旌、老八崔汉家在香港打工，现定居香港;老九

崔汉军在广州市越秀区织带厂任职。杨婆婆的弟弟杨民皓定居境外，育有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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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在香港生活了 18 年的杨婆婆了解到国内形势已发生深刻变化，毅然回到广州

定居，用 18 年的积蓄，加上政府的补助购买了位于三元里大道的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尽

管生活不富足，但老人知足常乐。她对我们说:“我一生虽然平凡、坎坷，但我知足，我最

大的优点就是心态好。”

2005 年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杨殷同志的女儿杨

爱兰明确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子女生活照顾对象。4 年多来，广东省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以及

棠景街道党工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组部指示精神，在落实杨婆婆的生活照顾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在思想、身体和生活等各方面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精心细致的照顾。出于担心老

人家身体的原因，杨婆婆的子女们曾希望有关部门能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为母亲置换更好的

居室，可杨婆婆却看得很开，语重心长地教育子女:“你们的外公为了国家把生命都奉献了，

我们作为后代的，哪能与政府讨价还价呢?我不能依靠父亲的伟大牺牲来换取自己的福利，

那是一种耻辱!”烈士后代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跃然而出。

话入党 总有一种追求不能忘

当我们专访组问起她为什么在 95 岁高龄仍然执着地提出入党申请时，她脱口而出:“共

产党好啊!”“我的父亲是第一代共产党人，我要追随他的思想，继承他的遗志，将爱国爱党

精神延续下去，因此入党一直是我的梦想”。老人说，早些年生活动荡，加上 60 岁那年又去

了香港，直到 79 岁才返回广州，因此把这美好的愿望一直深藏心底。2006 年年初，时任棠

景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张强，经常上门去探望她，两人聊起入党的事，重新唤醒了她的梦想。

那年夏天，正好杨婆婆的二女儿出国前回家探望她，她就请早已是党员的二女儿代笔写了入

党申请书。她的入党介绍人叶满樟书记告诉我们:“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杨婆婆，参加学习、

汇报思想一点都不含糊，写思想汇报用笔有点困难，她就口述，用录音笔录下来。”

2007 年“七一”前夕， 95 岁的杨婆婆终于实现了跨世纪梦想，在鲜红的党旗下，和一

群年轻人一起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当时笑着说:“人生中所有的大事

都没有比今天更快乐的了。”当时她因生病住院刚出院，身体还有些虚弱。棠景街道党工委

的同志曾考虑过单独为她在家里举行入党宣誓，但是杨婆婆坚持“别的新党员怎么做，我就

怎么做”。因为在她的心中“总有一种追求不能忘，总有一种热情不能凉……”

2008 年 7 月 1 日，街道党工委批准了杨婆婆的转正申请，使老人如愿成为一名正式党

员。她得知喜讯后异常激动地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心愿，成为一

名新党员我感到无比光荣，我好想健康一点多活几年，多看看祖国的发展和繁荣，多享受改

革开放的成果。对党和政府给予的关怀和照顾，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坎。”

作奉献 无私捐献父亲杨殷故居

在生活中，杨婆婆一直遵循父亲的教导，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她用餐时，从不肯浪费

碗中的一粒饭，一只用了 10 多年的茶杯也仅仅是一个普通食品的包装瓶。但当她碰到需要

帮助的人向她伸出求助之手时，总是尽自己所能慷慨帮助别人。她的孩子也继承了母亲的优

良品德，五女儿崔静薇到新疆支边 34 年，直到退休才回到母亲身边，至今仍有两个孩子留

在新疆阿勒泰地区。一直陪着采访组的崔静薇告诉我们，母亲一直严格教育他们，不向组织

伸手，要严于律已。

对党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的杨婆婆，不仅从不向组织伸手，而且总想着能为党奉献些

什么。杨婆婆说:“父亲当年把家里的 57 亩地都卖了作革命活动经费，为了革命事业散尽家

财，最后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如今，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2006 年 11 月 12 日，在

孙中山诞辰 140 周年纪念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深明大义的杨婆婆将与孙中山先生故居相

邻、占地几百平方米的祖屋——杨殷故居，无偿捐献给中山市政府，建立起广东省党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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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她在捐赠仪式中说:“我希望故居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更希望后人在这里了解今天

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把祖国建设得更富强!”其实，早在 1999 年，杨婆婆便将杨殷故居委托

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管理。后来，她和亲属、子女们商量，决定将故居和位于翠亨村的其他

房产一并捐赠出来，大家都表示赞同，连远在加拿大的大儿子都夸母亲做得好。

入党后，杨婆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加强学习，通过阅读报刊、收看电视以及学习

街道党工委赠送的各种杂志、影像教材等了解和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青少年成长，为社区建

言献策，以实际行动体现党员的先进性。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后，老人对灾情非常

关注，通过各种渠道关心灾区人民的生活，并从微薄的生活补贴中取出 800 元捐给灾区。

采访结束时，杨婆婆惟妙惟肖地模仿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语气，中气十足地

讲道:“中国的发展不能再等了!”爱国爱党的乐观心态溢于言表。一句话感染了在场的每一

个人，大家在忍俊不禁的笑声中用目光向这位 97 岁的“年轻”共产党员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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