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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d Hunan female story

扫一扫看 H5
分享红色湘女故事汇

吴仲廉：新中国第一位女法院院长
1956 年夏，深夜时分，

空气沉闷，周围的树木一

动不动。此时，屋内的灯

依然亮着。

“吴院长，时间不早

了，我送您回去休息吧！”

警卫员小王敲了敲门，见

里面没人回应，便透过门

缝轻声劝说屋内的人。

这位“吴院长”，便是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吴 仲 廉。1952 年， 吴 仲

廉来到法院工作，此时正

值司法改革运动后期，也

是清查案件的关键时期，

各地上报高院判了死刑的

便 有 854 人。 吴 仲 廉 觉

得案件清查不能马虎，这

854 名死刑犯的背后，是

几百个家庭和几千名家属，事关

大局。于是，她亲自审阅案卷、

核对事实，经常工作到深夜。

由于此 前 在长征中历尽艰

辛，又在国民党监狱饱受折磨，

吴仲廉的身体一直比较 差。法

院上下深知吴仲廉心系群众，对

同志也关怀备至，唯独对自己考

虑得太少，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

常常带病“运转”。大家多次劝

吴仲廉住院治疗，但她执意不肯，

总是乐呵呵地说 ：“老毛病，死

不了。”

警卫员小王跟随吴仲廉有一

段时日了，知道院长工作时不能

被打扰，但白天院长就感到身体

不舒服，还请了医生来看——只

是这看完病后，院长就再没有离

开过办公室，怎么受得了？小朱

忍不住又敲了敲门，吴仲廉叫他

进来。

看 着吴仲廉办 公桌 上堆满

了厚 厚 的 案 卷， 小王 说 ：“ 院

长， 您 真 的 需 要 休 息 了， 医

生说 过……”

“我的身体不打紧。”还没等

小王说完，捧着案卷的吴仲廉打

断了他，“你看看，这些人命关

天的案子可不能耽误啊”！

“可这些都是陈年旧案，一

时也很难翻供的。”小王说这话

时，没敢抬头看吴仲廉。作为一

名警卫员，他只要尽到守卫职责

就行，但这一年信访室里群众来

访不断，他跟着吴仲廉，怎么也

知道一二。

吴仲廉蹙着眉头，轻轻放下

案卷，在昏黄的灯光里揉了揉发

胀的太阳穴，抬头望向窗外，感

慨地说 ：“毛主席多次讲，韭菜

割了可以再长，头杀了却不能再

长出来，杀人不能像割韭菜那样

轻率啊！我们手上掌握着生杀大

权，就要对人民高度负责！”

提到毛主席，吴仲廉陷入了

回忆……

那 是 1928 年 4 月， 井 冈山

会师后不久。20 岁的吴仲廉因为

文化程度较高，又写得一手娟秀

的毛笔字，便被调到红四军政治

部工作，成了毛泽东身边的一名

书记员。

当时，吴仲廉的工作非常紧

张、繁重，起草通知、抄写命令，

往往军委会议刚一结束，就要

将会 议决定抄写多份，立即分

发到各部队去。吴仲廉经常一个

人干几个人的工作，刻钢板、抄

文件、印材料，样 样 事情 都完

成得很出色。

1929 年 12 月，吴仲廉 作为

工作人员参加了古田会议。大会

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

东代表前线委员会起草的 3 万余

字的 8 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

议。这个决议的最初版本，就是

经吴仲廉一笔一划抄写出来的。

长期高强度的伏案工作，吴

仲廉早已经习惯，眼前这叠案卷

她又怎能不会加急处理呢？她站

起身来活动了下脖子，又继续拿

起了笔，还叮嘱着 ：“小王，你先

回去吧，我还要把这些看完。”

吴仲廉在审判工作中一贯强

调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她经

常告诉同志们，“审判案件是关

系到人的政治生命甚至生杀予夺

的大事，认定事实、执行政策一

定要过硬，丝毫马虎不得”。

吴仲廉发现，这次上报的死

刑犯中，有不少被定性为“破坏

统购统销的反革命分子”。但她

仔细分析，有的人是属于对粮食

统购思想不通，有抵触情绪，而

有些地方干部对党的政策宣传不

够，工作简单粗暴，激化了矛盾。

而且，当时的政策本身也有不够

完善的地方。

其中一名姓何的犯人，当过

国民党政府的副县长，有关部门

报来，要将他作为“历史反革命”

判处死刑。吴仲廉发现，这个人

曾利用职务之便，对革命工作给

予过支持，虽然也做过坏事、有

一定罪行，但分析当

时的历史条件，他并

没有彻底与人民为敌，

是有一定的民主精神

的。

通过实事求是的

分析，吴仲廉派出 96

人的工作队到各地核

实。 经 过一 一 甄 别、

再三 审 核， 最 后 854

人中确定非杀不可的

只有 24 人。这件事在

当地影响极大，吴仲

廉依法办事，有胆有

识，被群众称赞为“女

包公”。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毛 泽东 多 次 去 杭 州。

期间，他经常把吴仲

廉找去叙旧，回忆当年在井冈山

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评说

其中的是非曲直。当毛泽东了解

到这次旧案清查的来龙去脉后，

更是诙谐地对吴仲廉说 ：“法院

万岁嘛！”

吴仲廉觉得这是毛泽东对司

法工作的极大鼓舞，她更是树立

了要一辈子干法院工作的志向。

她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新中国的人民法院是在废墟

上建立起来的。当时，“提高老

干部，培养新干部，改造旧司法

人员”是人民法院最迫切的任务，

吴仲廉便带领法院的同志，“一

边作战，一边建军”。她强调要

携眷下乡、巡回审判，在全省普

遍建立起人民法庭和巡回法庭，

清理了数以万计的积案，使人民

法院的工作很快走上健康发展的

轨道。

吴仲廉本人也迅速完成了从

党的政工干部到司法战线领导人

的角色转变，成为颇有建树的人

民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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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妇联出品 今日女报 / 凤网制作
之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吴杨）3 月 7 日，“巾帼建新功·

献礼七十周年”——长沙市雨

花区“三八红旗手（集体）”“优

秀巾帼志愿者工作室”评选总

结大会召开。长沙市妇联党组书

记、主席文方等，区、街道（镇）、

社区（村）妇女工作者，女党代

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

家代表以及受表彰对象等 600

余人齐聚一堂，共同庆祝“三八”

国际妇女节。

大会现场，文艺表演围绕“党

旗领航，巾帼追梦；友好童城，

幸福雨花；党群共建，基层闪光；

奋斗奋进，建功有我”四大篇

章展开，展现了广大妇女坚守在

雨花区经济建设主战场、民生

服务最前沿、社会管理第一线的

“半边天”作用，赞扬了巾帼志

愿者参与财富品质幸福雨花建

设的奉献精神。

此外，大会表彰了 7 名优秀

巾帼志愿者，授予 15 名优秀女

性和 6 个优秀集体“三八红旗手”

和 “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近年来，雨花区妇联建 立

了立体化、多层面、服务型妇

联网络组织；结合 15 分钟生活

圈，在全区各社区建立了妇女

儿童之家；打造巾帼英雄读书

会，至今举办读书会 27 期；向

中国儿童基金会争取了价值 200

万元的语言和形体项目送到各

学校、社区，让 1551 名困境儿

童、留守儿童每人就近免费享受

100 个课时的优享优质资源；创

立两个巾帼就业创业示范基地，

培养输送上万名就业创业女性，

让更多女性绽放人生光彩。

雨花区：共庆“三八”，表彰先进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挖掘湖南得天独厚的红色湘女资源，传承发扬红色湘女精神，唱响爱党
爱国主旋律，省妇联决定在全省开展以“巾帼初心耀三湘”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讲好湘女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从去年 7 月开始，我们每周将推出一个红色湘女故事，带你走近不一样的她们……今天要和你讲述的是吴仲廉
的传奇故事。

吴仲廉
原名统莲（1908 年—1967年），

郴州宜章县城关镇人。1927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1

月参加湘南起义，4月上井冈山。

曾是毛泽东身边的书记员，《古

田会议决议》最初就是由她抄

写。1934 年参加红军二万五千

里长征。1936 年 10月奉命西

渡黄河，鏖战河西走廊。1952

年，吴仲廉出任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成为新中国担任

这一高职的第一位女性。中共

七大正式代表、中共八大代表、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7年

1月19日在“文化大革命”中

含冤逝世。1978 年平反昭雪。

扫一扫，
听吴仲廉
的故事

策划 / 湖南省妇联宣传部 文 / 郭玲 漫画 / 潘晶慧

二十七

吴仲廉早已习惯长期高强度的伏案工作。

吴仲廉在审判工作中一贯强调要证
据，重调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