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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共产党员侯志的传奇一生
文/片 本报记者 韩杰杰

刘传功和他笔下的侯志

5月的一天，在青州市档
案馆，记者见到了刘传功先
生。搜罗、研究侯志女士史
料30年的刘传功向记者展示
了他拥有的一沓儿照片、书
信和整理的材料。借此，记
者对侯志女士的跌宕一生也
有了些微了解。

1982年，时年37岁的刘
传功在青州(当时还叫益都县)

从事党史资料收集整理工
作。那时，侯志便成为他要
起笔的人物。

虽然是山东最早的女共
产党员之一，但是侯志在记载
中却难觅一二。为了将侯志的
过往写真、写实，向人们还原
一位忠心烈胆的共产党员，刘
传功开始了漫漫整理路。

为了搜集零星资料，他
远赴北京、济南、青岛。他
已记不清去过北京多少次
了。当时侯志久卧病床，已
不适合见客。他很遗憾没能
与侯志交谈。不过从侯志的
妹妹侯慧真口中听闻了侯志
的很多事情。

后来，他费尽周折联系
到了侯志的女儿武华，从那
里又得到了很多珍贵资料。
他前后共收到武华女士的17

封书信。在其中一封上，记
者看到武华写道，“她(侯志)

的一生对党忠心耿耿，是战
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在
她的革命历程中，不管在任
何环境下，始终能保持一个
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最
后，她还写道：“您(刘传功)

为我母亲的革命事迹做了大
量的工作，我作为她的子
女 ， 向 您 表 示 衷 心 的 感
谢！”

侯苓(武胡景与侯志夫妇
的长女)接受一次采访时曾说
道：“听我母亲说，我大概
生于1930年或是1931年，几月
份她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
母亲、父亲都是从事党的地
下工作，斗争环境非常险

恶，工作也非常紧张，具体
哪一年她也记不确切了。”
她记忆中，父母为了革命工
作整天东奔西走，还要躲避
追捕，带着襁褓中的她不方
便，所以她一出生就被寄养
在一位煤矿工人家里，后来
被送到上海，又回青州，那
年她4岁。再一次见到母亲已
经是1948年的事情了。

为了让回忆录更周全，
刘传功还前去北京几次拜见
原国家劳动部副部长刘子
久，因为刘子久先生曾师从
王翔千，与侯志是同学。

刘传功说，越发掘侯志的
事迹，就越被她高贵的品质所
吸引和感动。他将侯志的党史
整理完毕后，专门将成稿寄给
武华，得到了对方的认可。

“直到现在，我还是在
收集侯志等一些人物的资
料。”刘传功说，当时由于
共产党员的工作进行得十分
秘密，即使是兄弟姐妹之间
交谈，也不会谈及工作，因
此收集工作比较受阻。即使
是侯志的一些亲人，对侯志
的革命工作也知之甚少。

没有电话，就靠着书
信，没有汽车，就靠着腿
跑。就这么一点点搜罗，侯
志渐渐在刘传功的笔下鲜活
起来。而记者对侯志的了
解，也随着刘传功的娓娓道
来而渐渐清晰。

一心报国 志在千里

1905年2月18日，侯志出
生于今山东青州市侯庙村。
曾用名侯玉兰，马琳，郭张
青莲等。“侯志”取“志在
千里”之意，是她参加革命
后自己起的。

侯志天生聪慧，有主
见。旧时农村，人们恪守历
代遗留下来的“缠足”陋
习。女孩子长至五、六岁，
就要“缠足”，否则大脚女
人是要被耻笑的。侯志却硬
不 买 这 种 陈 规 陋 习 的
“账”。母亲刚给她缠上裹
脚布，转眼间就被她扯掉
了。折腾来折腾去，最终也
没给侯志裹成小脚。

说起侯志家族，虽未出
过高官显宦，却非布衣平
民。侯志的祖父参加过清朝3

年1次的省城举人应考，父亲
侯恩渥年轻时曾在烟台外国
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学英文，
毕业后先在山东省立邮局当
邮差，后提任济阳县邮政局
长。他始终克勤克俭，不吸
烟喝酒，攒下钱来除购房置
地外，其余基本全用到供子
女读书上。

1913年，8岁的侯志被送
往泰安教会女子小学就读。
随着年龄的增长，侯志对教
会教授的东西产生了厌倦情
绪。后来，她转学到青州城
里仓廒女子学校。这是一所
官立教会学校，对学生的思
想禁锢，比其它学校都严
格，不准学生与外界接触。
侯志犹如笼中之鸟，憋闷得
慌。

1919年，“五·四”爱国
运动迅速波及到青州。侯志
同广大爱国学生、工人、农
民一起，奋勇走上街头，参
加游行示威、散发革命传单
和抵制日货活动。“五·四”
运动给侯志的思想带来一个
飞跃，为了寻求真理，探索
光明，侯志抱定了“发奋读
书、锐意求知、学成报国”
的志愿。不久，她以优异成
绩，踏进了山东省女子师范
学校的大门。

1920年，王翔千来到山东
省女子师范学校，以代课教师

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宣传
活动。在王翔千的影响下，侯
志与她的同学王辩、王兰英
等，都成了思想进步、勇于追
求真理的优秀分子。

1921年8月，王尽美参加
中共“一大”回到济南，准
备在益都秘密建立共产党组
织。侯志专程从济南提前到
达益都，与在益都山东省立
第四师范读书的李愉，前往
火车站迎接王尽美。王尽美
在益都3天，侯志不离左右进
行掩护，在益都建立共产党
组织的任务得以完成。

是年9月，王尽美、邓恩
铭在济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侯志迫切要求参加共产
主义理论学习和宣传活动，
还与王辩等人秘密建起学习
小组，学习政治、时事，阅
读进步书刊。同时侯志还积
极为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而
忘我工作。她带头剪长发、
留短发，鼓励同学走出校门，
大方与男生交际往来，上街参
加反帝爱国斗争。为支援济南
工人的罢工运动，侯志带头忌
肉、忌菜，把省下来的伙食费
捐献给罢工工人。

1923年，经王尽美、王
翔千介绍，侯志加入了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 1 9 2 4 年
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
山东省最早的女共产党员。

南北转战 屡建奇功

为了探索新思潮，寻求
救国救民道路，中共山东党
组织于1925年夏作出决定，
保送侯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
学习。经过艰苦学习，1928

年春，侯志以优异成绩结束
在东方大学的学习，同丈夫
武胡景一起回国。

从1927年蒋介石、汪精
卫相继叛变革命后，第一次
国共合作公开破裂，国内形
势异常严峻。回国后，组织
安排侯志担任省委秘书兼妇
女部长。不久，任省委秘书
长。1928年，党组织为了保
护侯志，把她派往青岛担任
市委秘书长。后党中央急令
侯志前往上海，担任了中共
沪西区委秘书长。

当时，乌云布满天空，
上海的革命形势同全国一
样，已经处于低潮。曾经三
次举行过工人武装起义、被
全国工人向往的地方，完全
失去了往日风采。大街上，
“包打听”多得很，还有不
少被称之为“红头阿三”的
外国警察，经常盘查行人。
租界林立，洋人横行，百姓
垂头丧气。侯志一到上海，
就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学
校，联络同志，召开会议，
部署工作，为在辖区内重新
聚集革命力量，再次掀起工
人运动新高潮做工作。

1930年，党中央将武胡景
和侯志派往唐山，组建中共唐
山特委。在唐山，侯志针对这
里工人相对集中的特点，几乎
天天深入厂矿，开展调查研
究，教育工人。从1月至4月间，
侯志就帮助建立、健全了7个
支部，一个区委，使全市党员
由80名增加到200余名。

1931年，侯志与武胡景
被调往哈尔滨，改建中共北满
特委。期间，侯志与武胡景从
整顿党组织抓起，很快组建起
5个县委，一个区委，使党员队
伍达到近4 0 0名。同时，在海
员、洋车夫、皮鞋、砖瓦行业的
工人队伍中建立起工会组织，
随着工会组织的不断壮大，
一系列罢工斗争，犹如雨后
春笋开展起来。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决

定，任命武胡景为中共中央
军委书记，侯志为中央军委
秘书。接任后，夫妇俩带着
不满1周岁的女儿，在中央满
洲代理书记杨靖宇、中共东
满特委军委书记赵尚志的护
送下，冒着零下 3 0 度的严
寒，立即赶往中共中央所在
地任职，小女儿在路上差点
儿被冻死。

在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
侯志的工作频频调动，这对于
一个拖儿带女的女同志来说，
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然而，
侯志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不怕
任何艰难困苦，不畏杀头坐牢
危险，坚决服从党的安排，南
征北战，屡建奇功，充分表现
出一个革命者的远大志向和
宽广胸怀。

事实不灭 真理难欺

1935年，武胡景前往莫
斯科向我驻苏人员和旅莫人
员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并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
七次代表大会。侯志被再次
派往东方大学学习。夫妇二
人到达莫斯科后，时任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
明和副团长康生，拉拢武胡
景，要他在“七大”发言时
吹捧王明。武胡景正气凛
然，不予配合。在斯大林错
误发动“肃托”时，武胡景
被诬陷为“托派分子”。侯
志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反
被扣上“包庇‘托派分子’
武胡景”的帽子，受到“留
党察看一年”的处分。那
时，侯志孤身一人，客居异
国，无人倾诉。然而，在艰
难的逆境中，侯志强咽泪
水，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
努力学习，发愤工作。

1 9 3 7年“七·七”事变
后，就在侯志准备启程回国
之际，接到通知说，共产国
际考虑到侯志的俄语水平较
高，且有在苏联工作的经
验，决定派她随“苏联红军
解放东北先遣队”入关，负
责军事情报工作。就这样，
直至1946年12月，侯志才正
式留在祖国。

令人难以预料的是，二
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随着
“反右”扩大化的进行，对
党赤胆忠心的侯志，竟被视
为“特务嫌疑”，罢官免
职，接受检查。“文革”期
间，侯志更是在劫难逃。康
生在接见沈阳红卫兵时煽动
说，对于侯志，你们青年人
搞不透，我们老年人也搞不
透她。先告诉你们一条，她
是个里通外国的特务。侯志
旋即被抓走，押入中央“三
办”(康生办公室)。后来，又
被关进秦城监狱，遭到一次
次的非人折磨。尽管如此，
侯志在“造反派”组织的批
斗会上，仍斩钉截铁地大声
宣布：“我不是苏联特务！
事实不灭，真理难欺！”

1978年初，时任中共中
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得知侯
志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立刻
将她解救出来。出狱那天，
胡部长亲自迎接侯志，并把
她扶上开往沈阳的专车。此
时的侯志，尽管被1600多个
日日夜夜的狱中生活，折磨
得说话不请，神志模糊，但
仍不失一位忠贞的马列主义
战士的高尚品德。对党组织
的关怀，她万分感激，一次
就从补发的生活费里，拿出
5000元钱，缴纳了党费。

1982年1月27日，侯志诀
别了亲人和同志们，在沈阳与
世长辞。追悼会上，许多人面
对侯志的遗像，失声恸哭。

侯 志 ( 1 9 0 5 —
1982)，女，青州侯庙
村人，夫为武胡景。
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
产党，为山东省最早
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1982年1月逝世。

1954年，侯志(左二)在沈阳
市高坝村接见前来参观访问的
朝鲜妇女代表团成员。（翻拍）

刘传功老人向记者讲述侯志的故事。

侯志留影于1958年。（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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