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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俞秀松的历史足迹及其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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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俞秀松是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致力于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历程中留下了一

连串深深的脚印，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俞秀松；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历史贡献

青年俞秀松是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他勇于

担当，适应和顺应时代潮流，合乎社会需要，

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留下

了一连串深深的脚印。过去人们在谈到中国共

产党的创立时，很少注意到俞秀松等人的活动

和作用，专门的研究和宣传就更加薄弱。我们

纪念俞秀松，就是要在深化中国共产党早期历

史研究的过程中，对俞秀松等人的历史贡献给

予更全面、系统的肯定，更好地学习俞秀松追

求民族独立解放的理想信仰并为之奋斗一生、

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贡献力量。

一、俞秀松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俞秀松参加研究马克思主义，从他个人来

讲，是确立人生奋斗目标，树立崇高信仰；而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以后的中

国化进程来说，则是积极的推动和推进。特别

是俞秀松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后，对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努力。

近代中国社会，晚清政府腐败没落，社会

动荡，危机四伏，外国列强依仗它们的船坚炮

厉，乘虚而入，巧取豪夺，人口众多、幅员辽

阔、资源丰富的中国，成了外国列强垂涎和争

夺的市场，中国由一个有着灿烂文明和辉煌历

史的东方古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压在中国人

民尤其是农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中国人民在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日益贫困化

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

的生活。从1840年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

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就为反抗

外敌和改革现状，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

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这场斗争

一直延续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生于1899年的俞秀

松正好20岁。他参与领导杭州中等以上学校的

学生罢课、游行，是重要的学生领袖。1919年8

月，他参与创办《双十》周刊（后改名《浙江

新潮》），任主编。他撰写《发刊词》，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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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社会的责任要落到劳动阶级身上。1920年1

月，俞秀松赴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第1组，同时

在北京大学旁听李大钊等讲课。3月，工读互助

团宣告失败后到上海。4月，参加《星期评论》

社工作，并到厚生铁工厂做工。5月，参加李大

钊和陈独秀等发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当时传入中国的新思潮新流派很多，既有马

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

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可谓五花八

门。俞秀松在1930年所写的自传中谈到这期间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1920年3月，我到上

海……在上海生活的最初日子里，我认识了戴

季陶（国民党的理论家）、沈玄庐等人。他们

多方面帮助我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其

中包括十月革命。”[1]

俞秀松也在此过程中通过学习和研究，确立

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为十月革命是解放

人类摆脱压迫的唯一道路”[2]。从此，他为了人

类的解放，为了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压迫，坚定地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以十月革命为榜样的革命道路。特别是俞

秀松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后，注意在

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广泛传播作出了积极努力，这也为青年团组

织的建立和在各地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

论基础。

二、俞秀松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俞秀松参与发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

立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个历史过

程，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有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和研究，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酝

酿和建立，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创立。

1920年春，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着手组

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俞秀松在1930年所写的

自传中记述，他于1920年3月到上海后，接触

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有时我还

去陈独秀处，当时他从北京来到上海，1920年

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

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

力未能成功。”[3]对于这次会议，施存统的回

忆是：“1920年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仲

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

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陈独秀家里集会，

沈玄庐拉戴季陶去，戴到时声明不参加共产

党，大家不欢而散，没有开成会。”[4]陈公培

也曾回忆到这次会议，在参会人员方面，他和

施存统的回忆基本一致，只是时间上有差异。

陈公培回忆“这次会是1920年夏举行的”[5]。

这样，关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会议就

有春、夏、6月三个不同的时间。俞秀松所说的

春天，以公历记是指2、3、4三个月。考虑到

俞秀松是3月27日到达上海的，所以他所说的

“春”，可以推测到4月份。

上海中共早期组织成员袁振英的回忆提供了

另一版本。袁振英回忆说：“1920年5月，陈独

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

李汉俊、金家凤、俞秀松、叶天底、李季、周

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

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渔阳里（后改新

铭德里）6号（有的人说在李汉俊哥哥家里，我

记忆是李汉俊哥哥曾租此屋，李达和李汉俊曾

住过此地，但到我们去开会时是戴季陶住地）

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6] 

不论是施存统、陈公培的回忆还是袁振英的

回忆，都将俞秀松列入在上海召开的讨论和酝

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人员之中。而俞秀松的自

传也比较具体地回忆到当时的情况。所以，陈

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以上海马克思

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

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

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这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成立上海早期共产党组

织。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不久，还写信给

湖北的董必武、张国恩等，推动他们在武汉建

立共产党组织。俞秀松参与了建立中国共产党

组织的最初尝试，这是一件很有创意，也是需

要勇气和探索精神才能坚持下来的事。

俄国学者舍维廖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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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一文中提出，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

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的

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

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

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

意了他们的意见。这样，上海出现了以陈独秀

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7]周佛海于1942年写的

《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描述的情况与此极为

相近。

周佛海回忆说，1920年夏天，他从日本回

国到达上海，因故不能回湖南省亲而到杭州

“住了三个多星期，因为热不可耐，仍旧回到

上海”。“到了上海，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

（独秀）要见我……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

冰，去环龙路渔阳里（现在似已为铭德里）二

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人

吴庭斯基在座……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

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

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

加。我和雁冰是赞成的。经了几次会商之后，

便决定组织起来。”[8]

在舍维廖夫所说的“不久”之后，也是周佛

海所说的“经了几次会商之后”，“在陈独秀

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

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

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

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9]。

三、俞秀松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名称的确立

关于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由来。施存统在回

忆新成立的党组织名称时指出：“一开始就叫

‘共产党’。”[10]但据近年新发现的俞秀松日

记证实是“社会共产党”。俞秀松1920年7月10

日的日记这样写道：“我此番所以发生知识欲

底原因，（1）爆发于此番长期烦闷之后，觉得

一切问题，以我现在的知识，决不能[去]解决

的；（2）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

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

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

从的，此后，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瞭

很正确的观察，应取甚样的方法来改造他是不

行。这两层原因，实是我底知识欲复活的原因

了。”[11]日记是当时的记录，应该比几十年后

的回忆更可靠。

1920年6月中上旬的那次会议将新成立的

政党称为“社会共产党”，是将“社会[主

义]”与“共产[主义]”一下子放进了党的称

谓中。当时的国际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其名称中多数是“社会[主义]”，只有俄国等

少数国家称“共产[主义]”，共产国际在其成

立后要求新成立者都称“共产党”。当时之

所以称“社会共产党”，有可能是多种主张博

弈的结果。以陈独秀等人为一方，主张称“社

会党”，而以共产国际方面维金斯基等人为一

方，主张称“共产党”。双方暂时妥协，合称

为“社会共产党”。

但是，当大多数人都主张称“共产党”，特

别是李大钊也如此主张时，陈独秀也就不再坚

持己见。张申府回忆说：“党的名称叫什么，

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

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

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还没有确定，征求

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

才是第三国际的意见，我们回了信。”[12]对张

申府的回忆有不同的解读。在俞秀松日记未被

发现以前，一般的理解是，陈独秀就是叫“社

会党”好还是叫“共产党”好，请李大钊定

夺，李大钊定夺叫“共产党”，于是就叫“共

产党”。但是，在俞秀松日记被发现以后，更

合理的解读似乎应该是：陈独秀写信给张申府

告知成立了“社会共产党”，要求在北京也建

立党组织，或许还介绍了相关争论情况。李大

钊觉得将“社会”与“共产”放在一起是叠床

架屋且模糊了党的主张，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

毕竟是有区别的，党的主张应该更明确其最终

目标是共产主义；并且考虑到共产国际方面也

是如此意见，李大钊告诉陈独秀：还是称“共

产党”好。于是陈独秀在组织名称问题上不再

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其关于“社会党”主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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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了很长一段时间。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

早期组织在陈独秀主持下正式成立，当时取名

为“中国共产党”。[13]

四、俞秀松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纲党章的

起草

俞秀松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党纲

和党章的起草。早期组织起草党纲党章是中国

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最初萌芽。成立中国共产

党，它的性质和宗旨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是

什么？它的最后目标和最近目标是什么？它的

组织架构如何？它的内部机制如何？它对党员

有什么样的要求？一系列有关中国共产党组织

的构想，都需要固化下来，使全党有所遵循，

使社会有所了解。所以，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

织的酝酿开始，起草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

章，就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1920年6月中上旬召开的会议，起草了具有

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用下列手段

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或劳

农专政），（二）生产合作，其他还有党的严密

的组织等。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临时领导人[14]。

施存统回忆：“第二次，陈独秀、俞秀松、李

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

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5人起草

党纲。”“我们5个人起草的是党纲，不是党

章，共10余条，内容已记不清，大概提到用劳

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等。那时我们没

有看到苏共党章，我们的纲领，只是根据很有

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拟订出来的，带有相

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

无政府主义色彩。”“不久，我和陈公培出

国。陈公培抄了1份党纲去法国，我抄了1份去

日本。……我于1920年6月20日去东京。”[15]俞

秀松在自传中提到：“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

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我们党的存在（当然，

我们党正式存在是在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

后的事情），并选举陈独秀为临时书记。他被

委派负责在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

的组织。”[16]据此，可以推测，这次召开于6

月“中上旬”即6月20日之前的会议，起草了党

纲。施存统回忆是集体起草，也就是说，陈独

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都各自

提出对于党纲的看法和意见。具体的执笔者可

以推断是李汉俊[17]。

五、俞秀松和中国的青年团组织

俞秀松是中国青年团早期组织的创始人。

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创立了中国青

年团组织。为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

手，培养大批青年干部和青年精英，作出了重

要贡献。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成立，发起人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袁振

英、金家凤等，俞秀松任书记。” [18]中国共

产主义者在创建共产党的活动中，开始建立社

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

织领导下的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上海社

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当时中国尚无青年团组

织。所以，俞秀松根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

授意，承担起了联络各地建团的责任。上海青

年团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联络各地建

立团组织。而在发往各地的团章中明确规定：

“正式团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团机关代

替团中央职权。”在俞秀松为书记的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联络下，也是在各地共产党早期

组织的领导下，从1920年8月至年底，北京、

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相继成立社会主义青年

团。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

委员会(设在上海)成立，俞秀松任书记。到同

年5月，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宣告成立。

俞秀松回忆道：“根据党的委派，我组织

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现称共产主义青年

团）、工人夜校和俱乐部。参加成立了一些工

会组织（如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同时我还

担任了《劳动界》（上海党团组织的机关刊

物）等刊物的编辑。此外，我还同其他同志一

起组织了‘外国语学社’，我们党最近几年的

积极分子几乎都是该社的学生。”[19]这里所说

的外国语学社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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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新渔阳里六号，这里既是上海外国语学

社的校舍，也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的所

在地。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校长为杨明斋；俞秀

松为秘书，负责日常事务。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团

员，就是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刘少奇、任弼时、

萧劲光等人。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青年团组

织。现在保留下来的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教职员

名单共65人[20]。教员中，杨明斋、维金斯基夫

人库兹涅佐娃、王元龄教俄文，李达教日文，

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学员主要由各

地进步组织介绍入学。学生人数从二三十人至

五六十人，其中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30多

人。

1954年2月23日，曾参加党的创建活动的

李达在一封信中谈到上海外国语学社。他说，

1920年“夏间，内地有许多青年脱离了家庭，

离开了学校，去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陈独

秀和民国日报觉悟栏编者邵力子。党在上海发

起以后，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租定新

渔阳里六号作为容纳那些青年的处所，并介绍

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派俞

秀松同志（党的发起人之一）负责主持。这些

青年大约有二十人（罗亦农同志在内，他当时

叫罗觉）。在这幢房子外，还挂上了‘外国语

学社’的招牌，请国际代表威丁斯克（编者

注：即维经斯基）的夫人教俄文。我当时曾在

那里学习过”[2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宣传马克思

主义，带领团员和青年深入工农群众，配合共

产党早期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吸收先进青年工

人和学生入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后

备力量。从俞秀松个人来看，他不仅担任上海

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参与创办上海外国语学

社培养青年干部并负责日常事务，还参加编辑

《劳动界》，同陈独秀、李汉俊共同创办上海

《店员周刊》。1921年初，俞秀松还担任了上

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

但是，因各地团组织还没有组成全国统一的

领导机构，并且还只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团

体；同时早期团员成分复杂，信仰不一；再加

上经费缺乏、人员变动等原因，到1921年5月前

后，上海及一些地方的团组织便停止活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局即采取措

施，由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太雷着手恢复和加强

青年团工作，青年运动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

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局的要求，选派一批党员

投入整顿和重建青年团的工作，使各地青年团

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来自上海、南京、北

京、天津、保定、唐山、太原、武昌、长沙、

杭州、广州、潮州、佛山15个地区以及临时中

央局的25名代表参加，代表全国5000余名团

员。俞秀松参与筹备青年团一大的总务委员会

工作。该委员会专门负责大会的提案、章程和

党纲等事，预先起草后供大会讨论。在此次大

会上，俞秀松被选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执行委员会，和蔡和森、方国昌（施存统）三

人驻上海，也就是团中央机关所在地。这样，

方国昌任书记，俞秀松任经济部主任，蔡和森

任宣传部主任，团中央机关的工作机构就设立

起来了。

六、俞秀松和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

俞秀松不仅活跃在国内的政治活动之中，而

且在莫斯科的国际性舞台上也十分活跃。1921

年3月，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

会书记的俞秀松前往苏联，准备出席青年共产

国际（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5月16

日，在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提

供的证明后，他赶到了莫斯科。[22]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

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安德烈大

厅召开。605位代表来自55个国家、103个组

织。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名单上有这样一则记

载：“中国共产党代表1人，中国青年团代表1

人。”[23]这里的两位代表，就是张太雷和俞秀

松。在这个意义上，以来宾身份参加共产国际

三大的俞秀松是代表中国青年团登上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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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俞秀松还和张太雷在共产

国际三大上直接给共产国际三大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

写信，指责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是十足的政客

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

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要求取消江亢虎

的社会党和姚作宾的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会议

资格。[24]俞秀松和张太雷的抗议信发挥了作

用，江亢虎和姚作宾都被取消了代表资格。虽

然江亢虎的代表证被收回后又发还，他还参加

了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

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但俞秀松和张太雷要求

共产国际不要理睬那些冒名“共产党”的无政

府主义者的意见，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

场，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

1921年7月9日至7月23日，青年共产国际

（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齐

明歌剧院召开。出席大会的有48个青年组织的

135名代表，俞秀松代表中国青年团出席。会

后，俞秀松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2年1月，俞秀松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

会。1月30日，又参加了历时3天、有67人参加

的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代表多数在25岁以

下，也有年龄稍大的代表。当时的一些青年组

织甚至有40岁以下的人加入。而新成立的青年

组织则一般都叫“青年团”，以区别于原来的

组织。[25]俞秀松参加了这次大会。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和青年共产国际建立了正式联系。

1922年3月，俞秀松回到上海，随即到杭州

参加创建当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4月，任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书记，从事工人运

动与青年工作。同月底参加广州党的领导干部

会议。5月，以上海青年团代表身份出席在广州

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员、经济部主任。有俄国学者指出：在

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远东大会等闭幕

后不久，中国、朝鲜、蒙古等国就召开了青年

同盟或青年团代表大会，根据大会的决议精

神，通过了各自的决议。[26]

七、俞秀松与国共合作及统战工作

1922年7月，俞秀松任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

员会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西湖会议

后，俞秀松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9月，孙

中山改组国民党时，俞秀松积极参与促成第一

次国共合作。同月，俞秀松被选为青年团中央

执行委员会书记。11月，俞秀松抵福州，担任

孙中山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一等书记

官。1924年4月回杭州，任中国国民党浙江省临

时党部执行委员。5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10月，任

青年团江浙皖区执行委员会兼上海地方执行委

员会候补委员。同月，俞秀松担任上海国民会

议促成会筹备主任，参与起草指导全国开展国

民会议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上海国民会议促成

会正式成立后，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

1925年10月，俞秀松第二次赴苏联，在莫

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担任留学生队领队。毕业

后留校任教。1927年11月，他又到莫斯科列宁

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任中共旅莫支部委

员。1933年，因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江浙同

乡会”事件及他人参与联共(布)党内的托洛茨

基派之争受牵涉，被调往远东伯力（哈巴罗夫

斯克）任《工人之路》报副总编。

1935年，斯大林应新疆军阀盛世才邀请，

选派25位在苏联工作的中共干部，由俞秀松(化

名王寿成)率领到新疆工作。1935年6月，经联

共（布）中央派遣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后，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新疆学

院院长。在此期间，俞秀松为迎接突围入疆的

西路军战士与从事抗日活动，做了大量的工

作。他还先后担任新疆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督

办公署边防处政训处副处长、航空学校政治教

官、军官学校政治教官等职，并主编《反帝战

线》杂志，主要从事对盛世才的统战工作。

在新疆期间，俞秀松与盛世才二妹盛世同

（后名安志洁）恋爱。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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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指示，要求俞秀松与盛世同结婚。还有一

说是经过斯大林批准，俞秀松与盛世同于1936

年7月结为夫妻。西安事变后，俞秀松编写各种

资料，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敦促蒋介石抗日救

国，在定期举办的反帝会员训练班里，讲授马

列主义哲学课。1937年12月，他被王明、康生

等人诬陷为“托派分子”。12月27日，盛世才

奉斯大林命令，代为逮捕俞秀松。1938年6月25

日，被押往苏联，关入阿拉木图监狱。12月，

被押往莫斯科。1939年2月21日，被苏联最高

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当日在莫斯科被枪

杀，时年40岁。

1961年11月，俞秀松之父写信给毛泽东，

要求中共中央给俞秀松平反。12月，俞秀松家

属收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追认俞秀松

为革命烈士的信》，并收到了由毛泽东签发的

《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82

年，《纪念证》换发为《革命烈士证明书》。

经过俞秀松之妻安志洁漫长而不懈的申诉，

1996年9月，俄罗斯军事检察院根据1991年10月

18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关于给予在政治大清

洗中受害者平反法》第3条，下达了对俞秀松的

《平反证明书》，为其恢复了名誉。①

俞秀松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

他从青年时代便追随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为着中国人民的幸福、中华民族的复兴

贡献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俞秀松如同挺拔的

秀柏苍松，永远屹立在祖国大好河山的高山之

巅。俞秀松的崇高精神和历史功绩将永远激励

着后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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