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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临终留嘱托
守墓人一生寻亲

炎炎夏日，双山泉村漫山板栗花香正浓，
丰收在望。在村背的板栗园中，一座由山泥垒
成的低矮土坟便是钟效培烈士遗骸墓。历经
79年风雨，墓地周边昔日荒山已披绿装，凹地
被建成了水库，而土坟却完好如初，杂草被清
理得干干净净。

钟效培生于 1914 年，兴国县埠头乡龙砂
村人，系我国首批 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
他1931年入党，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遵照
组织决定，跟随项英、陈毅留守江西坚持游击
战。他在江西先后任吉安中心县委书记、赣西
特委书记、省委常委兼青年部部长。1941年，
受中央青委委派，他赴山东指导抗日，并担任
山东省委青委书记。

1942年 11月 11日，钟效培在榆林前村与
日伪军激战，身负重伤后向双山泉村转移，倒
在草丛中昏迷了一宿，次日清晨被该村房祯
奎、苏成伦等村干部发现。这些村干部将他秘
密藏在村背的山坡堰屋中进行救治，委派村儿
童团团长房公训扮成乞丐，悄悄为他送饭送
药。但第三天，他因伤势过重而壮烈牺牲。

钟效培遗体被悄悄掩埋后，年少的房公训
发誓要用一生看护烈士遗骸墓，并为烈士寻找
江西亲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房公训多次通
过信函等方式寻找烈士亲人，均杳无音信。
2005年至 2009年期间，已是耄耋老人的他独
自一人三次乘坐火车，直奔兴国寻亲，但均抱
憾而归。之后，茶业口镇政府又通过相关渠道
查寻，仍无着落。

龙砂村原村支书钟贞裕回忆，大概在
2009 年，他在村里接待过房公训老人。当时
房老揣着莱芜政府部门介绍信，在兴国县民
政局相关干部陪同下前来寻亲。因房老听
力不太好，且一口山东方言，他们之间的沟
通存在一定障碍。由于钟效培烈士后代都

在外地务工，家里铁将军把门，房老未能如
愿见到烈士亲人，只参观了已废弃多年的钟
效培故居。临别前，房老默默地再次走进烈
士故居，深情抚摸墙壁和门柱，随后含泪返
回山东。

房公训眼看着岁月一天天流逝，自身健康
每况愈下，而钟效培烈士的亲人始终没找到，
他心急如焚，寝食难安。2011年秋天，82岁的
他溜出家门，前往济南火车站，欲搭乘火车再
下赣南寻亲。当天家人发现他“失踪”后，急得
报警求助。

孤身一人的房公训走在站台区，步履蹒
跚、神情焦虑，格外引人关注。出于安全考虑，
车站民警及时劝阻，将他护送回家。面对四处
寻找他的亲人及地方干部群众，他哭诉不止：

“我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但还没完成钟效培烈
士临终嘱托，我没法安心啊。我希望有生之年
能找到烈士亲人，向他们转告烈士遗言，请他
们来‘看望’烈士，让长眠山东的烈士也能感受
到江西的乡情、亲情。”

房公训老人对钟效培烈士的无限敬仰之
情，令莱芜各界干部群众深受感动。大家下定
决心，共同帮他完成烈士嘱托。

2015年６月，共和国元勋耿飚将军之女、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耿焱受邀赴莱
芜，参加当地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活
动。茶业口镇原党委书记李文汇见到这位来
自江西的嘉宾时，喜出望外，便请求她向兴国
及赣州打听线索，了却房公训老人及全镇百姓
为钟效培烈士寻亲的愿望。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 年 9 月，在赣州
市、兴国县及埠头乡三级政府部门的大力协助
下，耿焱教授终于找到了在外务工的钟效培烈
士亲人，最终圆了烈士73年前的临终嘱托，也
圆了房公训老人一生寻亲梦想。

钟效培烈士生前无子女，但有两个弟弟。
这两个弟弟很早去世了，留有三代后人，第二
代亲人中的钟铅元系健在的最大侄子。

2015年９月 23日，年逾五旬的钟铅元捧
着家乡一壶井水、一抔土、一包祭品，千里迢迢
赶赴莱芜，祭拜“阔别”73年的伯父，同时跪拜
房公训老人和双山泉村民，感谢齐鲁乡亲代代
守护伯父遗骸墓。

当年已 86岁的房公训老人紧紧拽着钟铅
元的手，对着烈士墓放声痛哭：“效培叔，您家
乡的亲人终于来了！我没有辜负您 73年前的
嘱托！”随后他高唱钟效培牺牲前教唱的红歌，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山高林
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
他在哪里灭亡”。歌声饱含73年深情，铿锵有
力，令在场所有人潸然泪下。

2020 年 9 月，91 岁的房公训老人安然长
逝。临终前他叮嘱儿孙不能中断情义，要像对
待亲人一样每年祭扫钟效培烈士，协助双山泉
村民接力守护烈士墓，并与江西的烈士亲人友
好往来，永续红色基因。

铮铮铁骨藏柔情
发妻之女补遗愿

长眠在齐长城脚下的钟效培烈士，不只令
钟家后人及兴国家乡人民牵挂，还有他的结发
妻子吕继鸾（1996年去世）和３个没有血缘关
系的女儿。

在战争年代，钟效培和吕继鸾因共同信仰
而结为伉俪，他们之间的情感一直不为外界所
知。而 2017年，吕继鸾的二女儿谢勤英、最小
女儿谢海京悄然从赣州赴莱芜，拜祭特殊的亲
人——钟效培，才牵出了这对革命伴侣跨越区
域和时空，相隔阴阳的爱情故事。

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时期，出生于 1918 年
的吕继鸾系当地一名宣传员，之后加入红军，
参加了赣南游击战，离休前系赣县政协副主
席。1936年，经陈毅、曾山做媒，18 岁的她与
22岁的钟效培结为夫妻。婚后，夫妇俩相濡以
沫，情深似海，度过了近 3年幸福时光。1939
年春，遵照组织安排，钟效培被派往延安学习，
之后再赴山东抗日。烽火岁月，夫妇俩分开
后，相互之间根本没法联系，生死茫茫两不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吕继鸾始终未盼到丈
夫的音讯，夜不能寐。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
立后，她写信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曾山，希望
能打听到丈夫的下落。曾山回信告知，钟效培
在莱芜抗日中已壮烈牺牲。这噩耗如晴天霹
雳，让她陷入极度悲痛中。直到1954年，36岁
的她才重组家庭，生养了谢勤英等３个女儿。

谢勤英回忆父母之间的感情时，淡然而有
少许忧伤。她说，母亲一直敬重父亲，但心里
从未忘却其结发丈夫钟效培，总是自责当年未
能争取北上山东抗日，没有尽妻子义务照料丈
夫。儿时起，她和姐姐、妹妹常听母亲讲述钟
效培莱芜抗战的故事。母亲每次讲完后，总是
哭得眼睛红肿。在母亲的泪水中，她们渐渐懂
得钟效培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莱芜是一个
遥远而亲切的他乡。

1987年10月，69岁的吕继鸾受邀参加莱
芜举行的钟效培烈士纪念碑落成仪式。那是
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踏上结发丈夫
牺牲之地。她环顾纪念碑四周的山水，细读碑
文每一个字，眼前不时浮现出结发丈夫浴血奋
战场景。“扑通”一声，她跪在纪念碑前，哭得肝
肠寸断。

由于当年房公训及双山泉村民一直未向
外界透露钟效培烈士遗骸墓，且莱芜各级政府
部门也不知情，吕继鸾只能对着新落成的纪念
碑祭拜。返回时，她在纪念碑旁抓了一抔泥
土，连同纪念碑照片一同带回赣州。之后，她
又赶往兴国县，以发妻身份将钟效培的最大侄
子钟錝元（数年前去世）立为继子，再携继子为
钟效培在龙砂村建了一座衣冠冢，然后安心地
将那包“莱芜土”、钟效培烈士纪念碑照片及相
关遗物葬入冢中，供后代祭奠。

令人遗憾的是，房公训从青涩少年到银发
老人，为钟效培烈士苦苦寻亲一生，而吕继鸾生
前始终未见到这位“信使”。她去世19年后，其
３个女儿通过耿焱教授帮房公训老人寻亲的相
关报道后，才发现她生前不仅未收到房公训转
达的遗言，也不知结发丈夫遗骸墓的存在。

2017年清明节期间，谢勤英、谢海京前往
莱芜，“探望”长眠在双山泉村的钟效培烈士，
叩谢房公训等守墓人，走访钟效培生前与敌人
激战的榆林前村，瞻仰烈士纪念碑，以此弥补
母亲遗愿。

在齐鲁百姓的认知中，钟效培给人留下的
印象是对党忠诚、品格高尚、视死如归。而谢
勤英姐妹的到访让人们看到，这位江西籍英烈
铁骨铮铮，心里也藏有似水柔情和万般牵挂。
弥留之际，他一再嘱托房公训日后帮他寻找并
看望江西亲人，字字句句透出对爱妻及所有亲
人的眷恋和不舍。

莱芜“探亲”之后，谢勤英姐妹进一步懂得
母亲生前对结发丈夫的惦念之情，增进了全家
人对钟效培烈士的敬仰。谢勤英是赣州市妇
幼保健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也是一名优秀共
产党员。她每次到兴国开展业务指导工作期
间，必定抽空前往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瞻
仰钟效培烈士雕像，肃穆默哀。

今年３月 23 日，在赣州市妇幼保健院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谢勤英深情讲述了钟
效培英勇抗战以及房公训寻亲的故事，令现场
数百名白衣天使热泪盈眶。她感慨道：“钟效
培烈士是民族英雄，更是我家的亲人，我全家
人永远缅怀他。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继
承先烈遗志，建设美好家园，决不辜负革命先
辈们的付出与期望。”

碧血丹心铸青史
齐鲁大地慰忠魂

抗战时期，茶业口镇全境系泰山区抗日根
据地核心战场，山山水水浸染着血与火的印
记。沿着齐长城，寻访钟效培烈士足迹，催人
泪下，更催人自强、奋进。

1942年 10月中旬，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形
势恶化，驻扎在茶业口的泰山地委、专署和军
分区机关连遭日伪军突袭。在吉山村抗战中，
泰山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汪洋，教导营官兵
和地方武装干部共 323 人全部壮烈牺牲。时
隔近一个月，为保卫泰山区抗日根据地，钟效
培受命率领工作队，深入茶业口加强反扫荡和
反日救国斗争。未料到，他惨遭突袭而英勇牺
牲。

钟效培生命垂危时，泰山地委宣传部部长
高启云曾携医生前来抢救。在缺医少药的艰
苦环境下，医生无回天之力，最终未能救活钟
效培，令他悲痛欲绝。他亲自将烈士脸上的血
污擦洗干净，将家中珍藏的马褡子盖在遗体
上，并代表泰山地委为烈士举行了一个简单的
葬礼。之后，苏成伦等村干部及房公训含泪将
烈士遗体就近掩埋。高启云叮嘱村干部要守
护好遗骸墓，并许诺待新中国建立后，他再为
钟效培烈士立纪念碑。

1943年 5月 3日，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主
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在大众日报
发表了《悼钟效培同志》悼文。他在悼文中说：

“钟效培同志永远和我们离别了！他为青年事
业、抗战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
血。钟效培同志是 1941 年来到山东的，虽然
为时不久，但对山东青年运动已有了很大的贡
献……”

1983年，高启云卸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后
不久，身患重症，但仍念念不忘为钟效培烈士
建纪念碑。在他的倡议下，1987年 9月，山东
省和莱芜市两级财政投资8万元，在茶业口镇
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起一座 4.5米高纪
念碑，碑文由他亲自撰写，终于兑现了45年前
的立碑承诺。次年，他安然离世。

每次谈起父亲为钟效培烈士立碑一事，高
启云之子、山东大学教授高海安总是感慨不
已。他说，父亲与钟效培生前未一起共事过，
彼此之间不太熟悉。当年父亲代表泰山地委
前往双山泉村探望身负重伤的钟效培，那是他
们第一次见面。未料到他们初次相见，眨眼间
竟成了永别。

高海安说，他亲自编写了父亲的回忆录，每
次读到父亲与钟效培“初见亦永别”的片段时，
泪流满面。在大学执教数十年期间，他经常向
学生讲述钟效培英勇抗战故事。每逢清明节，
他都领着学生前往茶业口镇，祭扫钟效培及汪
洋等烈士，教育学生继承革命先辈遗志。

李文汇及茶业口镇党委书记吕正农均表
示，钟效培是从江西红土地走向山东抗日的，
既是一名苏区好干部，又是一名出色的抗战将
领，身上汇聚着宝贵的苏区精神和抗战精神，
是当地基层党员干部汲取奋进力量，迎难而上
真抓实干，践行为民初心的不竭动力。

忠骨归处亦吾乡
红色基因代代传

沿着钟效培烈士的足迹，记者依次走访茶
业口镇的双山泉、榆林前、吉山、潘家崖、逯家
岭、卧云铺等村。几乎所有受访者一听说记者
来自江西，便拱手说道：“江西是个好地方啊！
牺牲在我们镇里的钟效培烈士就是江西人，他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茶业口镇老百姓心里，钟效培当年为解
救 200余名群众而拒绝撤离突袭现场，最终献
出了年轻生命，是用生命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矢
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

房公训去世后，守护钟效培烈士遗骸墓的
主要以房公平、房宽亮、苏启贵、陈发勤、崔道
信等双山泉老年村民为主。他们平均年龄逾
80岁，其父辈基本上都是当年参与救治及安葬
钟效培烈士的村干部或民兵。每次忙完农活，
他们习惯性地去烈士墓地走走看看，晴天清理
坟墓杂草，雨天为坟墓压石块、培新土。每逢
清明、冬至等传统祭祀节日，他们全家及全村
老少如祭祖一样，自发去墓地祭拜钟效培烈
士。

年近七旬的老村支书苏启夏介绍，以前，
钟效培烈士墓周边全是荒山，二三十年前才开
始绿化。村民们均意识到，墓地周边不论种啥
植物，前提是不能破坏墓地。为协助房公平等
老人守墓，他将墓地周围分散的 20余亩荒山
流转至自己名下，全部种板栗。他说，栗子树
是乔木，有固土防沙涵水功能，对烈士墓能起
到生态保护作用，还能美化乡村环境，提高村
民幸福指数。

双山泉村的村民们均感叹，“咱们不仅要
代代守护好钟效培烈士遗骸墓，还要靠自己的
双手，把日子越过越好，才对得起革命先烈用
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

兴国与莱芜相隔近 2000公里，路途遥远，
交通不太通畅。钟效培烈士的过继孙子钟益
明、钟贵明、钟春明曾期盼将爷爷的遗骸迁回
兴国，让爷爷魂归故里。就此，他们去年当面
征求双山泉村民及镇、村干部意见。未料到，
房公平等守墓老人以及在现场的茶业口镇党
委副书记傅来欣、村干部房宽美等人员不约而
同陷入沉默，眼睛瞬间通红，泪水滚落，久久未
发声。

房公平老人几度哽咽，他情真意切地对钟
益明三兄弟说：“你们是钟效培烈士的亲人，我
们双山泉村民也是烈士的亲人。烈士牺牲在
我们村后，我们全村人陪伴、守护他的遗骸墓
近 80年，他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他的遗骸若
被迁移，我们都接受不了。”

傅来欣及莱芜区红色文化研究专家陈业
冰介绍，近年，钟效培烈士遗骸墓被列入了山
东省不可移动文物。下一步，莱芜区根据规
划，将在茶业口镇建泰山区抗日战争纪念园，
烈士牺牲前藏身的堰屋及遗骸墓均被纳入其
中重要景点，供参观者实地寻访，传承红色精
神。可见，钟效培烈士已深深融入齐鲁大地，
山东如江西一样，也是他的家乡。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双山
泉村民的执着与坚守，以及齐鲁人民对钟效培
烈士的深情厚谊，令钟益明等烈士的所有亲人
感激涕零。

近年来，兴国、莱芜两地往来不断，亲如一
家。房公训之子房宽明与钟益明等钟效培烈
士亲人像亲戚一样走往。莱芜市委、市政府曾
委派由市政协副主席殷秀林、市民政局局长李
佳笃及李文汇等干部组成的“省亲团”，专程前
往兴国探望钟效培烈士亲人，缅怀先烈，传承
赣鲁两省红色基因。

赣鲁两地血脉相连，理想信念让人坚定执
着。耿焱教授感慨道，赣南苏区与莱芜泰山区
抗日根据地都是中国重要的红色圣地，两地虽
遥遥相隔，却因钟效培牺牲前的一声嘱托，演
绎了一个个荡气回肠的真情故事，延续着从未
消失的记忆和温暖。这正是永志不忘的红色
血脉，构筑起了民族脊梁和全国团结一心的钢
铁长城，进一步鼓舞广大党员干部时刻牢记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把“以百姓心
为心”融入精神血脉化为自觉行动，不断创造
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火红七月，党旗飘扬。不论是登上齐长城
远眺，还是徜徉在赣南大地聆听，处处都能感
受到信仰的光辉、奋斗的力量，辉映百年党史，
震撼人心。

赣鲁情深赣鲁情深 血脉相连血脉相连
□ 本报记者 童梦宁 文/图

夏时节，山东省济南
市莱芜区远山葱茏，库水清清。
横亘在巍峨群山中的齐长城，古
朴悠远，斑驳苍颜见证着祖国的
崛起与强盛，也传唱着赣鲁一家
亲，赓续红色血脉，永远跟党走
的赞歌。

79年前，莱芜泰山区抗日根
据地血雨腥风，日伪军轮番对我
军进行疯狂扫荡。江西兴国籍山
东省委青委书记钟效培在茶业口
镇榆林前村遭遇突袭，为解救200
余名村民而身负重伤。他转移到
崖下村（今双山泉村）后不幸牺
牲，忠骨被秘密就近掩埋在齐长
城脚下，时年仅28岁。牺牲前两
天他耗尽最后能量，向陪伴在身
边的 13岁男孩房公训讲革命故
事、传播革命真理，并嘱托其日后
看望他的江西亲人。从此，革命
火种深深植入这位少年心中，赴
江西寻亲成为其一生誓言。

79年来，房公训及双山泉村
民一代接一代默默守护钟效培
遗骸墓，江西成了他们共同的惦
记，山东则成为烈士亲人心头抹
不去的牵挂，上演了一个个跨越
大江南北，联结赣南苏区、泰山
区抗日根据地的感人故事，激励
赣鲁人民感恩奋进新征程，共创
美好新生活。

盛

房公训（右二）领着钟效培烈士３位后人在墓地祭拜

房公平等第二代守墓人悉心管护钟效培烈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