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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更字夷初，
号石翁、寒香，晚年号石屋老人。马叙伦是中国
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著名的教
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曾
任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全国
政协副主席。马叙伦生在杭州，杭州有着马老学
习、生活和工作的足迹。杭州民进的成立与发展
凝聚着马老的关心、关怀和指导。

杭州民进筹建背景

1950 年 11 月 19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京

举行三届二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发展与

巩固组织的决议》，确定关于发展会员的对象，

应为进步的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及工商界人

士。发展的重心应是文化、教育、出版、科学

技术工作者。

为了明确党在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

和基本政策，1951 年 1 月 16 日至 25 日，第二

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拟定了《1951

年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建议》

指出：“各民主党派已决定今年的发展方针，

并希望发展一至二倍，中国共产党应积极协助

各民主党派于今年完成这个任务。” 

1951 年 8 月，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立基层组织，加强组

织教育，进一步发展组织的决议》，决定“本

会应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在大中城市发展组织

和建立新的分会”。民进总部把在大中城市发展

会员、建立组织作为重点工作进行推进。当时民

进在广东（前身为港九分会）、上海、北京有组

织，其他地方有些分散的会员，因此有条件的地

方要逐步建立起地方组织。在这个形势下，民进

总部决定在杭州（浙江）发展会员，筹建组织。

组织发展与成立筹备委员会

1951年 4月，民进总部常务理事周建人（时

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受民进总部委托，在

杭州开展会务工作。周建人就民进组织发展问题

与中共杭州市委进行酝酿协商，有关部门也推荐

了一些人选。4 月 20 日，在中共市委统战部协

助下，邀请几位有代表性的党外上层知识分子，

在大华饭店召开小型座谈会。

周建人向与会者介绍了民进组织的性质和

历史等情况，并表示欢迎与会者加入民进组织。

会后俞子夷（省文教厅副厅长、浙大教授）、陈

礼节（杭州市卫生局局长）、王历耕（浙江医学

院教授、省立杭州医院外科主任）和童友三（省

立杭州师范学校小学部主任）填写了入会申请书，

后由周建人、许广平作入会介绍人加入民进。座

谈会上，与会的 4 人还各提名 4—5 人，拟作为

民进发展对象，各自分别进行联系。

9月中旬，民进总部常务理事赵朴初、候补

理事张纪元代表民进总部到杭州，传达中央会议

精神，协助筹建组织。这时共有会员 20 人，均

是浙江省教育、医卫、出版等领域的著名人士。

马叙伦与杭州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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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在杭州的民进会员举行大会，

成立民进杭州市筹备委员会。选举俞子夷、陈

礼节、童友三、吴江、王历耕、祝其乐、金怀

清共 7人为民进杭州市筹备委员会委员。

10 月 9 日，民进总部正式复函，批准民进

杭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两日后，市筹委

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委员分工。会议决定

俞子夷任主任委员，陈礼节任副主任委员。

马叙伦批示成立杭州市分会

1952 年 8 月，民进总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组

织宣教工作汇报会议，对《关于发展组织工作

的指示》 《关于建立新分会组织的补充指示》《关

于补充〈建立基层组织暂行办法〉的通知》进

行了讨论。这三个文件在 8月 15 日召开的民进

三届 56 次常务理事会议上通过，成为后来一个

阶段发展组织的重要依据。杭州市筹委会在文

件精神的指导下积极、慎重地加快了发展会员、

• 1951 年 9 月 23 日，民进杭州市筹备委员会成立
合影
（前排左起：潘志徵、胡成放、赵朴初、张纪元、王
民力（统战部科长）、陈礼节；二排左起：祝其乐、
任铭善、梁文标、计克敏、金怀青、刘天香、童友三；
三排左三起：李庆昌、杨继昌、董振舜、刘世达、纽
增琳、王历耕）

建立基层组织的步伐。

1952 年 10 月，市筹备委员会向民进总部呈

送了要求成立分会的报告呈马叙伦主席。马叙

伦主席批示如下：

会员发展至五十人以上即成立分会，最好

在许秘书到杭州时成立，由她代表总部讲话。

马叙伦  一九五二、一〇、二五

11 月 30 日，民进中央总部秘书长许广平来

杭视察民进会务工作。（后因时间上的原因，

许广平未能参加杭州市分会正式成立大会。）

• 民进总部按照马叙伦主席的批示复函杭州。

12 月 28 日，民进杭州市第一次会员大会隆

重举行，正式成立民进杭州市分会。民进中央

常务理事周建人、中共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统

战部有关领导，其他兄弟民主党派代表等参加

并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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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选举由俞子夷、陈礼节、祝其乐、童

友三、吴江、金亮、王历耕、刘天香、任铭善、

金海观、计克敏、李云仙、蔡模共 13 人组成第

一届理事会。经一届一次理事会推选，俞子夷

为主任理事，陈礼节、祝其乐为副主任理事，

童友三、吴江、王历耕、刘天香等为常务理事。

1953 年 1月 17 日，民进中央批复，同意由俞子

夷等 13人组成的民进杭州市分会领导班子。

1956 年 11 月 1日，民进中央发出的《关于

本会地方各级组织更改名称的通知》，民进杭

州市分会由此更名为民进杭州市委员会。

•《当代日报》（《杭州日报》之前身）于 1952 年
12 月 31 日刊登了标题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
市分会正式成立》的消息。

马叙伦召开民进杭州市分会座谈会

马叙伦关心杭州民进分会的工作情况，养

病期间仍不忘指导。1954 年 4 月，年近古稀的

马叙伦感觉不适，再次向毛泽东主席提出，请

假休养一个月。毛泽东闻讯，又关切地复信给他，

希望他休息时间“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为度”。

马叙伦在杭州养病期间，于 5月 22 日在大

华饭店召开市分会全体委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座

谈会，指示工作。杭州市分会领导俞子夷、陈

礼节、祝其乐、金亮、童友三、刘天香、计克敏、

李云仙、蔡模、李天助、俞允之等参加。

马老向全体与会人员着重指出：“要树立

政治全面观点，要从全面去考虑会的工作，宣

传工作是民主党派极端重要的政治任务。”这

次马叙伦仅休养了一个月，就抱病回高教部主

持工作。

马叙伦落叶归根的愿望

马叙伦一生曾立过三份遗嘱，既表达了他

的政治追求，也表达了他落叶归根的愿望。

1947 年，国民党发布“戡乱”动员令，镇

压爱国民主运动，马叙伦致信国民党行政院院

长张群表示强烈抗议，同年 10 月 30 日，他立

下遗嘱：

余如逮捕，必无幸生，求仁得仁，无所归

怨……可于吾母前立石，仅足书姓名，勿事增

华也。

1955 年，马叙伦写下遗嘱，再次嘱咐身后

之事：

我去世后，不必讣告，不受赙赠……我生

平所蓄可谓无长物，所有亦或失之战劫，或已

赠之公家，如今只随身所有耳。

1958 年 6 月 5 日，马叙伦写下他的最后一

幅字，这是他毕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向往

光明的写照，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政治遗嘱：



勿忘国耻，
往事并不如烟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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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
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

1970 年 5 月 4 日，马叙伦在京逝世，享

年86岁，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遵照遗嘱，

家人将其部分遗物安葬于杭州西湖区大诸桥社

区马氏家族墓园“世堂春”。

2019 年，在民进中央和中共杭州市委的

亲切关怀下，马叙伦家族墓园修葺一新，同时，

马叙伦历史资料陈列馆在杭州师范大学落成。

今年，杭州民进将在马老墓园举行马叙伦先生

铜像安放仪式；马叙伦诞辰 135 周年座谈会，

并首发《马叙伦亲属口述史》与《马叙伦研究

论文集》。

学习马老、研究马老，继承弘扬马老精神，

已成为杭州民进人的共识和行为，成为“不忘

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的重要内

容。                 

（作者单位：民进杭州市委会 ）

     

 

勿忘国耻，往事并不如烟，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往事岂能如烟，

 历史的教训激发我们远瞩高瞻！

 

 恩怨可以不再纠缠，

 是非必须分清明断。

 侵略罪行岂能靠修宪狡辩？

 前车之覆留给后人明鉴。

 我们伸张正义自强不息，

 维护民族尊严国家独立主权！

 

 得失可以不再计较，

 历史不容扭曲狡辩。

 侵华血债岂能容谎言遮掩？

 沉舟侧畔正待竞发千帆。

 我们坚持正义强国强军，

 维护世界和平顺应时代发展！

 

 勿忘国耻，往事并不如烟，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往事岂能如烟，

 历史的经验激励我们勇往直前！

（作者系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副理事长）

 文 / 张继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