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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七領袖背景資料表1 

 

（一）沈鈞儒： 

姓 名 沈鈞儒 

字號筆名等 秉甫（字）、衡山（號）、憲生、衡（以上為筆名） 

籍 貫 浙江省嘉興府秀水縣（今嘉興市） 

生 卒 時 間 1875 年 1月 2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廿五日）生於江蘇蘇
州。 

1963 年 6月 11日因支氣管肺炎病逝北京，享年八十八歲。 

家 庭 背 景 出身傳統書香門第，官宦世家。 

曾祖父沈濂是清道光進士，曾任鎮江、江寧、徐州等地知府。 

祖父沈瑋寶曾任蘇州知府。曾祖父、祖父均被誥贈朝儀大夫、 

翰林院編修。 

父沈翰以江蘇候補知縣僑居蘇州。 
妻張象徵（孟嬋），育有四子一女。 

學 歷 3歲由母親課讀識字。 
5歲入塾受啟蒙教育。 

1888 年（十三歲），中秀才。 

1903 年（廿八歲），中舉人。 

1904 年（廿九歲），中進士，為科舉取士的最後一批進士。 

1905 年 9月，辭去刑部主事不做，赴日本進東京私立法政大
學速成科學習。期間與改革派和革命派都有來往。 

1907 年秋，從法政速成科畢業回國。 

經 歷 1900 年，沈鈞儒父親過世，叔父沈衛以甲午翰林簡放陝西學
政使，他隨叔父到陝西三原學署任文案三年。 

1904 年，中進士後簽刑部主事。 

1906 年冬，因清政府頒佈仿行憲政的上諭，由日本返國，後

看清廷立憲並無動靜，又廢然回日本。 

1907 年，在東京參加楊度等人創立的「憲政講習會」，並與
他人聯名向清廷呈遞一份〈民選意願請願書〉，這是第

一份要求清廷速開國會的請願書。 

同年，由日本回國後，分配到法部貴州司任主事，並在北京

                                                 
1 此背景資料的時間斷限，係到 1935 年底眾人發起成立救國會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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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楊度等設立「憲政公會」（憲政講習會的改名）。 

1909 年，當選浙江諮議局副議長，同時兼任浙江兩級師範學

堂監督（即校長）。 

1910 年，先後參與三次國會請願運動，但大失所望。隨著全

國保路風潮興起，和革命高潮的到來，沈與其他許多立
憲派人士一樣，轉到了革命的方向。 

1911 年，浙江獨立時，立憲派和革命派共推湯壽潛為都督，

沈鈞儒被任命為臨時警察局長。 

1912 年 3月 25日，被任命擔任浙江軍政府教育司司長。 

同年 5月，加入中國同盟會，由立憲派轉為革命派。 
同年，當選國會參議院候補議員。 

1913 年 10月，與國民黨中部分溫和派如張耀曾等聯合進步

黨的李國珍等共組「民憲黨」。 

1914 年，在上海參加歐事研究會。 

反洪憲帝制，幾為所害。 

1916 年，袁世凱去世，段祺瑞組閣，沈的摯友張耀曾任司法
總長。 

1917 年 3月，因張引薦出任司法部秘書。 

同年 11月 18日，由原歐事研究會成員發起組織的政學會在

北京成立，標榜「溫和漸進主義」，沈積極參與。此後

活動與政學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1918 年 7月 27日，赴廣州遞補擔任護法政府參議院議員。 

1920 年 8月 23日，被軍政府任命兼總檢察廳檢察長，但不

久因故離職。 

1922 年初，出任政學會機關報《中華新報》主筆，專寫社論。 

同年 6月，安福國會選出的徐世昌總統被迫辭職，黎元洪復
位，護法政府取消，北京政府改組，沈北上重任參議院

議員，兼該院秘書廳秘書長。 

1923 年，反曹錕賄選，離北京往上海。 

1924 年，和褚輔成等參加浙江省自治會議，此時其著重省憲

自治運動，認為是擺脫軍閥專制統治的唯一途徑。 

同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段祺瑞被推為中華民國臨時執
政。沈返回北京，與反對曹錕賄選議員200人成立國會

非常會議，意圖對抗段祺瑞提出之善後會議。 

1926 年，參加「中國濟難會」。 

同年 7月，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出師北伐，9月沈離京赴滬，

與褚輔成、董康、黃炎培、許世英等組織蘇、浙、皖三
省聯合會，反對孫傳芳，被列入逮捕黑名單。 

同年冬，任上海法科大學校董。 

1927 年 2月 18日，國民革命軍進駐杭州。25日浙江省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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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由褚輔成任主席，沈鈞儒任秘書長，有共產

黨員宣中華、潘楓涂參加，此時國民黨尚在行聯俄容共

政策。 

同年 4月 12日，國民黨清黨，沈鈞儒與褚輔成於4月 14日

被捕。國民黨浙江臨時政治會議主席張人傑，以二人靠
攏共產黨，思想左傾，主張將他們立即槍決。後經臨時

政府委員莊崧甫（是蔣中正幼年時期的老師）向南京蔣

介石求情轉圜，二人恢復自由。 

同年10月，任上海法科大學教務長（1930年 1月法科大學

改名為上海法學院）。 
1928 年 5月 21日，江蘇高等法院頒發給他律師證書。 

同年 8月，開始執行律師職務。 

1931 年，被上海律師公會選為執行委員。 

同年10月 26日，與上海各大學教授王造時、張耀曾等 200

餘人聯名致書當時的「寧粵和平統一會議」全體代表，

陳述對時局的意見。 
同年12月 19日，與旅滬浙人發起成立「浙江省國難救濟

會」，並被選為理事。 

同日，成立「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是發起人之一。 

1932 年 2月，與李次山等人作為上海律師公會的代表，參加

上海各方面人士發起組織的「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 
同年 3月 10日，因淞滬戰役遷往洛陽辦公的國民政府，宣

布於 4月初在洛陽召開「國難會議」，沈被聘為出席國

難會議的成員。 

同年 4月 5日，與張耀曾、王造時、張一麟、李次山、史量

才等聯名，拒絕出席國難會議。 
同年 4月 10日，被上海律師公會選為常務委員。 

同年12月 29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沈參加並任上

海分會的法律委員。 

1933 年 3月 18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改選，被

選為執行委員。 

同年 6月，於全國律師協會第五屆代表大會上提出冤獄賠償
法案。 

1935 年 5月 4日，杜重遠《新生》案發生，沈鈞儒等為此案

奔走。 

同年 12月 12日，與上海文化界280餘人聯名發表〈上海文

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支持北平學生愛國運動。是宣言
主要起草者之一，也是徵集簽名運動的倡導者。 

同日，與律師協會致電南京政府及宋哲元，要求釋放北平被

捕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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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鄒韜奮： 

姓 名 鄒韜奮（筆名） 

字號筆名等 鄒恩潤（本名）、谷僧、因公、心水、落霞、孤峰、秋月等

（以上為筆名）、沈白甫、鄒恆遜、鄒白甫、李晉卿、季晉

卿（以上為化名） 

籍 貫 江西省餘江縣（祖籍） 

卒 生 時 間 1895年 11月 5日（清光緒廿一年九月十九日）出生於福建。 

1944年 7月 24日因腦癌症死於上海，享年 49歲。 

家 庭 背 景 出生在沒落的官僚家庭。 

祖父鄒曉村曾任福建永安、常樂知縣，後官至延平知府。 

父鄒國珍長期在福州候補，辛亥革命前夕才出任福建莆城鹽

大使。 

1915 年前後赴北京，任北京政府財政部印花稅處科長。後長
期在家賦閒，家境十分困窘。 

1907 年，鄒韜奮12歲時母親病故。 

1923 年，與葉復瓊結婚，然未及兩年妻病故。 

1926 年，再娶沈粹縝，育有二子一女：鄒嘉驊、鄒嘉騮、鄒

嘉驪。 

學 歷 5歲由父親啟蒙，稍大入家塾。 

1909 年，考入福州工業學校，開始接受新式教育。 

1912 年，遵父命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外院（即附屬小學堂）四
年級。雖然在準備作工程師的學校裡讀書，但心裡早就

對新聞記者這個職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13 年，遞升南洋公學附屬中學（即附屬中學堂）。 

1917 年，遞升南洋公學上院（大學堂）專門預科，讀電機科，

因對工科實乏興趣，第二年第一學期唸完後決定休學。 
1919 年 9月，插班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三年級，主修西

洋文學，副修教育，因符合志趣，故感到十分痛快。 

1921 年 7月（廿六歲），從聖約翰大學畢業，獲得文學學士

學位。 

經 歷 為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在中學時就嘗試寫作：向《申報》副

刊《自由談》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學生雜誌》等報刊投稿。 

1919 年 2月，經同學介紹，去江蘇省宜興縣蜀山鎮擔任家庭
教師。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7月從宜興一回到上海，立即參加

上海學生聯合會出版的《學生聯合會日刊》的編輯工作。 

1919-1921年，聖約翰讀書期間，為了籌措學費、生活費，

除了翻譯著述賺取稿費，平日也得去當家庭教師，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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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圖書館擔任夜班工作人員。 

畢業最初經畢雲程介紹，到上海紗布交易所擔任英文秘書。

復利用業餘時間到《申報》館幫忙，工作是回覆英文函

件。 

1923 年初，辭紗布交易所工作，到黃炎培等創辦的中華職業
教育社擔任編輯，主編《教育與職業》月刊和《職業教

育叢書》。此外每年編寫一冊關於中國職業教育的英文

小冊子，寄往各國教育機關作宣傳之用。不久又在中華

職業學校兼教英文。同時還參加實際的職業指導運動。 

1925 年 10月，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生活》週刊，目的是
宣專職業教育及職業指導的情況和言論，鄒常幫助撰寫

文章。 

1926 年 10月，接任主筆，開始擴大週刊的宗旨，改變編輯

方針和刊物內容。 

1927 年初，兼任《時事新報》的秘書主任，並主持編輯該報

副刊《人生》，但年底辭去此兼職。 
1929 年，《生活》週刊由單張改為十六開本，銷數陡增至八

萬份。1930年《生活》增至十萬份。而直至此時國民政

府對週刊都是表示讚賞的。 

1930 年 9月，週刊社成立「書報代辦部」，進一步展開為讀

者服務的業務。 
1931 年，透過畢雲程認識胡愈之，是《生活》週刊進一步發

展的契機。 

從九一八到一二八，《生活》週刊開始反對國民黨先安內再

攘外的政策，銷售數量大增。 

1932 年 7月，「書報代辦部」擴大成為「生活書店」，鄒韜奮
任總經理。 

1932 年春，國民政府高級將領胡宗南親自到生活週刊社把鄒

韜奮接去談了四個小時，雙方不歡而散。 

1932 年 7月，上海市政府以「言論反動，毀謗黨國」的罪名

禁止生活週刊郵遞，先是禁止在部分地區郵遞，繼而禁

止在全國地區郵遞。 
1932 上半年，與戈公振、畢雲程、李公樸等人聯名發起《生

活日報》，因國民黨施加壓力被迫停辦。 

1932 年 12月 30日，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推為臨時中

央執行委員。 

1933 年 7月 14日，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遭暗
殺，被迫出國（第一次流亡）。生活週刊由胡愈之、艾

寒松負責編輯。 

1933 年 12月 8日，國民政府以生活週刊支持福建人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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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由下令查封。 

1935 年 7月 11日，在《芝加哥論壇報》上看到杜重遠的《新

生》事件，決定立即回國。 

1935 年 8月 27日，回到上海。 

1935 年 11月 16日，《大眾生活》週刊在上海創刊，其發刊
辭中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

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方式，都作了符合馬克斯主義

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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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乃器： 

姓 名 章乃器 

字號筆名等 章埏（原名）、杜文、金峰、聶奇（以上筆名） 

籍 貫 浙江省青田縣人 

生 卒 時 間 1897年 3月 4日（清光緒廿三年二月二日）生。 

1977年 5月 13日因胰腺炎、尿毒症病逝北京，享年八十歲。 

家 庭 背 景 出生於一個仕紳的小康之家。 

祖父楷祖父章楷是一個舉人，國學根柢好，有青田才子之稱。章乃
器擅長寫文章，得力於祖父幼年的教育。 

父親章炯（叔明），滿清末年留學日本，學習警政。在北京

政府時期，先後做過浙江遂昌和青田兩縣的警察局長。 

有兄弟姊妹五人：大哥章培，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生，與白

崇禧 
同班，兩人交誼頗深。 

三弟章郁庵（章秋陽），是早期共產黨員，長期從事地下工

作， 

1940年為國民黨特務殺害。亦是章家唯一的共產黨人。 

章乃器幼年時家道中落，差堪溫飽而已。 
章家與同鄉陳氏世有交誼，章乃器少年時與陳誠為總角交。 

原配王鏡娥，生子女四人。 

與元配離異後再娶胡子嬰（1928年）。 

與胡子嬰離異後又娶楊美真。 

學 歷 入私塾。 

入青田縣立敬業小學。 

1913 年秋，十六歲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甲種商業學校。因家境

每況愈下，靠獎學金完成學業。 
1918 年夏（廿一歲），從商校畢業。 

經 歷 1912 年，辛亥革命時期曾到南京投效新軍江浙聯軍當兵，為
時一年。 

1918 年，經商校校長周季倫介紹，到杭州浙江地方實業銀行

當練習生，後來調到上海。 

1919 年春，前往北京，到北通州京兆農工銀行任營業部主

任。一年後升任襄理兼營業主任。 
五四運動爆發後，章從通州趕到北京，對學生的愛國行動起

了無限的欽佩，同時因自己救國有心而赴難無路感到苦

悶。 

1920 年，在北京一個中美合資的企業中擔任會計主任。因不

滿洋經理的頤指氣使，三個月後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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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秋，重回上海，再入浙江地方實業銀行任營業部辦事

員→營業部副主任→營業部主任→襄理兼營業部主任

→副經理兼檢查部主任（1936被迫離開）。 

1926 年 11月，浙江宣布脫離孫傳芳而獨立，獨立宣言出自

章乃器之手。 
1927 年，國民黨清黨期間，利用職權掩護幫助中共地下黨。 

1927 年 11月，獨力創辦《新評論》半月刊，宣揚民主，反

對暴政。 

1929 年春，《新評論》以“袒共”的罪名被查禁。 

1932 年春，參加「上海各民眾團體救國聯合會」。 
1932 年 6月 6日，創辦「中國徵信所」，後兼任董事長。在

其中培養了一批愛國青年，掩護了不少「革命」幹部。 

1933 年，開始參加救國會的發起。 

1934 年 4月，與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等發起「中華民族

武裝自衛委員會」。 

1934 年、1935年，中國的貨幣問題和金融市場劇烈變化，章
寫了許多相關的文章，篇幅佔那時期中他全部作品的半

數。1936年他將文章匯集出版一本《中國貨幣金融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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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沙千里： 

姓 名 沙千里 

字號筆名等 仲淵（原名）、重遠 

籍 貫 江蘇蘇州（祖籍） 

生 卒 時 間 1901年 6月 12日（清光緒廿七年四月廿六日）生於上海。 

1982年 4月 26日病逝北京，享年八十一歲。 

家 庭 背 景 祖輩曾是商業資本家，但在沙千里出生時已經破落。 

1908 年（七歲），父親過世，餘母親、姊姊、妹妹和沙千里
四人，靠親友接濟，勉強過活。 

1923 年，與朱秀穎結婚，朱氏於生二女時產後死亡。 

1930 年，與黃國林（桂靈）再婚。 

學 歷 小學未曾讀完。 

閒暇時自我進修，先在青年會辦的夜校補習英文，後來又過

著工讀生活。 

中學還未畢業，就進大豐洋布號工作。 
接觸馬克斯主義剩餘價值理論。 

受上海復旦大學師生所辦刊物《平民》周刊影響，宣傳合作

主義。 

1925年秋，以同等學歷考取上海法政大學。 

1926年秋，轉學到上海法科大學。 
1929年秋（廿八歲），上海法科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 

經 歷 小學未曾讀完，就被送到上海大豐棉布批發字號當學徒，五

年之內由學徒、職員到帳房連升三級。 
參加五四運動。 

北伐前參加國民黨，是接近國民黨左派的一員。曾在天后宮

橋國民黨三區黨部擔任執行委員，積極從事國民黨的秘密工

作。國民黨清黨後，感到心灰意懶，不再去黨部活動。 

1928 年，參加共產黨員許德良、徐庚驁等發起成立的「青年
之友社」，並被推為負責人之一。 

後《青年之友》週刊改革，沙任革新版的主編，銷售量日增。 

1930 年，《青年之友》因鼓吹階級鬥爭、宣揚普羅文學，遭

國民黨高壓與破壞，決定自動停刊。 

1930 年 12月，在青年之友社的基礎上成立「螞蟻社」，在向
國民黨申請立案中，沙氏出了大力。 

1931 年，開始從事律師業務。 

1934 年春，與蟻社主要核心成員許德良、李伯龍、章乃器、

楊修範、葛師良等參加「蘇聯之友社」的活動，並在蟻

社成立「蘇聯之友小組」。蘇聯之友社受中共「左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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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總同盟」領導，負責人有錢亦石、錢俊瑞等。可說此

期間沙千里參加了中共上海地下黨的外圍組織。 

1935 年 10月，在蘇聯之友小組的決定和支持下，創辦《生

活知識》半月刊（其實就是蟻社的機關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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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造時： 

姓 名 王造時 

字號筆名等 雄生（本名） 

籍 貫 江西省安福縣 

生 卒 時 間 1902年 8月 3日（清光緒廿八年六月卅日）生。 

1971年8月5日因肝腎綜合症病故上海監獄，享年六十九歲。 

家 庭 背 景 父親王濟善，年輕時做過搬運竹木的碼頭工人，後來累積資

金經營竹木生意，成了商人。母親劉氏為繼室，生王造時與
其二兄英生。 

1928 年秋，與髮妻朱透芳結婚，生長子王鈞陶、長女王海若、

次子王鈞樞、次女王海容。 

1961 年續弦鄭毓秀。 

學 歷 1910-1912年，入私塾三年。 

1913 年，入安福縣高等小學。 

1916 年，考入江西南昌第一中學。 
1917 年，考取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共讀了八年：中等科

四年，高等科四年。 

1925 年 8月，留學美國，入威斯康新大學，獲得政治學學士、

碩士、博士學位。 

1929 年 8月，留英一年，入倫敦經濟學院，鑽研費邊社會主

義。 
1930 年 5月，離英返國。 

經 歷 在清華八年期間，連任學生評議會主席和幹事會主席。 
參加五四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1925 年，代表清華參加北京各校滬案後援會，聲援上海的五

卅運動，並在《京報》副刊主編《上海慘劇特刊》。 

1930 年 8月，接受上海私立光華大學的聘書，擔任政治系教

授。 
1931 年，繼羅隆基之後，任該校文法學院院長兼政治系主

任。同時在大夏大學、上海法學院、中國公學兼課。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10月 10日，發表《救亡兩大政策》

的小冊子，主張對日實行抗戰，對內實行民主。 

同年，與章益（復旦大學教育系主任）、謝循初（暨南大學
校長）等發起組織「上海各大學校教授抗日救國會」。

接著又與其他抗日團體聯合成立「上海各抗日救國團體

聯合會」，都擔任常務理事。 

1932 年初，為南京國民政府聘為國難會議會員。留滬會員曾

發起召開座談會，交換對於結束訓政、實行憲政、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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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的意見，王被舉為幹事。 

1932 年，一二八上海戰爭爆發，積極參加上海各抗日救國團

體聯合會支援十九路軍的工作，結識了陳銘樞、蔡廷

鍇、翁照垣等人。 

在上海戰事緊急的時候，與熊希齡、左舜生三人被上海各抗
日救國團體聯合會，及留滬國難會議會員推為代表，前往北

京督促張學良出兵東北，收復失地，以解上海之危。 

上海、北平、天津三處的國難會議會員推王造時、熊希齡、

褚輔成、穆藕初、馬少山、李璜、羅隆基七人為代表，前往

南京與政府談判結束訓政、實行憲政，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
進攻的問題。結果不歡而散。於是王等拒絕出席在洛陽召開

的國難會議。 

與留滬不出席國難會議的會員張耀曾、黃炎培、左舜生、趙

叔雍等發起組織「民憲協進會」，與當時在野的孫科談判過

數次，不久無形解散。 

1932 年底，積極參加宋慶齡、蔡元培等發起組織的「中國民
權保障同盟」的活動。1933年 1月，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上海分會成立，被選為宣傳委員。3月，被選為執行委

員。4月，同盟全國執委會組織「營救政治犯委員會」，

為委員之一。 

1932 年 11月 5日，與彭文應、潘大逵創辦《主張與批評》
半月刊，自任主編。但只出了3期，就被政府當局以言

論荒謬為罪名查禁。 

1933 年 2月，將《主張與批評》更名為《自由言論》，繼續

發行，結果亦被查禁。 

1933 年 7月，國民黨當局密令全國各大學不許聘請王氏教
書，原有各校的聘書也都收了回去。王只得在章士釗的

律師事務所掛牌作律師，並為商務印書館譯書以維持家

計。 

1933 年 11月，福建事變發生，陳銘樞派親信王禮錫（安福

小同鄉）密電邀王參加。王觀察後認為不成氣候，作罷。 

1935 年 4月，收集1931.9.18-1933.12.30期間的文章，出版《荒
謬集》，作為對國民黨的回擊。 

1935 年夏天，兩廣事變發生前，「民族革命大同盟」成立，

選王造時為中央委員。王以不知情況與綱領內容，沒有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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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李公樸： 

姓 名 李公樸 

字號筆名等 永祥（原名）、晉祥、仆如（號）、長嘯（筆名） 

籍 貫 江蘇省武進縣（原籍） 

生 卒 時 間 1902年 11月 26日（清光緒廿八年十月廿七日）生。 

1946年 7月 12日，在雲南昆明被暗殺身亡，享年四十四歲。 

家 庭 背 景 父李學增，在淮安縣大戶任管事。 

童年時就父母雙亡，家境貧寒，依靠三哥李公愚撫養。 
1928年出國前與張曼筠結婚。 

學 歷 1910-1913年在鎮江讀私塾。 
1920 年，進鎮江潤州中學。同年，再入武昌文華大學附中。 

1922 年，考入上海滬江大學附中高中部，半工半讀。 

1924 年，升入滬江大學，並在學校圖書館和青年會工作。 

1928 年秋，經滬江大學和青年會的推薦，考取美國俄勒岡州

雷德大學（Reed College）。8月 25日離開上海經日本轉
赴美國求學。在雷德大學讀政治系，對社會學尤其是社

會教育產生較大興趣。 

1930 年 8月（廿八歲），雷德大學畢業，離美經歐洲返國，

11月 8日返抵上海。 

經 歷 1914-1918年，隨三哥公愚在鎮江合興盛京廣洋貨店當學徒。

三年出師成為店員。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與店員、青年學生組織愛國團，抵

制日貨，揭發店主私販日貨，結果被店主解雇。 
1921 年，參加抗議校醫虐待學生的學潮，為武昌文華大學附

中開除。 

1925 年，五卅運動爆發，積極參加罷課，並代表滬江大學學

生參加上海學聯，擔任學聯工人科長，負責聯絡支援工

人的工作。 
1925 年，經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介紹，加入第一次國共合作

時期的國民黨。 

1926 年，離開滬大前往廣東參加北伐軍，在國民革命軍東路

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任宣傳委員。 

1927 年 3月 23日，隨軍進入上海。 
1927 年，痛心國民黨清黨及己身險遭毒手，憤而離開部隊並

脫離國民黨。 

1928 年秋-1930年夏，在美求學期間，利用假期半工半讀，

考察美國社會，同時一直擔任鄒韜奮《生活》週刊的特

約通訊記者，撰寫大量的通訊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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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返國途中經瑞士日內瓦，以旅美青年會代表身份參

加促進國際和平大會。 

1930 年 11月 8日，回到上海。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在上海想重辦「環球通訊社」，希

望獨立自主的辦新聞通訊，把歐美留學生聯繫起來，報
導各國新聞。但因當局限制及資金缺乏，未能發展起來。 

1931 年，與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發起組織「中國國際合作協

會」，任總幹事。 

1932 年，淞滬戰役後想與鄒韜奮、胡愈之、杜重遠、戈公振、

畢雲程等籌辦《生活日報》，但因當局限制，未能出版。 
1932 年 8月 28日，上海成立「廢止內戰大同盟」，出席大會，

並發言指出「蔣介石不配作孫中山的繼承人」。 

1932 年 12月 1日，在朋友幫助下，並得到《申報》總經理

史量才的資助，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任館長。 

1933 年 2月，創辦《申報》業餘補習學校，對象主要為學徒、

店員、職工。 
1933 年 4月，創辦《申報》婦女補習學校。同時主編《申報》

業餘週刊。 

1933 年夏，在圖書館設立「讀書指導部」，並在《申報》上

開闢「讀者問答」專欄。 

1934 年，流通圖書館的讀者由二、三百人逐漸增加至二萬多
人；補習學校由一所增加至八所，學生由二、三百人增

加至四千五、六百人。 

1934 年 2月 24日，中華職業教育社舉行專家會議，會上通

過成立「民族復興教育設計委員會」，黃炎培、李公樸、

黃齊生等9人被推為委員。 
1934 年 11月，申報「讀者問答」專欄遭到干涉不能續辦，

李公樸遂將之更名為《讀書生活》半月刊出版。 

1934 年 11月 13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成員，《申報》總

經理史量才，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於滬杭公路途中。申報

被迫轉變政治態度。 

1935 年 5月，創辦讀書生活社，大量出版社會科學，和自然
科學的通俗讀物。 

1935 年 8月，李公樸將《申報》流通圖書館、《申報》業餘

補習學校等更名為量才圖書館、量才業餘補習學校、量

才婦女補習學校，完全脫離申報館，並以此表示抗議和

紀念。 
1935 年 11月，４在上海由閻寶航、李公樸、鄒韜奮等人成

立「東北社」，支援東北人民的抗日救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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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史良： 

姓 名 史良 

字號筆名等 存初（字） 

籍 貫 江蘇省常州 

生 卒 時 間 1905 年 3月 27日（清光緒廿六年二月廿七日）出生於江蘇

常州。 
1985 年 9月 6日病逝北京，享年八十五歲。 

家 庭 背 景 書香世家，家裡曾有過五代舉人，祖父、外祖父均是進士。 
父親史剛淡泊名利，教書為業，曾參加同盟會。 

史良共有兄弟姊妹八名，因食指浩繁，家境貧困。 

1937年，與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譯員陸殿棟結婚。無子女。 

學 歷 幼年在家從父讀書。 

1914 年，進武進縣立女子師範附小，讀四年級。 

考進武進縣立女子師範本科，其新思想、新生活都是從這裡

萌芽發端的。 
1922 年，女師畢業，先在上海大同大學補習英語半年，然後

轉至女子法政學校學習（此學校是練習所性質，半年就

畢業了）；隨後就上了上海法政大學（1930改名為上海

法政學院）。 

1926 年，離開法政大學進上海法科大學（1930改名為上海法

學院） 
1927 年（廿二歲），從上海法科大學畢業。 

經 歷 性格從小就富於反抗，七歲時曾經抗婚。 
1918 年，在武進女子師範附小唸高小三年級時，領導同學驅

逐一個不勝任的算術教員，掀起學潮，罷課三天。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女師是五四運動中最活躍的學校之

一，史良則是五四中最激進的一個，她是女師學生會會

長，也是三校學生聯合會（常州省立第五中學、女師、
男師）的副會長兼評議部主任。 

1921 年，在武進女子師範本科三年級時，領導同學驅逐顢頇

的校長。 

1927 年，法科大學畢業以後，分配到南京國民革命軍總政治

部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先任常委，後任少校指導員，
專門訓練政治工作人員。由於與負責人發生衝突，結果

竟被以思想罪名逮捕，關入監獄兩個多月。 

之後前往鎮江江蘇省特種刑事法庭臨時地方法院任書記官。 

接著又到江蘇省區長訓練所任訓育員。 

1929 年，調到江蘇省婦女協會任常務委員兼總務主任。因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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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組織婦女，呼籲女權，被控「動機不良」，婦女協會

不久被解散。 

1930 年，往青島特別市黨部任訓政科主任。 

1931 年，開始在上海執業律師職務，並加入上海律師公會。

不久，被選為執行委員。 
1931 年起，擔任中共設在上海的外圍組織「革命互濟會」的

律師，在一起的律師還有潘震亞、張志讓、唐豪、陳志

皋等人，從此便和中共地下黨有了聯繫。 

1933 年，營救左聯作家艾蕪、中共地下黨員熊瑾玎、賀龍家

屬、鄧中夏、任白戈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