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由旧警察局的印章磨平后重新
刻成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印章

2.?王云五小辞典》和地下党名册
3.上海市旧警察局
4.首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

及政府公告
5.国民党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

20年前的那个春天， 我买了
水果和营养品来到东单北京医院
探望李士英老人。走进病房，只见
一位面容清瘦、 白发萧然的老人
坐在轮椅上。 李老笑容满面地伸
出颤抖的手， 我握着那双布满老
年斑枯瘦的手， 心里顿生沧桑之
感。正是这双手，在 1949 年 5 月
28日，接收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
的官印， 承担起了维护上海的治
安和平稳的重任。

寒暄几句， 李老便神色凝重
起来，思绪仿佛穿过历史烟云，回
忆起了当年共产党的军队接管上
海市警察局的澎湃往事。

1949年 4月 22日，人民解放
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后， 以秋风
扫落叶之势直逼上海 。5 月 12

日， 解放军开始对上海外围实施
攻击。23日又发起了总攻。27日，

上海完全解放。经过 16天的浴血
奋战，上海战役共歼灭 15.3万多
敌军。上海，在春雨中迎来了一个
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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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他接过了上海市旧警察局印章
李 动

交通大学打地铺

1949年，对李士英来说是令人激动而又铭
心刻骨的岁月。 那时，37岁的李士英身着土布
黄军装，胸佩标记，腿扎绑带，腰别手枪，带着
1600多名公安干部精神振奋地进驻大上海，接
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为了迎接这历史性的
一天，李士英与部下准备了一年多时间。

1949年 5月 25日上午， 在丹阳待命的公
安部队接到进驻上海的命令，中共华东局社会
部副部长李士英、 扬帆等领导立刻率 1600多
名公安干部冒着隆隆的枪炮声，乘坐闷罐子火
车奔赴上海。

火车喷出浓浓的黑烟，在开满金色油菜花
的田野里飞驰，车厢外虽弹痕累累，但火车上
红旗飘扬，歌声嘹亮。暮色四合之时，火车缓缓
驶入了上海真如站， 队伍在夜色中下了车，分
乘四十多辆军用大卡车向上海城里进发。一排
排大卡车开着大光灯， 犹如一条长长的火龙，

浩浩荡荡地驶进了徐家汇交通大学。

当晚，秘书安排李士英在办公楼的小间就
寝，但他摇着手说：“听说攻城的解放军都露天
睡在马路上， 我们能住在房子里已很不错了，

怎么能图享受？”当晚，李士英来到战士们住宿
的体育馆室内篮球场，在几百人睡的大通铺的
角落里觅了个床位，与大家一样席地而睡。

刚到交通大学安顿下来，李士英副部长不
顾旅途劳顿，也顾不上吃饭，脱下黄军装，化
装成市民来到夜色朦胧的街上。 那时的徐家
汇尚属偏僻地段，街上散落着弹片纸屑，颇为
凄凉。马路上车辆零星，行人稀少，沿街的商
店大多上着门板或虚掩着门， 店小二不时地
偷偷向外张望，上海的夜晚还笼罩在战争的硝
烟和惊恐中。

《王云五小辞典》里的秘密

因几天来连续下雨， 马路上积水过膝。李
士英坐的美式吉普车只能趟着水缓缓而行。他
们摸黑找到了上海市警察局中共地下党委（简
称“警委”）书记邵健同志家。

邵健，这位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山东汉
子见到李士英副部长后，犹如在黑暗中徘徊了
许久的游子突然见到了想念已久的亲人一般，

紧紧握住李士英的手激动不已，禁不住泪水长
流。千言万语，尽在一握之中！

邵健从书架上取出了一本 《王云五小辞
典》，告诉李士英：“早在 30 年代，地下党就潜
入了租界巡捕房， 在敌人的心脏发展党员，

建立组织，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悄然展开工作，

力量不断壮大，如今上海警委设有一个总支、

29 个支部，500 余名中共党员，名单都在这本
辞典里。”

李士英担心地问：“你就放在书架上，太危
险了。”

邵健颇有把握地说：“这本辞典里的名字、

警号和单位都是用英语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代
替，除了我，谁也看不懂。”

李士英颇感兴趣地翻阅辞典，邵健站在其
身后解释说：“另有两本通讯录分别按照警号

顺序和分局密码， 以及辞典页码作为索引。

我还将外围名单用密码、代号记在《无线电
通讯教程》和三本英语书内，另外还有一本
小摘记本按照分局分布，记上书籍页码和警
号密码作为索引。”

李士英被弄得云里雾里，他笑着说：“现
在上海解放了，你可以大胆地译成党员的名
册和情况说明表，这些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加
入了党组织，并努力为党工作，一定要奖励
和作为骨干使用。”

李士英代表接管领导对上海市警察局
地下党员的肯定， 令警委书记邵健深受鼓
舞，他指着写字台上那台棕色木壳的五灯电
子管收音机，向李士英介绍说：“为了及时收
听到延安的声音，5月初，我走街串巷跑了许
多旧货摊，淘来了这台破旧的收音机，谁知
接通电源后，只能收听市内的广播，却收不
到短波。我急中生智，想到了静安分局地下
党员韩复清同志，他利用特种行业的职务之
便，请专业人员接通了短波。于是，我和警委
副书记刘峰等同志，通过这台收音机，及时
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
里，它成了我们警委的指路明灯。”

李士英频频点头表示赞赏。

邵健继续汇报说：“为了防止特务发觉，

警委的同志每天晚上在我家的三层阁楼上，

关上门窗，用厚厚的窗帘布严严实实地遮蔽
灯光，把音量调到最低限度，几乎把耳朵贴
在收音机上，当我和刘峰收听到人民解放军
发布的公告《约法八章》，我俩经过 3个夜晚
的反复记录核对，终于把内容完整地记录下
来。 我们秘密油印了 2000多份解放军布告
和警告信， 分散寄给了各个局的警务人员，

敦促他们认清形势，停止作恶，这些警告信
在上海市警察局内部引起了极大震动和恐
慌。在紧张危险的日日夜夜，我们地下党员
千方百计地劝说团结身边警察， 监视顽固
警察的行动， 及时保护了总局和各分局的
档案资料和枪械弹药以及重要器材。”

李士英伸出大拇指夸奖说：“干得好！你
们有力地瓦解了伪警察局的营垒，为我们接
管上海市警察局打下了基础。”

邵健激动地继续汇报说：“总局调查科
的地下党员杨俊臣、董行健、刘震东等同志，

巧妙地查阅了总局和各分局特务报上来准
备搜捕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以及行
动计划， 在特务行动之前及时报告了警委，

我们即刻行动，这些黑名单上面的人迅速撤
离，胜利逃亡。”

李士英高兴地点赞：“干得好！在黎明到
来前夕， 你们挽救了这么多自己的同志，使
他们免遭特务的毒手，功德无量！”

邵健喝了一大口水，说：“昨天，地下党
情报成员肖大成、 戴宗义策反了总局警备
科副科长俞飞， 他利用曾任机动大队队员
的身份， 率领机动大队 300 多名武装警察
起义。”

李士英连连点头赞扬，紧接着他问道：“那
个国民党警察局长原来是干什么的？” 邵健汇
报说：“此人 1930年考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
训练班， 受训后曾任中央捕房华籍副捕头、老
闸捕房华籍捕头， 后任工部局警备科科长、榆
林分局副局长、市警察局督察处督察长，以及
警察局消费合作社经理等职务。昨天晚上刚被
毛森任命为警察局代理局长。”听完介绍，李士
英追问：“现在他是什么态度？” 邵健汇报说：

“我们的地下党员肖大成等同志已打入国民党
警察总局的核心，现已成功地争取了伪警察局
代局长陆大公弃暗投明。就在今天，陆大公已
向总局和各分局发出了‘时局已变，各按职守，

维护秩序，听候命令’的指令，并下令总局各处
和各分局悬挂白旗，向解放军投诚。”李士英连
连点头，高兴地称赞道：“好！你们干得好！这样
我们就可以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李士英告诉邵健：“陈毅司令员让我传达
他向你们的问候， 并指示接管警察局以后，要
稳定留用人员， 尽力维护好大上海的社会秩
序。”邵健激动地说：“谢谢陈老总的关切，我们
一定协助你们搞好上海的社会治安。”说罢，邵
健随意地问道：“李部长，你吃晚饭了没有？”李
士英笑着说：“刚到上海，还没顾得上。”

邵健赶紧让妻子下了碗面条。李士英边吃
边与邵健谈至深夜。

5月 26日， 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
国斌、 李士英和扬帆等领导在上海交通大学
操场上召开了南下干部与警察局地下党员会
师大会。

主席台设在图书馆前，典雅漂亮的巴洛克
式建筑前梧桐吐绿，大地回春。古色古香富有
西欧情调的建筑旁，葱茏的老樟树以及一片绿
色草坪充满生机。百花吐艳，满园春色。

李士英副部长以上海军管委员会公安部
长的名义大步流星地走上操场的临时讲台，望
着红旗飘飘、飒爽英姿的队伍，他心情激动地
对着话筒朗声道：“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南
下公安干部和上海市警察局的地下党员汇合
的日子，这标志着上海旧警察局的灭亡，新公
安局的诞生。”

台下海浪一般的掌声。

李士英又大声说：“解放前夕，为了配合上
海解放和接管国民党上海旧警察局，上海旧警
察局的地下党员们不顾个人危险，作出巨大努
力和卓越贡献。首先请上海旧警察局地下党委
书记邵健同志向大家汇报。”

邵健同志走上主席台，心情激动地敬礼后
汇报说：“在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 1.4 万名旧
警察中， 我们潜伏下了 500 多名地下党员。5

月初， 我们警委几位负责人秘密油印了 2000

多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和警告信，迅
速寄给了总局和各分局的警务人员，敦促他们
认清形势，停止作恶，这些布告和警告信犹如
一颗重磅炸弹在上海警界的后院里发生了爆
炸， 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恐慌。 我相信这些
工作对我们接管上海旧警察局一定会取得积
极的作用，我们一定能够顺利地接管上海旧警
察局。”

邵健的汇报迎来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李士英副部长充满激情地大声说：“上海
旧警察局地下党员们为了党的事业， 深入虎
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机智勇敢，出生入死，

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斗争，工作很有成效，为我
们接管旧警察局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让我们用
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对他们的出色工作表示衷
心的感谢！”

李士英的高度赞扬，使许多“警委”同志激
动得热泪盈眶。

李士英接着要求道：“上海地方的同志对
情况、业务熟悉，有着丰富的经验，南下公安干
部要谦虚谨慎，好好向地方干部学习。”

他的讲话不时引起了阵阵掌声，最后李士
英副部长庄严地发出了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
察局和各分局的命令。

5月 27日， 盘踞在上海的国民党军队缴
械投降，警察局的地下党支部迅速以人民保安
队的名义进驻总局 17个处和 30个分局。当天
下午成立了“员警保管委员会”，命令留下的警
察整理凌乱的档案文件，并保管好。

连续几天的暴风雨把这座繁华时尚的城
市冲刷得干干净净。28日清晨， 大雨过后，天
空一片湛蓝。队伍出发时，天上又下起了牛毛
细雨。

上午 8时许，梁国斌、李士英、扬帆三位副
部长以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
名义，率领 20多名接管人员雄赳赳、气昂昂地
向福州路 185号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进发。

福州路 185 号是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总
部，曾是迫害共产党员的老巢，是镇压人民的
魔窟。那里的每一间房间、每一扇窗口无不刻
录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的惨叫和呐喊，充满
着刽子手的罪恶与血腥。

1949年 3月，上海市警察局长、特务头子
毛森，就是在这座大院的北部五楼的局长办公
室里， 先后下令逮捕了 3000多名共产党员和
仁人志士，并杀害了其中的 300多人。

5月 7日深夜， 毛森根据蒋介石亲自批示
“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命令，将长期潜伏在
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站的功勋情报员李白、张
困斋、秦鸿钧和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穆汉
祥、史霄霁等人杀害。

5月 24日晚，毛森逃跑前夕又丧心病狂地
在这里下令， 随后在南市看守所秘密屠杀 130

多人。

上午 9时许，吉普车在上海市警察局大院
门前戛然而止，身着黄色军服的接管人员荷枪
实弹地纷纷跳下车，大门口上面悬挂着一面大
白旗，大门两边还堆放着许多沙袋垒成的防御
工事。 接管人员神色严峻地昂首阔步进入大
院，已有地下党在门口迎接。只见四周高楼的
窗洞里，许多人手持大小不一的小白旗，伸出
胳臂向接管干部高喊：“欢迎解放军！”“欢迎解
放军！”

梁国斌、李士英、扬帆等接管干部不断地
向大楼里探出头来的人员挥手致意， 然后，他
们一起走到大楼北楼，乘电梯来到五楼旧警察
局长毛森的办公室。

接待他们的是上海市警察局原办公室人
员冯鸿顺，他也是地下党员。待接管人员坐定
后，邵健到隔壁房间叫来了国民党警察局代局
长陆大公。

身着黑色警服的陆局长恭恭敬敬地走进
来， 一个立正敬礼， 随后他毕恭毕敬地汇报
说：“报告长官! 国民党警察局长毛森听说解
放军已打进上海， 他慌慌张张地于 24 日晚，

带一帮亲信狼狈逃窜， 现在我代理上海市警
察局局长接受共产党的接管。”

李士英副部长代表接管人员严肃地问：

“现在警察局里的情况怎么样？”

陆大公说：“随时准备下达交接的命令。”

陆大公解释说：“几天前，毛森召开了紧急
‘应变会议’，在会上宣布：由我代理上海市警
察局局长。他逃走那天对我交待说，我们先走
了，共军马上要进城了，上海的社会秩序维护
现状。临走，他又回过头来斜眼意味深长地说，

我早知道你与共产党有联系， 本想枪毙你的，

但为了维护上海的秩序，饶你一命，你等着共
军进城吧。毛森交待完后又命令将楼下拘留所
里关押的沈鼎九、施南岳等 9名地下党员和国
民党投诚人员全部枪决，我当时只能眼看着他
们被拉出去枪决，无力营救，甚为遗憾。”

李士英副部长听到黎明前夜又牺牲了 9

名自己的同志，心里一颤，甚为悲痛。

他严肃地向陆代局长宣布：“我代表共产
党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我命令你向总局
和分局下达命令，一律下白旗，无条件投降，欢
迎军管会代表进驻接管。”

陆大公一个立正，敬礼：“是！长官！”

陆大公介绍完情况后，将国民党上海市警
察局的印章郑重地交给了李士英副部长。

李士英郑重地接过帅印，鼓励陆大公：“陆
大公先生率领警察局全体人员向人民解放军
悬挂白旗，交出了警察局印章和枪械，保存了
文书档案，这一系列行动，我们军管会公安部
深表欢迎，我决定请陆先生留任上海市人民政
府公安局当顾问，配合我们继续做好公安局的
各项接管工作。”

陆大公心情激动地紧握李士英的手，连连
点头，欣然接受。

陆大公按照李士英的要求，马上通过电话
给警察总局各部门和分局官员发布了服从共
产党接管的命令。

当天下午，李士英与扬帆副部长又召集了
总局各处、室和各分局的旧警察代表，以及接
管各处、室和各分局的人员，在 8 楼会议室召
开了大会。扬帆副部长主持会议，李士英副部
长首先向旧警察局的头头脑脑们宣布了《约法
八章》。

宣布后，李士英情绪高涨地说：“上海已经
成为人民的城市，上海人民政府将成立新的公
安局，它将是保卫城市、服务人民的公安局。希
望各级人员服从命令，办理好移交，共同做好
管理工作。 除劣迹昭著为人民所不容者外，凡
愿意继续留任供职的，我们一律欢迎，并分别
录用，给予工作的机会，给予生活出路。”

最后，李士英副部长宣布说：“留用人员必
须遵守纪律，一律服从接管干部的命令，刑侦、

治安、交通、消防等各部门一律维持现状，谁违
反规定将受到严厉处罚。”

1949年 6月 2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庄严宣
告：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于今日成立，任命
李士英同志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

任命扬帆同志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副局
长。

李士英局长和扬帆副局长神情凝重地从
陈毅市长手中接过任命书， 在热烈的掌声中，

他们激动地表示：“一定不辱使命，为稳定上海
这个大都市的治安秩序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大会毕，李士英大步流星地来到局长办公
室， 开始履行新上海首任公安局长的职务，他
站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窗前，望着鳞次栉比的
高楼大厦上飘扬的红旗，神圣而庄严的使命感
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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