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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为家国事
———记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李伯康

鲍志华 徐时松 整理

谈起自己的过往经历，今年 !" 岁的李伯康就有说不完的话，言
谈中对富阳仍然一往情深。他说，希望有机会能看看家乡的变化，看
看富春江。

【人物名片】

李伯康，浙江富阳场口镇人，#"$% 年 " 月出生，&"'!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毕业于燕京
大学新闻系。历任北京市青年文工团团长、青年团北京市委文化艺术部副部长、共青团北京市委
统战部部长、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北京青年报》总编辑、共青团北京市委常委兼办公室主
任、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宣传处处长、北京市房管局办公室主任。&"%" 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
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副部长。&"!' 年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第六、七届政协副主席、党组
副书记。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同饮春江水，本为一家人。如果你在外地的亲人、朋友、同事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
不平凡的成绩等，都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共同分享在外优秀富阳人的故事。电话：())'*##*、
#)!(!#"#*+)；邮箱：,-./01&()2345。

“天南海北富阳人”继续征集中

共青团工作15年，牢固树立革命人生观

&"'" 年 ) 月，李伯康被调
到北平团筹委会工作。连他自
己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干就是
&* 年，在北京团市委的多个部
门任过职，直至 &"(' 年才离
开。&"'" 年 " 月，组织上决定把
青年文工团改组为团市委文化
艺术部，李伯康留任文化艺术
部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6

年 &6 月，他又接手负责管理团
中央移交的青年服务部。

&"*6 年 &6 月，中央政府组
织若干土改工作团到南方新解
放区参加土改工作。时年 +' 岁
的李伯康被任命为中南九团的
党支部书记、第一队长，赴湖南

祁阳县参加土改工作。
&"*) 年，团中央发出倡议，

号召青年大力垦荒。李伯康参
加了团中央组织的“北京青年
垦荒队”，赴黑龙江萝北开荒。

&"*) 年底到 &"*' 年春，在
团市委的主持下，李伯康带领
青年小组到北京苏联展览馆建
筑工地蹲点，向援建的苏联专
家请教苏联青年突击队建设共
青城的经验，进行了创建青年
突击队的实践，组织各工种多
支青年突击队共同完成了一项
工程任务，总结了充分发挥青
年工人在建筑工程中的突击作
用的经验，经团市委报告后，由

北京市委和团中央批转全市和
全国有关部门，迅速掀起了组
建青年突击队的热潮。事后，他
又与人合作，主编出版了《青年
突击队的故事》等书籍。

在团市委工作的 &* 年间，
李伯康还担任过团市委统战部
长、办公室主任、市青联副主
席、《北京青年报》总编辑等职，
并曾到华北党校学习、参加苏
联举办的“世界青年论坛”等，
积累了工作经验，提高了政治
素质，充实和巩固了革命的人
生观和世界观。

暮年壮心不已，一直工作到71岁离休

“文革”中，团市委是最先
受到冲击的单位之一。&"(% 年，
李伯康和妻子范保云双双被定
为“黑线人物”，被批斗、“群众
专政”，不能回家。' 个孩子由
&+ 岁的大女儿带领，靠左邻右
舍的关照生活。&"%) 年，李伯康
重新分配工作，&"%! 年底彻底
平反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
传部办公室主任、副部长。&"!'

年，他调任市委统战部部长。
&"!* 年 & 月兼任北京市政协副
主席，并任全国政协第七、第八
届委员。

工作中，李伯康忠实地执
行党中央的政策，对反映情况
的从不拒绝，材料白天来不及
看就晚上看，遇到疑难案件会
专门召开有关部门、有关人士
座谈，多方听取意见后再确定
解决方案，以确保落实政策的
准确性。

李伯康十分重视党派工
作，经常走访，听取意见，共同
商量党派建设和有关工作。为

恢复和建设“北京社会主义学
院”，他做了许多工作，建成了
学院教学楼和宿舍楼，并兼任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首任院长。
为了开展港、澳、台和侨界的统
战工作，他协助北京市政协，聘
请了第一届港、澳委员，组建了
第一届“北京市海外联谊会”，
并任会长。

&""' 年，李伯康按理可以
退居二线了。组织上出于对工
作的整体考虑，要他再任一届
政协党组副书记，继续兼任北
京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岁的
李伯康服从安排，没有怨言。根
据海外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北
京社会主义学院加挂北京中华
文化学院的牌子，聘请港、澳知
名人士为学院兼职教授，举办
港、澳、台胞参加的中华文化研
修班和培训班，为振兴中华文
化，扩大与海外的联谊和交流
迈出了可喜一步。

&""( 年，北京社会主义学
院组建了“统战理论研究小

组”，特邀中央社院、中科院、北
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数十
名专家、学者参加，共同开展统
战理论研究。(" 岁的李伯康担
任组长之后，多次召开统战理
论研讨会。&""% 年 &+ 月，他主
编了《我与北京政协》一书，由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直到
&""! 年，%& 岁的李伯康才从岗
位上退下来。

回顾一生，李伯康觉得自
己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既经历
过旧社会，亲眼看到日本人的
侵略暴行和国民党统治的腐
败，又亲身见证了新中国的诞
生，还激情满怀地参加了新中
国的建设，虽然也经历过解放
后“左”的路线的干扰，但终于
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和
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深深感
到，每个人的命运确实跟党和
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遇
到坎坷，个人命运也坎坷；国家
步入正确发展道路，个人就能
发挥自己的才能。

&"'! 年 &+ 月，四野部队从青龙桥
挺进北平西苑成府，清华、燕京大学宣
告解放。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燕京
大学所有社团联合起来，成立了“燕京
大学迎接北平解放文艺宣传大队”，李
伯康被推选为大队长。

&"'" 年 & 月 )& 日，李伯康带领宣
传大队，紧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城，在
街头贴标语、扭秧歌、作演讲，向老百姓
宣传北平和平解放及解放战争节节胜
利的形势。+ 月 ) 日，解放军举行北平
解放入城仪式，李伯康带领宣传队在前
门附近欢庆胜利，见证了伟大的历史时
刻。

) 月 ' 日晚，北平市团筹委会决
定，抽调 ++ 名燕京学生和 ! 名清华学
生，由李伯康带领，筹建“北平市青年文
工团”。) 月 +( 日，团筹委会又从燕京、
清华抽调 %6 多名学生文艺骨干，组建
北平市第一个文工团———北平市青年
文工团，李伯康被任命为团长。

当时，凡有重大庆典活动，北平市
青年文工团都前往演出。&"'" 年 ( 月

&" 日，中央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议胜
利闭幕，李伯康带领文工团参加庆祝晚
会，演出第一个节目为大合唱。大幕拉
开，合唱团人员发现前排坐着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首长，于是个个
热血沸腾激情飞扬，比平常任何时候都
唱得整齐响亮，唱出了豪迈，唱出了气
势。压轴节目是新编排的群舞《民族大
团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热烈鼓掌，全场掌声雷动。

亲眼目睹国家的深重灾难

李伯康的父亲名叫李兆方，靠公费
读完大学后在山东烟台教书，后到天津
启新水泥公司工作。他目睹了国民党政
府的腐败和国家的深重灾难，因此希望
子女学工科，掌握技能，成为建设国家
的有用人才。&")+ 年，他把妻儿从富阳
场口接到天津，当时李伯康 * 岁。

李伯康在天津耀华学校就读 &+

年，从小学到高中毕业。这一时期，正值
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和
杀戮。当时，一位耀华校长就因爱国反

日被日本人暗害。&"'& 年太平洋战争爆
发，日寇占领英法租界，向所有学校派
驻日语教官。年少的李伯康对日寇充满
了愤慨和仇恨。

&"'* 年夏，李伯康高中毕业，考入
天津工商学院。! 月，日寇投降，中国人
民的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但是，国
民党倒行逆施重开内战。李伯康亲眼目
睹国民党的腐朽堕落，还目睹了所在学
院的法国神父明目张胆欺压中国教师，
于是毅然决定另觅他校。

在“学运”中锻炼成长

&"'( 年秋，李伯康考入燕京大学
新闻系，人生历程开始了一个新的阶
段。

当时，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力量相当
强。他入学第一天，就有地下党员和进
步同学来“关照”，给他介绍学校的教学
情况和进步传统，尤其是各类进步社团
的活动情况。不久，他参加了主要由新
闻系同学组成的由多名党员作为骨干
的“文学研究会”，之后又参加了进步学
生社团“高唱队”、“海燕剧团”。

&"'% 年秋，文学研究会组织会员
去八达岭。长城脚下的电线杆上挂着一
颗血淋淋的人头，经询问得知是被国民
党杀害的我方游击队员。同学们义愤填
膺，李伯康也怒火中烧，在长城上悲愤
难抑。

回到学校后，他怀着满腔激愤，以
“人头”为题作诗一首控诉国民党当局
对人民的镇压与杀戮，呼吁团结起来争
取民主自由———“山头上狂风怒吼7山
涧里溪水横流8山下电杆上挂着一颗人
头8不知道他姓氏如何8像羔羊被豺狼撕
裂了尸首8哪里有民主8哪里有自由！”这
首诗刊登在墙报上，引起了同学们的强
烈共鸣，后被刊登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实

习报纸《燕京新闻》副刊上。
&"'! 年 ( 月，李伯康被吸收为党

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合会（简称“民
联”）会员。当时“学运”斗争日益紧张，
他担任了更多工作。

&"'! 年 ! 月初，国民党败局已定，
垂死挣扎，准备大开杀戒，对进步学生
进行全城大搜捕。上级党组织立即作
出指示，安排一批社团负责人和已经
暴露的领导人撤离。从北平去解放区
要途经天津，按党组织指示，李伯康写
信给天津的父亲，说近期有要好的同
学去天津办事，望热诚接待和帮助。由
此，一批撤离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
以此为中转站，李伯康父母全都留吃
留住，有的还给予盘缠，最后都安全抵
达了解放区。

一批地下党员撤离后，李伯康担当
起更多的工作。经推荐，他先后担任“海
燕剧团”、“五月文艺社”、“二月美术社”
等社团的负责人，同时接任《燕京新闻》
副刊编辑，在更加复杂尖锐的形势下坚
持斗争。

&"'! 年 && 月初，党组织批准李伯
康入党。

担任文工团团长，为新中国纵情歌唱

李伯康（手捧奖旗者）任北平
市青年文工团团长时，与团员们
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