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向高质量发展区域集群迈进
（上接第 1版）按计划，今年上半年，江苏、

浙江两省将实现市级统筹区联网全覆盖，安徽
省也将在今年 9月前，将有条件的市级统筹区
纳入联网覆盖范围。

跨省医保结算这样的事，没有现成的“教
科书”，问题症结在哪里，发力突破的方向就在
哪里。一年来的长三角，从点上的攻坚开始，样
板成熟了，往后便势如破竹。

“一池水难煮，但一壶水容易烧开。一壶水
沸腾了，围观的大伙，心头自然热了。”上海市
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对眼下的一体化进程
打了形象的比方。

轨道交通扫码便是如此。 听上去是小事，

但没做之前，小小二维码背后是多年来不同系
统、不同想法，服务商、政府部门之间理不清的
矛盾。2018年 12月 1日，上海、杭州、宁波三座
城市率先试点互联互通。虽然推进过程仍有曲
折，但“烧开水”的示范效应有目共睹，今年以
来，合肥、温州、南京、苏州等城市也相继加入
便捷扫码的“朋友圈”。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长三角地区正
着力为全国探索先行先试经验。

“断头路” 是过去一年里长三角的高频热
词，在加快打通断头路的基础上，长三角地区
更进一步，从民生需求出发，开展毗邻地区公
交客运衔接线路等“没有先例”的试点。今年，

长三角相关省市正在明确毗邻地区公交客运
衔接、运营和监管等要求，同时积极争取交通
运输部支持并率先启动政策法规研究。

“‘国家有需要、社会有影响、能落地实施’，

这是当前三省一市策划重点合作事项的原则。”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

从“你我”握手，到共同使命
过去一年， 为一体化奋斗的长三角人，记

忆中各有各的故事。 但要说最难忘的时刻，人
们都会将时钟拨回 2018年 11月 5日的上海。

“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
升为国家战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话音一落，长三角人心中都按下
了一体化的“快进键”。

从那时开始，对三省一市来说，长三角一
体化就不再只是“你我”间的握手，而变成了
“我们”的共同使命。

过去一年里，中国经济面临着外部环境复
杂多变的挑战，作为最重要的发展引擎，长三
角地区如何打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
极，成为三省一市共同谋篇布局的发力点。

从长三角区域整体经济发展趋势看，今年
一季度三省一市 GDP 总量达到 51341 亿元，

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地区间发展协同性
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的特征在各地充分涌现，长三角整体经
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正在迈上新台阶。

建成十年， 位于浦东张江的上海光源，早
已是长三角科学家的公共实验室。而在安徽合
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项目正在紧张
建设。一东一西，长三角的两大国家科学中心
正在谋划更深层的协同合作，成为支撑区域和
全国创新发展的动力源。

过去的一年里，苏州、上海两地率先推出

政府“科技创新券”两地通用政策，实现本地的科
研补贴异地使用；在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打造的
“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网”上，价值 30 万元以
上的大型科学仪器已经有 26000多台，大科学装
置和设施有 23个。

“如今，三省一市的共识非常明确，就是要聚
焦国家战略，通过科创服务，让企业更便利、更低
成本地使用科技资源。” 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
台相关负责人表示。

国家战略在大处，也在身边的小处。此次长三
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芜湖举行， 早已成为当
地街头巷尾热议的一件大事。在当地，最开怀的莫
过于长江边上的居民， 长江岸线的整治， 让市民
“上可看江景，下可亲江水”，而长三角地区在“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下的一致行动，让江边
居民对天蓝水清的未来家园更添期待。

从芜湖沿江而下，一路到长江出海口，经济
领跑全国的长三角，进一步率先探索在绿色前提
下如何发展的途径。2018年，长三角区域 41个城
市 PM2.5平均浓度比 2017年下降 10.2%； 平均
优良天气比例 74.1%，同比上升 2.5个百分点；长
三角区域 333 条地表水国考断面中水质Ⅲ类及
以上占比超过 70%；劣Ⅴ类断面小于 5%。

过去一年中，沪苏浙皖着力联防联控，已全
面供应国六标准汽柴油；长三角区域各港口已实
施第二阶段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措施；太湖
蓝藻水华、省界边界地区水葫芦的联防联控已经
相对成熟。

扇面向外，扇骨向内
上海浦东临港，特斯拉超级工厂已近

封顶。这个我国放宽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后的
第一家外商独资整车工厂项目，不光是把新工厂
建在了上海，更是建在了长三角：厂区在上海临
港，但整车基地所需的供应链体系、市场空间却
遍布长三角各个城市。

今年 2 月，同样在东海之滨，在沪浙两地主
要领导人共同见证下，上港集团与浙江海港集团
签署了《小洋山港区综合开发合作协议》，通过合
资合作，小洋山全域一体化开发迈出重要一步。

这两件事看似并不直接相关，却有着丰富的
内在联系。无论是开放的汽车产业，还是能级不
断提升的东方大港，都是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打开的新扇面，而在新扇面上，长三角地区已
然拧成了一股绳。

在这些世界级的新产业、新枢纽背后，是配
置全球资源的亚太门户，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
界级城市群。

最近，交通运输部召开的推进长三角地区交
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会议上提出，要进一
步优化和完善长三角综合立体交通网布局，打造
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构建一体化轨道网、高密
度干线公路网和现代化高等级航道网。这些规划
设计呈现的，便是未来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面向
世界新扇面的“一体化骨架”。

扇面向外打开，便需要扇骨齐齐向内。在知
名经济学家周其仁看来， 面向世界的长三角，每
个城市中的机场、港口、金融机构、仓储、基站等
等都是重要节点。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人、

资金、信息、货物将穿越行政边界，在这些节点之
间自由往来流动。

今天的长三角，面向世界的新扇面已经在一
些日常细节中呈现出来，中外企业感受到营商环
境的变化便是一个重要侧面。

去年 9月，G60科创走廊九城市“一网通办”

开通。通过许可服务事项“一窗收件、一网通办、

一次办成”， 实现了九城市 “一体受理， 一体发
证”，截至今年 4月，九城市内已提供异地咨询服
务超过 1500次，提供异地证照服务超过 400次。

今年 4月，上海青浦、浙江嘉善、江苏吴江相
交的长三角“接合部”地区跨区域企业注册实现
“一窗通办”“一窗发放”。三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
统一标准、设立专窗，推行“审核合一”、登记许可
“证照联办”。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同时，下一步，要特
别考虑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的‘一体化’对接和
优化，从而把对外开放的辐射效应和对内开放的
联动效应都发挥出来。”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党组书记权衡表示。

聚焦当下，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扇面
正在沪苏浙交界区域谋划形成，这一备受关注的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将成为深入践行新发
展理念，率先探索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率先探
索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举措
的集中落实、率先突破、系统集成的新高地。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

两个关键，进一步树立‘一体化’意识和‘一盘棋’

思想， 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
一步发挥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 长三角区域合
作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冯玉祥像。 新华社发

对党忠诚的“无名英雄”

毛培春
据新华社南京电

毛培春，1917年出生于
盱眙县，1933年到县立
医院当看护，1935年考
入军政部医务署，在南
京国民党监狱医务处
任看护。 在此期间，他
对共产党员提供帮助，

帮助被押同志与八路
军驻南京办事处取得
联络，同时也向他们学
习进步知识。

1938年经介绍，毛
培春前往延安，在陕北
公学学习， 同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 9

月，毛培春按照党的指示，以进步青年身份到阎
锡山第二战区政治部宣传处工作。党组织给他的
任务是“以阎锡山部为跳板，长期埋伏，深入嫡
系，打入核心，掌握敌人情报”。毛培春为共产党
在山西打击阎锡山旧军的进攻，在绥德驱逐何绍
南及摧垮其党政军机构起了一定作用。

1940年春，毛培春趁第二战区政治部混乱之
机，离开榆林到洛川，找到国民党洛川专员余正
东。1942年洛川成立以余正东为首的 “特联汇报
处”， 毛培春的活动与军统局西北特侦站薛邦才
领导的“延安内线组”编在一个小组，他利用这一
条件获得了薛邦才在边区的特务线索。

1943年 2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马应海担
任毛培春的地下交通员。后毛培春吸收马应海加
入军统，使他取得了进出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身
份。从此，他们一起在西安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工
作，常驻洛川。毛培春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的军
事情报。

1948年 4月中旬， 毛培春遵照延安保安处
“随敌溃退，继续坚持工作”的指示，跟随胡宗南
第 17师最后撤出延安。4月 27日行至白水县石
头村，不幸中弹牺牲。

从容就义气如虹

许建业
据新华社成都

电 许建业， 原名许
明德，1920年出生于
邻水县一个普通农
民家庭，1935年考入
邻水县立中学。1937

年全民族抗战爆发，

他积极投身抗日救
亡运动。

1938年，许建业
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担任中共邻水县特别
支部委员会组织委
员、书记。1938年底，

他被调到重庆， 以天府煤矿白庙子绞车站管理
员的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工人运动。在这段日
子里， 许建业把微薄的工资大部分用于救济贫
苦工人，很快和工人们建立了深厚友情。他教工
人识字、学算术、唱歌，并逐步开展革命思想启
蒙，宣传抗日救国真理，进而培养工人骨干，发
展党组织。

皖南事变后，许建业到重庆大溪河小学任
教师，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考进重庆和成银
行任会计，在中共川东特委工运委员的领导下
做海员工人的工作。1943年夏， 在中共巴县中
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先后以朝天门粮食仓库
和沙湾仓库会计身份为掩护，从事工人运动。

1945年，根据组织安排，许建业到贵州遵
义了解情况，开展工作。不久奉命返回重庆，在
渝工轮渡公司任会计，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1948年 4月，因叛徒出卖，许建业在重庆
被捕， 先后被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经
受了敌人种种酷刑和劝降，始终坚强不屈。7月
21日，他被押赴重庆浮图关刑场，在刑车上，许
建业身戴刑具，昂首挺胸，沿途不停地高唱《国
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
党万岁!”等口号，慷慨就义，年仅 28岁。

后勤战线立奇功

张元寿
据新华社福州电

张元寿，1913 年生，

福建 永 定 人 。1927

年， 张元寿在龙岩一
家杂货店帮工， 认识
了邓子恢等人， 开始
接受革命思想。次年，

张元寿参加邓子恢领
导的“后田暴动”。

1929年 4月，张
元寿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 同年在家
乡参加农民暴动，后
组织游击队任队长。

1930年春， 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太平区补充
团，任连长。1931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7

年秋，张元寿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任中央军
委供给部部长。

1938年，张元寿被派到新四军，先后任总
兵站站长，教导总队队列科科长、队务处处长，

军部参谋处处长。在任总兵站站长期间，他殚精
竭虑地做好统战工作，取得了红十字会的协助，

疏通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中的关系， 相继建立
了 6个兵站派出所， 形成一个新四军各主要根
据地通往大江南北，包括上海、宁波、温州等城
市在内的庞大交通网， 妥善解决了护送各地爱
国青年参加新四军和采购筹集各种军用物资的
联络运输问题， 并从上海等地采办大量医药器
材和其他军用物资运往解放区， 大大缓解了部
队物品匮乏的困难。1941年皖南事变后， 张元
寿任新四军第 2师 5旅参谋长。

抗战胜利后，张元寿任苏中军区、华中军区
副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参与组织领导
苏中、鲁南、莱芜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1947年
3月，张元寿巡视战地时，在山东张店地区遭国
民党军飞机袭击，壮烈牺牲，时年 34岁。

无所畏惧的工人阶级代表

王孝和
据新华社上海

电 王孝和原籍浙江
鄞县，1924年生于上
海。1941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46 年 1

月，上海电力公司发
生大罢工，王孝和积
极组织工人参加罢
工斗争 。1948 年 1

月，王孝和当选为上
海电力公司工会常
务理事。上海电力公
司党组织为了加强
对工会的领导，将工
会内的 5 名党员理事组成党团，由王孝和任
党团书记。在王孝和的带领下，上海电力公
司工人在同国民党上海反动当局的斗争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4月 21日， 由于叛徒出卖，

王孝和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在监狱中，王
孝和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敌人从王孝和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便将
他判处死刑。面对死刑，王孝和坚定地说：“从
我被捕第一天起， 就做好了这个准备。”“死无
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人斗争。我的武
器是公开揭露敌人的残酷和对人民的仇视。”

在牺牲前，王孝和先后写下了三封遗书，他号
召战友们“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
明！”9月 30日上午，王孝和在提篮桥监狱刑场
英勇就义，时年 24岁。

那时，王孝和已是一位年轻的父亲。在狱
中，王孝和家中的妻子已有孕在身，这是他们
的第二个孩子。“我的名字就是父亲在狱中为
我起的，他在写给母亲的遗书中说，‘未来的孩
子就唤他叫佩民！’” 王佩民是王孝和的小女
儿，她在父亲牺牲后 21天出生。从未见过父亲
的她，对王孝和的认知就来自于一张张历史照
片，一封封父亲在狱中写给母亲的家书。

布衣上将，戎马焕章

冯玉祥
据新华社合肥

电 冯玉祥， 安徽省
巢县 （今巢湖市）夏
阁镇竹柯村人，是杰
出的爱国将领，著名
的军事家、 政治家、

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1911年， 冯玉祥
等人领导陆军第 20

镇与第 6镇第 2混成
旅在滦州起义， 成立
北方革命军政府，力
主共和。 袁世凯窃取
辛亥革命果实， 宣布
称帝，冯玉祥不顾其威胁利诱，毅然加入讨袁护
国的行列。1917年，率部队攻入北京，参与平定
张勋复辟。1924年 9月，冯玉祥被曹锟任命为第
3路军总司令，发动“北京政变”，出任国民军总
司令，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家大计。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发表通电，指责国民
政府“压制民众、诚心媚外”，提出了抗日救亡的
13项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玉祥成立
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亲任总司令，收复察
东四县。冯玉祥积极促进抗日爱国力量的发展，

参与“福建事变”，调停西安事变，主张以大局为
重，释放蒋介石。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接近爱国民主力量，靠
拢中国共产党，抵达美国后，发表《告全国同胞
书》，痛斥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迫害国民党民主
派领袖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罪行，在美
发起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 并被公推为主席。

1948年 1月 1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
港成立，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
央政治部委员会主任。他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先后发表《告别留美侨胞书》和《告别美国人士
书》， 准备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
回国途中不幸因轮船失事遇难，终年 66岁。

王孝和像。 新华社发 毛培春像。 新华社发 许建业像。 新华社发 张元寿像。 新华社发

一心向党的哈萨克族革命英烈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
据新华社乌鲁

木齐电 达列力汗·

苏古尔巴也夫，哈萨
克族，生于 1906 年，

新疆阿勒泰人。抗日
战争期间，参加反帝
爱国群众组织“新疆
民众反帝联合会 ”，

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经常深入牧区宣传
抗日救国思想，积极
募捐， 支援抗日前
线。1941年， 赴苏联
学习。

1944年，达列力
汗·苏古尔巴也夫从苏联回国，任“阿山（今阿勒
泰）革命临时政府”副主席、游击队总指挥。1945

年 9月，他配合民族军攻占阿山专区，先后任民
族军阿山骑兵团团长、“临时政府”委员、阿山副
专员、民族军副总指挥兼阿山专员等职。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主政阿山期间，

高度重视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
歧视。 他语重心长地对阿勒泰各族干部群众
说：“各民族、各部落之间要搞好团结。”他主持
通过了阿山专署《关于保护汉族百姓利益的决
议》，并亲自收养汉族孤儿。

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后， 达列力汗·苏古
尔巴也夫任省联合政府委员兼卫生处处长。省
联合政府破裂后，他继续主政阿山专区，率领
民族军粉碎了乌斯满·斯拉木匪帮对阿山专区
的进攻，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阿山
专区的农牧业生产和文教事业。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向阿山干部群众
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人民解放军
不断取得的胜利，宣传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才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正确选择，新疆才有出路。

1949年 8月 23日，应毛泽东主席邀请，达列力
汗·苏古尔巴也夫从伊宁取道苏联赴北平（今北
京）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27日， 因乘坐的苏联飞机在苏联外贝加尔
湖地区上空失事，不幸遇难，时年 43岁。

为新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罗志
据新华社广州电

罗志，原名罗长生。罗
志11岁时随叔父到吉
林长春读书。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
陷， 少年罗志义愤填
膺， 积极宣传抗日。

1932年9月，罗志参加
苏炳文领导的吉林抗
日自卫军。 东北民众
救国军由于孤军作
战， 于1932年被迫退
入苏联境内， 罗志也
随军行动。

1933年初，罗志从苏联到迪化（今乌鲁木
齐），先后入新疆军官学校、新疆学院学习，后
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在迪化求学和工作期间，

罗志受到俞秀松、 林基路等中国共产党人的
培养和教育，参加反帝爱国群众组织“新疆民
众反帝联合会”， 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他
在这期间表示“要学习革命理论，树立坚定的
革命信念，准备迎接残酷的革命斗争。”

1946年 3月，罗志参加迪化地下进步组织
“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
后，罗志进入新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积极向
新疆各族群众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
推动中苏友好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后，罗志留在迪化坚
持地下斗争，负责领导地下进步组织“民主革
命党”迪化区委会（即“战斗社”），出版《战斗》

周刊。他以“庚克”为笔名为《战斗》周刊撰写了
大量文章， 大力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
况，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
国民党反动派罪行，并组织和领导迪化的学生
运动，为推动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不懈努力。

1949年8月23日， 罗志应毛泽东主席邀请，

从伊宁取道苏联前往北平（今北京）参加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27日，因乘坐
的苏联飞机在苏联外贝加尔湖地区上空失事，

罗志等5位同志不幸遇难。新疆伊宁市建有烈士
纪念碑，由毛泽东同志为五位烈士题写碑文。

忠于理想 坚贞不屈

姜化民
据新华社南京

电 姜化民 ，1903 年
出生于江苏沭阳。五
四运动爆发时，姜化
民正在南京钟英中
学求学，在新思潮熏
陶下，他立志救国救
民，参加各种革命活
动。1926年他从上海
大夏大学毕业。1927

年北伐军进入沭阳，

建立了国民党县党
部，姜化民任县党部
干事。1928 年 1 月 6

日，进步青年与当地土豪劣绅、国民党右翼展
开“夺帅印”的斗争，姜化民也参与其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姜化民把主要
精力转移到宣传抗日上来。同年 12月，姜化民
等进步青年决定赴延安找共产党，北上抗日。在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下， 姜化民进安吴堡
青训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去武汉。1943年，姜化
民到重庆， 在国民党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下
属纺织实验工厂工作。在厂期间，他发表了约万
字的《中国纺织工业十年建设具体计划刍议》一
文， 对中国纺织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具体
的设想和建议，刊登于当时的《经济汇报》。

1945年，姜化民到上海，并于 1946年加入
民主建国会。同年 11月民建上海分会成立，姜
化民为分会理事。1947年 7月， 中共上海纺织
系统党的秘密外围组织 “中国纺织事业协进
会”（简称“小纺协”）成立，姜化民积极参加“小
纺协”组织的各项活动。

1949年 5月，因叛徒告密，姜化民等被特
务逮捕。面对特务的一次次审问，他始终坚贞
不屈。1949年 5月 20日， 姜化民等 14位革命
志士被枪杀于闸北宋公园（今闸北公园）。

上海解放后，经市人民政府查明：姜化民
系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战胜利后，他来上海是
接受中共华中局交付的任务，从事地下革命活
动。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姜化民为烈士，陈毅
市长亲自签发烈士证。

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

李白
据新华社长沙电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
纪念在上海长期从事
党的地下工作的共产
党员李白， 以他为原
型，拍摄了电影《永不
消逝的电波》。

李白，原名李华
初， 曾用名李朴，化
名李霞 、 李静安 。

1910 年出生于湖南
浏阳，1925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7年参
加湘赣边秋收起义，

1930年 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四军通
信连的一名战士，后任通信连指导员。

1931年 6月，李白调到瑞金红军通信学校
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 结业后分配到
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 10月，李白受党
组织派遣，化名李霞，赴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
台的工作。 在日寇与汪伪军警特务等麇集、环
境极其险恶的上海，李白克服各种困难，负责
上海党的地下组织与党中央的秘密电台联络
工作， 用无线电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
“空中桥梁”。

1939年，工作环境更加险恶，党组织安排
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
掩护电台，开展工作。两人在共同的革命斗争
中产生爱情， 后经地下党组织批准结为夫妻，

成为秘密斗争之家。

1942年 9月， 日军在对秘密电台的侦测
中，逮捕了李白夫妇。日寇对李白施以种种酷
刑，但他坚不吐实，一口咬定自己是私人电台。

1943年 5月，李白经党组织营救获保释。出狱
后，党组织将李白夫妇调往浙江。

抗战胜利后，李白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党的
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 12月 30日凌晨，他在与
党中央进行电讯联络过程中， 因国民党特务机
关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1949年 5月 7日，在上
海解放前夕，李白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反内战、求民主 与共产党并肩战斗

黄竞武
据新华社上海电

黄竞武原名敬武，1903

年出生，是上海市川沙
县人。他早年毕业于清
华大学，1924年考取公
费生留学赴美。在哈佛
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
位后，1929年秋， 黄竞
武满怀一腔报国热血
回到祖国。

1937 年 7 月全国
抗战爆发，黄竞武被迫
中断在青口的工作，转
任重庆中央银行稽核
专员。身为重庆中央银行高级职员，黄竞武尽可
养尊处优， 但他一心投身到抗日民主运动中，积
极靠拢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

1941年，黄竞武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
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国共和谈时，他一度担任周
恩来与美国人士会谈的翻译。抗战胜利，黄竞武
随中央银行迁回上海，担任上海中央银行稽核专
员。他参与筹组民盟上海市组织，并当选民盟上
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执行委员。

1947年 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活动转入
地下。1948年下半年，白色恐怖日趋严重，民建处
境愈加困难， 指定了 15人组成民建上海临时干
事会，领导和组织会员开展地下活动。黄竞武在
临危之际受命为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逼近浦口。为了迎接
上海的解放， 并阻止国民党将中央银行库存的
金、银、美钞等偷运台湾，根据中共地下党要求，

黄竞武收集整理国民党政府“四行两局”的情况
和有关金融资料。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黄竞武
发动中央银行部分职工罢工抗运， 又通过工商
界、新闻界揭露中央银行的偷运阴谋，团结金融
界出面干涉，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
力，使其偷运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5月 12 日，黄竞武在外滩中央银行的办公
室内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绑架。 黄竞武在狱
中备受酷刑，于 5 月 18 日凌晨惨遭活埋，时年
47岁。

李白像。 新华社发 姜化民像。 新华社发 黄竞武像。 新华社发 达列力汗·苏古尔
巴也夫像。 新华社发

罗志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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