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察政务委员会”（南京国

民政府为满足日本“华北特殊化”

要求而设立的行政机关）预定12

月16日成立，中共北平地下党决

定在这一天再一次发动学生游行

示威活动，北平学联成立了游行

示威指挥部，做了严密部署。

1935年12月16日，北平又爆发了

更大规模的学生爱国示威游行，

一万多名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再

次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在正阳门

前召开了全市人民群众大会，强

烈要求：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二、组织民众、工农兵学

商共同抗日；三、民众自动武装起

来；四、反对华北自治。大会决定

到六国饭店示威，反对“冀察政务

委员会”成立。

在一二·一六运动中，黄敬攀

在电车上向群众演讲，中共地下

党员东北大学的宋黎在旁边望

风，积极宣传抗日。这次抗日游

行示威队伍比一二·九那天更加

壮观，堵塞了交通，致电车停运。

到达前门时，学生们遭到军警鸣

枪堵截和刀砍，被迫在前门外广

场上召开了大会，接着游行示威，

直到晚上学生们才返校，途中又

遭军警毒打。一二·一六运动迫

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

中，许多爱国学生被打伤，仅中国

大学就有100多人受伤。为揭露

国民党政府的罪行，北平学联决定

在中国大学举办受伤学生血衣展。

1935年12月22日早晨，北平

的气温只有零下5度，8点钟，北

平各校代表来到中国大学的礼堂

逸仙堂，只见墙上挂满了一二·九

和一二·一六运动中学生游行的

照片，最吸引人的是西长安街的

照片，学生们和水龙头、大刀搏

斗，照片拍摄得非常真实。在礼

堂的后墙上，钉了一排钉子，每个

钉子上挂着一件血衣，血迹是同

学们在游行中遭到刀砍、木棒袭

击流血染红的。在血衣上方，悬

挂着白乙化书写的“血淋淋铁的

事实”的横幅。讲台前放了一张

病床，床上躺着参加一二·九运动

当天被大刀刺中没有痊愈的女学

生翁燕娟。

几十名受伤的同学架着双

拐、头缠纱布进入会场，有的同学

当场脱掉衣服，展示身上的条条

鞭痕。100多件血衣有力地揭露

了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

不抵抗政策。大家齐声高呼“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声讨法西斯

暴行！”“为被打伤的同学报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集会，这

个集会是北平学联的创意，并委

托中国大学学生会负责组织。董

毓华和白乙化是中国大学学生会

负责人，他们组织同学到各学校

和医院征集血衣，走访受伤同学

的家长，100 多件血衣拿到了中

国大学，使集会显得肃穆庄严，那

些被挡在城外没能参加游行的学

校代表看了血衣和照片，尤其是

看到翁燕娟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

都要惨遭毒手，全场群情激昂，义

愤填膺。董毓华代表北平学联向

大会介绍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

运动的情况，他从华北形势讲起，

条理清晰地谈到了青年学生抗日

救亡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那天还有外国记者在场，董毓华

要求外国记者声援北平学生，同

时要求所有的参会者宣传这次会

议的精神。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地

说：“我们不怕流血牺牲，要坚持

不懈地把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到

底！”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公

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

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

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摘自《光明日报》）

中共地下党员黄敬站中共地下党员黄敬站
在电车上向群众宣传抗日在电车上向群众宣传抗日。。

北平抗战，一二·九运动是

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大学是

北平学生抗日运动的基地，1935

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在中国大

学成立，机关设于北平女一中。

此时，北平地下党力量逐渐壮

大，积极发动群众，是一二·九运

动的催生婆。北平学联在中共

地下党的组织下，通过各高校的

学生会酝酿更大规模的抗日救

国学生运动。

1935 年 12 月 8 日，一二·九

运动的策划会在燕京大学召开，

与会者有燕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东北大学、

师范大学、师大女附中、女一中

的代表。

1935年12月9日的清晨，北

平的街道上寒风刺骨，冷冷清

清，行人戴着棉帽，裹着棉袄、棉

裤，蹬着棉鞋行色匆匆。北平一

片肃杀之气，身穿黑色制服的警

察打着哈欠刚刚上岗。突然，从

缸瓦市一带的小胡同里冲出了

一队打着横幅的学生，这是中国

大学学生领袖、共产党员董毓

华、白乙化率领的队伍，他们头

戴礼帽、围着围脖，身穿长衫振

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华北特殊化！”“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取消冀东防共自治

政府！”

同学们手挽手，肩并肩，由

北向南行进，董毓华和白乙化走

在最前列，100 多名学生边走边

散发传单。警察前来阻挡，董

毓华指着中国大学的校旗说：

“我们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为了

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日本出

兵华北，不愿当亡国奴，我们到

中南海新华门，向军委北平分

会请愿，要求政府抗日。我们

这是救亡的正常行为，请放我

们过去。”

警察执意不肯，董毓华与地

下党交通员联系后发布命令：

“目的地是新华门，路遇阻拦可

以化整为零，不一定保持队形。”

队伍立刻分散开来，警察首

尾难以兼顾，走到府右街南口，

董毓华看到警察林立，就与白乙

化等人迎着警察走去，说想通过

这个路口到新华门，交涉未果，

董毓华和白乙化指挥同学们三

人一组分散行动。学生们一分

散警察就抓瞎了，群龙无首，不

知如何应对，中国大学的学生

绕 道 穿 过 胡 同 率 先 抵 达 新 华

门。就在这时，浩浩荡荡的请

愿队伍过来了，师范大学、北平

大学法商学院、东北大学等学

校的学生按照预定时间陆续抵

达新华门。

2000 多名学生聚集在中南

海门口要求何应钦出来接见请

愿学生代表，当面向他递交请愿

书，向国民党北平当局和平请

愿。然而新华门戒备森严，何应

钦不露面，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

会派何应钦的秘书侯成出来应

付。侯成说何应钦去了西山，他

一定会向其转达学生的意见，请

各校学生立即回校好好读书。

此刻，武装摩托警察已将学生们

团团围住，强迫学生回校。

与此同时，传来东北大学的

学生在西直门大街同警察发生

冲突，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

生被警察拦截在西直门外的消

息。董毓华、宋黎、史立德等人

当机立断，决定改请愿为抗日救

国示威游行，指挥部决定游行队

伍以回校为名离开新华门，沿西

长安街，经过西单、西四牌楼，转

向沙滩，然后到天安门集合。

白乙化和一位同学一道举

着横幅，走在游行队伍前列，走

到六部口时，遭到武装警察毒

打。大刀队骑车而来，下车不分

青红皂白就用刀背砍杀手无寸

铁的学生；消防车也来了，高压

水龙头向学生射来。学生们却

挽着手臂迎着水龙头前进。

同学们沿着西长安街进入

西单、西四，边走边呼喊口号，走

到护国寺时，从辅仁大学冲出约

500 名学生，加入到游行队伍

中。他们继续向沙滩走，边走边

喊：“北大恢复‘五四’精神”。当

时的北京大学分三个院，一院在

景山东街，二院在沙滩北街，三

院在北河沿，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极富鼓动性，北大学生、中共地

下党员黄敬带头参加游行，接着

北大又冲出来200多名学生加入

到游行队伍中，大家八路纵队，

手挽手、肩并肩向东交民巷前

进。据中国大学学生甘一飞回

忆，他们到达新华门时已有2000

多名学生，游行中加上辅仁大学

和北京大学的学生后达到 3000

人，沿途不断有社会各界人士加

入游行队伍，最后参加游行的勇

士达到一万人。队伍走到王府

井时，从王府井南口到八面槽挤

满了人，大批警察开始用自行车

堵截，皮带抽打，水龙头冲袭。

董毓华机智地夺过水龙头喷向

警察。同时秘传口令将游行队

伍化整为零，再到北大三院操场

集合。

在北大三院，北平学联主席

团宣布：一、通电全国，要求各地

各界响应一二·九爱国学生的救

亡运动，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二、

宣布北平大学、中学开始罢课，

以示抗日救国运动之决心；三、

抗议当局无理镇压学运，要求抗

日救亡集会结社之自由。

1212月月1616日日，，面对军警的拦截面对军警的拦截，，北北
平爱国学生夺过水龙头反射军警平爱国学生夺过水龙头反射军警。。

中共地下党员王若君中共地下党员王若君（（前排前排
女学生女学生））参加一二参加一二··一六运动游一六运动游
行示威照片行示威照片。。

““一二一二··九九””当天当天，，北平爱国学生北平爱国学生
在新华门前在新华门前，，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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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日 本

帝国主义扩大对华

北的侵略，策划华北

五省（河北、山东、山

西、察哈尔、绥远）和

二市（北平、天津）脱

离祖国独立，华北沦

亡迫在眉睫。

北平的青年学

生对华北危亡有切

身感受，勇敢地冲在

第一线。在中共北

平临时市委谷景生、

周小舟、彭涛及中共

河北省委驻北平特派

员李长清等人领导

下，在学生中工作的

共产党员黄敬、姚依

林、郭明秋、宋黎等人

积极组织指挥，北平

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

的一二·九和一二·一

六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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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地下党催生一二·九运动

中国大学逸仙堂的血衣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