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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寒冰（1916-1957 年），原名马国良，福建厦门人，缅甸归侨，著名报人、诗人、作

家。曾任厦门《华侨日报》编辑，缅甸《仰光日报》编辑，缅甸《兴商日报》总编辑兼缅甸

通讯社记者，陕北公学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八路军卫生部秘书主任，八路军第一二 0

师第三五九旅野战医院院长，八路军南下支队副官处处长、干部大队大队长，晋察冀

边区《晋察冀日报》编辑部副部长，解放军晋绥军区野战第二纵队后勤部副部长，第一

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新疆军区宣传

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新疆省政府文化处副处长，新疆省文联副主任，外交部驻疆特

派员，新疆伊犁地区土地改革大队长，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编审出版处处长、文艺

处第三处长、《解放军战士》主编。

马寒冰家乡为福建省海澄县霞

阳乡(今属厦门市海沧区霞阳村)，古

称马厝、上马，是马氏族人聚居地。

据传马氏祖上为北方回族移民，定

居于此后逐步融入闽南习俗。

明清时期，闽南沿海大批民众

出海创富，其中也包括马氏族人。马

寒冰的祖父生活贫穷，青年时到缅

甸当码头工人，此后到一商店帮工。

因吃苦耐劳，被商店老板招为女婿。

祖父逝世后，商店由马寒冰的父亲

马式聪经营。1916年，马寒冰生于缅

甸勃生城，4岁开始识字，后进入当

地侨办华文学校，12 岁随父亲马式

聪回国，居于厦门鼓浪屿鹿礁路靠

海边的一座房子，父亲到厦门一家

商店当账房先生。马寒冰先后在英

华中学、双十中学读书。

马寒冰酷爱文学，中学时期便

开始向厦门几家报社投稿，《星光

日报》《华侨日报》曾刊登过他写的

文章。中学毕业后，他考入浙江金

华商业学校银行会计专业。虽认真

学习，但最后还是因为对商务、金

融毫无兴趣，于 1932 年转入上海

沪江大学。

1936 年大学毕业后，马寒冰回

到厦门。1936 年，他在鼓浪屿发起

组织天竹文艺社，主编《天竹月刊》

和厦门《华侨日报》的《天竹》文艺

副刊。其间，刊发了不少宣传抗日

救亡的文学作品，团结了一批进步

文学青年，对抗日文化活动产生积

极影响。

鲁迅逝世后，马寒冰参与发起

厦门纪念鲁迅活动，为 1936 年 11

月 29 日举行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

大会筹委会 12 位委员之一。大会

通过的致鲁迅家属的唁电就是由

他起草拍发，大会决议也由他和高

云览、郑书祥送交厦门市政府当

局。会后，他还写了《伟大的民众

祭》一文，1937 年被收进《鲁迅先生

纪念集》。1937 年 12 月 30 日，他与

时任《星光日报》记者的赵家欣等

一起，接待了从日本经中国台湾抵

厦门的郁达夫，并陪郁达夫游览鼓

浪屿日光岩，由此也可以看出年轻

的他在厦门文化界的影响力，

1937年 5月，马寒冰应缅甸《仰

光日报》之聘，回到南洋，担任《仰光

日报》副刊编辑，编务之余撰写评

论，也进行文学创作。他在后来的文

章中回忆，当时缅甸海关职员“几乎

全部是英国人，这些人用一双双虎

视眈眈的眼睛，注视着每个旅客，特

别是从中国去的人，他们翻箱倒柜

地搜索所谓‘漏税’货物，实际上只

要他们看上眼的东西，不是公开索

取，就是悄悄地偷走……”

来到缅甸次月，日本就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马寒冰的爱国进步思

想进一步被激发，创作了不少抨击

当局、声援华侨的文章。不久，因撰

文抨击缅甸英国殖民当局欺侮华

侨，引起英国殖民当局震怒，逼报

社将之解雇。但他也因勇于维护华

侨利益而名声大振。由中共早期共

产党人林环岛参与创办的《兴商日

报》，立即向他伸出橄榄枝，聘他为

总编辑。

马寒冰到缅甸后，积极投入当

地华侨抗日救亡活动。1937 年 5

月，他参与促成了缅甸华侨文艺界

抗日救国后援会成立。该会后改名

为“缅甸华侨文艺界救亡协会”，不

久又再改名为“缅甸华侨文艺界抗

日救亡联合会”。在这个抗日文化

团体内，马寒冰主要负责宣传工

作。同时，他还参与促成了缅甸华

侨救灾总会的成立。除了亲自撰写

抗日文章外，他还组织采编力量，

撰写抗日文章，采访报道缅甸各地

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消息。同时，

他还经常出席华侨举办的抗日活

动，登台演讲，号召华侨捐款捐物

或直接回国参加抗战。

“七·七”抗战爆发后，马寒冰

一面在缅甸文艺界成立的抗敌救

国后援会承担宣传任务，一面发动

戏剧界义演筹募救国捐。祖国兴

亡、民族仇恨，促使他决心回国参

加抗战。1938 年初，马寒冰历经重

重困难，毅然回国，经香港、广州，

到达了汉口，经董必武介绍到了陕

北，随即进入陕北公学。由于他的

表现，很快就在陕北公学入了党。

“半年前他还在仰光的写字间

里‘爬格子’，转眼……他已经是抗

日大本营里的一名共产党员了。”

开国少将熊晃在文章中记述，马寒

冰不仅抛弃了缅甸的报社要职，还

毅然决然地返回祖国，奔赴延安，

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洪流，这件事本

身就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因而

延安各界对寒冰其人报以青睐也

就不足为奇”。就这样，马寒冰以惊

人的速度，完成了从爱国主义者到

共产主义战士的历史性飞跃。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马寒冰急

切希望在战斗一线证明自己，“接

二连三地向组织提出申请，到敌人

后方去，到抗日战场去，去经受战

火的洗礼”。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

他南征北战，足迹遍布晋察冀、广

东、新疆等地，解放后才回到祖地

故乡。但这里给予他的精神养分和

多样才华，让他在众多岗位上作出

不可取代的贡献。

1938 年春，马寒冰从陕北公学

毕业后，担任陕北公学政治部宣传

科干事。由于他会英语，后调入八

路军卫生部，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

巡回太行、晋察豫、晋察冀、晋西北

等抗日根据地，抢救伤员，为抗日

军民治病。接着，又任卫生部秘书

主任，后调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

五九旅，担任野战医院院长。

凭借无可挑剔的英语水平和

会话能力，马寒冰不仅陪同印度援

华医疗队出入晋察冀抗日战场，还

在国共和谈期间，随同王震到武汉

参加由国共和美国三方组成的联

合军事调处小组工作。熊晃回忆，

当时马寒冰“充分发挥精通外语的

优势，在美方代表、中外记者与进

步文化人之间广交朋友，宣传我党

和谈的诚意和正确主张，揭露和批

驳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虚伪面

目”。

1944 年 10 月，根据中共中央

的部署，由第三五九旅为主力组成

了以王震同志任司令员、王首道同

志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南下支队，

全称“国民革命军第 18 集团军独

立第一游击支队”，执行南下作战、

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马寒冰

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同时担任南

国共和谈期间，马寒冰

又随同王震到武汉，参加国、

共、美三方组成的联合军事

调处小组工作，他利用这个

合法身份，加上熟练的英语，

在美方和中外记者、进步文

化人士中广交朋友，宣传我

党主张，揭露国民党假和平

真备战的阴谋。后来，他撤回

晋察冀边区，曾在《晋察冀日

报》编辑部当过副部长。待三

五九旅完成中原突围返回延

安转入吕梁山地区后，他又

回到三五九旅。三五九旅发

展成为晋盛军区野战第二纵

队时，马寒冰担任纵队后勤

部副部长，随部先后参加吕

梁战役和汾孝战役。

1947年春，马寒冰随部从

晋绥回师陕北，参加保卫陕甘

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战斗，

与兄弟部队一起取得了陕北

三战三捷，继而展开陇东三边

战役和榆林、沙家店等战役，

粉碎了国民营军队的进攻，使

西北战场的局面发生了根本

转变。之后，他随部参加和参

与指挥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

战略进攻的一系列重要战役

战斗，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1949 年，王震担任解放

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马寒冰任第一兵团政治

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解放

大西北之战。

1949 年冬，马寒冰作为

和平解放新疆的先遣官，为

我党我军进疆做准备工作。

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

局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

新疆军区宣传部部长兼文化

部部长，新疆省政府文化处

副处长，新疆省文联副主任，

还曾任外交部驻疆特派员。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

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

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

这首脍炙人口、流传深广的

《新疆好》，唱响了新疆解放

后民族大团结的先声。而这

首歌的作词者，正是马寒冰。

在新疆，马寒冰还创作了大

批反映新疆建设和民族团结

的文学作品。他创办了新疆

第一家定期文学刊物《新疆

部队文艺》，并组织开展维吾

尔古典音乐套曲《十二姆卡

木》的抢救、搜集整理工作。

下支队司令员王震的秘书，

期间还曾担任干部大队大队

长。他与战友们一起，由延安

出发，经陕西、山西、河南、湖

北、湖南、江西等省，部队长

途跋涉，英勇转战，跨越半

个中国，到 1945 年 8 月抵达

广东省北部地区，执行在华

南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

战略任务。在进军途中，他

们战胜了日伪军和国民党

顽固派军队的围追堵截，跋

山涉水，历尽艰辛，克服了

严寒酷暑和饥饿病伤等困

难，行程两万余里，先后突

破敌人 100 多条封锁线，进

行大小战斗 300 余次，于

1946 年秋胜利返回延安，完

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被

誉为“第二次长征”。

1953 年年初，马寒冰调

往北京，担任总政治部文化

部编审出版处处长、文艺处

第三处长、《解放军战士》主

编，筹备出版杜鹏程的长篇

小说《保卫延安》，同时担任

部分外交接待任务。

（下转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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