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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传承慰忠魂

世间万象

—— 访革命烈士子女何继伟、吴翠兰

爱睡觉的小象

○ 柯于明

何继伟在接受采访

寒风凛冽。2018 年 12 月 5 日，北京。我去
采访两位老人：一位是何功伟烈士之子何继
伟，一位是刘惠馨烈士之女吴翠兰。
何功伟：湖北咸宁人，先后担任中共湖北
省委委员、武昌区委书记、鄂南特委书记、鄂西
特委书记；刘惠馨：江苏淮安人，先后担任中共
宜都县委书记、恩施县委副书记、鄂西特委妇
女部长兼秘书。1941 年元月 20 日，二人在恩
施被国民党特务跟踪被捕，囚禁于方家坝集中
营。在狱中，他们坚定信仰，不屈不挠，顽强斗
争。1942 年 11 月 17 日英勇就义。何功伟时年
26 岁，刘惠馨时年 27 岁。
何功伟被捕前一个月，妻子许云（时为重
庆中共南方局机要员）在重庆生下儿子“小
彬”。不久，何功伟的父亲受国民党湖北省主
席陈诚威逼，到狱中劝何功伟“转向”。父亲告
诉了何功伟得子的消息，何功伟很高兴。但当
父亲劝他放弃信仰，早日出狱去抱儿子享受天
伦之乐时，何功伟断然拒绝。直到牺牲，何功
伟没有见到这个儿子。他在给妻子许云的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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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信中说：
“在临刑前不能最后和你相见一次，
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我一定坚守
阶级立场，保持无产阶级清白，忠实于党……
加倍努力吧！把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
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
业”。何功伟还给儿子取了名字，叫“继伟”，希
望继承父辈的遗志。
刘惠馨被捕时，小女儿还没满月，连名字
也没取。这位倔强的革命母亲，毅然抱着婴儿
走进牢房。狱中生活条件恶劣，加上长期酷刑
折磨，刘惠馨没有奶水，只好把节省下来的又
粗又馊的“牢饭”嚼细，把嘴唇突起做成奶头形
状喂养；没有尿片，就把自己的衬衣撕碎当尿
布。孩子缺乏营养，又长期见不到阳光，落得
黄皮寡瘦。在赴刑场的那天早晨，机智地将女
儿丢在路边的深草丛中。她不能回头望一眼，
但万箭穿心，担心女儿能不能活下来。
今天我来拜访的就是两位烈士牵肠挂肚
的子女——在血风腥雨中顽强生长的生命，在
罪恶屠刀下幸存下来的红色后代。

近日，在泰国清迈一处避难所内拍摄
到的一段有趣的视频显示：小象库恩·昆
赛克(Khun-Seuk)躺在自己的圈地里，睡
得特别香，还不断发出十分奇怪又有趣的
鼾声，
令人哭笑不得。
小象的主人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昆
赛克就像人类一样，酷爱睡觉，但我从未
听过如此奇怪的打鼾声。”在庇难所内并
未看到其他动物，倒是有一些人行走着，
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可爱的昆赛克睡上美
美的一觉。

二

上午 8 时半，我来到海淀区何继伟老人家中。78 岁的何继伟身板硬朗，精
神矍烁，一双浓眉透出几份刚毅。何老与老伴谭甦徽热情接待，又是倒茶又是
剥柑子。我向何老说明来意，因为去年在创作拍摄微电影《碧血天香》过程中，
被何功伟烈士的事迹深深感动，想再写一部作品，特来补充采访。何老非常支
持，提供了不少重要内容。
虽然我对何功伟的革命事迹早有所闻，但直到去年才得以深入了解。我几
乎查遍了有关何功伟的全部史料，也到过他生活战斗过的咸宁桂花镇、恩施五
峰山等地采访，使这位英雄的形象在我心头站立起来，复活起来。最令我感动
的是这位铁血男儿在牢狱中的慷慨壮歌，敌人的严刑拷打，高官厚禄的诱惑，都
不能使他屈服，其“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的誓语惊天地，泣鬼神，振聋
发聩。几个月来我总在思考：烈士当年坚持的革命信仰，在和平年代如何坚
持？在当代部分共产党员心中，是否存在信仰弱化、淡化、退减、动摇？今天我
来请教这位烈士后代。
何老语调低沉，语速缓慢：
“ 共产党员的信仰问题太重要了，决不能动摇。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信是可以实现的。但有
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现在是初级阶段，需要大批共产党人继续奋斗。中国人
民早已站起来，现在正在富起来，将来要强起来，都需要共产党员有坚定的信
仰。如今提出实现中国梦，这是中央的远见卓识。有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儿
女，在各自的岗位上，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在加油干，勇于奉献，这是在和平年代
坚持信仰。
”
沉思片刻，何老联系自己的职业说：
“我一辈子搞航天，深刻体会到，中国航
天事业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很不容易，是坚持‘航天强国’的结果，与党的领导
分不开，与我们坚定信仰分不开。那么多的航天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家做出
了奉献，
形成了
‘两弹一星’
精神，靠的是信仰的支撑。
”
何老退休前是航空航天部航天科技情报所主任、高级工程师。从事航天信
息咨询研究 19 年，主持科研课题，为我国航天首次进入世界航天发射市场，成功
发射“亚洲一号”卫星提供了现代化信息支持。干到 2000 年本可以退休，他又
接受返聘，整整多干了十年，
为国家航天事业再立汗马功劳。
作为“红二代”，何继伟从童年时代就受到革命熏陶，妈妈许云经常给他讲
革命先烈英勇奋斗的故事，给他讲爸爸的革命经历和留下的遗书，让他从小就
下定决心，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党的阳光雨露滋养下，他一直茁壮成长，
18 岁高中时加入共产党，并获得辽宁省委颁发的“红旗读书奖章”，后又以优异
成绩完成本科学业，1964 年考取北京工业学院遥控遥测专业研究生。他获得过
许多荣誉：曾作为全国学联代表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
接见。从事科研以来，他获得过许多项奖，包括 2 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3 项
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6 项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国防科工委三等奖、四川省科
技大会奖，还有 1 项航天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然而，何继伟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经受过苦难，遭受过曲折。1941 年
初，何继伟才一个多月，因皖南事变发生，妈妈奉命从重庆返回鄂西工作。一路
上风险迭出，妈妈抱着他艰难奔波，过了几个月游荡生活。何功伟被捕的消息
传来，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许云辗转回到重庆。11 月，根据组织安排，妈妈带着
他转移到延安。次年 5 月，妈妈抱着他在八路军大礼堂参加爸爸的追悼会。抗
战胜利后，妈妈去东北工作。国民党进攻延安，5 岁的何继伟随延安保育院转
移，路经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一路风雨颠簸，又乘船经大连到朝鲜，再由朝鲜
坐火车，历经大半年抵达哈尔滨，8 岁时才回到妈妈身边。
“十年浩劫”时期，他被
当成刘少奇的“三好学生”受到批判，毕业分配时作为国防工业减退人被剥夺国
防科研权利，到云南农场和工厂劳动 5 年，接受改造。后来“落实政策”，被分配
到四川崇山峻岭中的 064 基地搞“三线建设”，一呆又是 8 年。在逆境中，他从不
悲观气馁，总是用父辈精神鼓励自己，战胜困难，勇往直前。在云南，他与工人
结合研究出半导体二极管和载波机；在四川，他带领大家研究出几种新型国防
新技术样机，填补国内空白。
“是信仰支持着我走过人生风雨，一直走到今天。”何老满意地说，
“ 这种坚
韧顽强的性格，也影响了全家人。”老人告诉我：
“一对孪生女儿从小就很优秀，
她们 8 岁时，在小学作文比赛中把爷爷作为心中最可爱的人来歌颂。念初中时
年年是‘三好学生’，14 岁加入共青团。大双曾到英国留学，小双毕业于华中理
工大学。现在，大女儿、女婿在冰岛使馆工作，小女儿、女婿在英国服务于中国
承建的大项目。孙字辈正在学习，都很用功。至于老伴，也是奉献了几十年的
航天人，
退休前多年担任航天部扶贫办公室主任，
是
‘扶贫先进个人’
。
”
这时谭老走上来打断何老：
“莫说我了，说正题。
”
“是正题，是正题！”我连连笑着说。何老说的，正是我想要了解的，正解除
了我采访前的困惑。何继伟没有辜负爸爸给取的名字，这一家亲人都“遗传”了
何功伟的
“红色基因”
。

从何继伟老人家中出来，我驱车近一个小时
来到朝阳区拜访吴翠兰老人。刚才在电话里我
就听到了老人爽朗的笑声，一进门，迎面的是一
张和蔼的脸和热情的笑容。老人 78 岁了，但看起
来精神健旺，说话声音宏亮，语速较快，干净利
落。老伴安毅民 82 岁了，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小
很多。不待我慢慢地引入“正题”，吴翠兰老人的
话闸就打开了，滔滔不绝起来。我赶紧录像、拍
照，有点手忙脚乱。
刘惠馨生于 1914 年，20 岁时以优异成绩考
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是该系破格
录取的唯一女生。1937 年“七七”事变后，她毅然
放弃已攻读三年的专业，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战时
农村服务团，后与马识途一起来湖北从事革命工
作，不久二人结婚。刘惠馨落入虎口时，身为鄂
西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正在外巡视，幸免于难。
刘惠馨分娩后，马识途曾陪护几天。刘惠馨牺牲
后，马识途一直不知道女儿的下落。全国解放
后，马识途（解放后曾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现年 105
岁）通过公安部门寻找，终于在 1960 年找到了这
个女儿。原来，刘惠馨牺牲当天，丢在草丛的这
个可怜的小生命被附近的农民捡去，后转给一对
好心的邮电工人夫妇抱养，取名吴翠兰，随养父
姓。夫妇俩节衣缩食，将她抚养成人。为逃避敌
人追查，全家搬到武汉。吴翠兰在武汉生活了多
年，1959 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有戏剧意味的
是，吴翠兰和何继伟上的是同一所大学；更有戏
剧性的是，吴翠兰与爱人安毅民是同学，毕业后
分配在一个单位——工程兵研究所工作，何继伟
夫妇、吴翠兰夫妇，四个“航天人”，同在国防工业
战线默默奉献。安毅民后来是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发射塔架的主要设计人，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
了重要贡献。
吴翠兰当年因为太小，对烈士母亲没有记
忆，但后来她知道，母亲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杰，是
江姐式英雄，是中国的丹娘。她为母亲骄傲，也
时常怀念如潮。武汉的养父母早在 1967 年都相
继离世了。江苏的老外婆 1963 年曾来二姨家，二
姨住在北京，那年国庆节，吴翠兰还去二姨家见

吴翠兰接受采访

过外婆，那是唯一的一次。现在，外婆早走了。
二姨活了 105 岁，去年也走了。时光无情，亲人一
个个相继离去，
吴翠兰心中缱绻有加。
但这位从小受尽非人磨难的老人，骨子里仿
佛有与生俱来的倔强。她是如此地乐观、豁达，
说话中一直夹杂着朗朗的笑声，脸上一直带着暖
暖的笑容。在她身上找不见半点曾经苦难的踪
影。我们的话题仍然围绕着“信仰”。
“ 信仰当然
是很重要的。”吴老说，
“ 当年那些共产党人为了
信仰，宁可抛头颅洒热血；而现在……”老人话锋
一转，
抨击起不良现象来。
“现在的一些共产党员，有的还是重要的领
导干部，他们还是为人民服务吗？他们只为自
己，为自己的后代。你看他们在台上说起来很正
确，对人家进行教育一套一套的，实际上是两面
人，搞起腐败来触目惊心，动不动就贪几个亿。
太可怕了！如果我们把党交给这些人，烈士的血
不是白流了吗？这些人虽然是少数，可他们占着
重 要 位 置 ，负 面 影 响 太 恶 劣 ，严 重 损 害 党 的 威
信。当年共产党为什么那么得人心？广大群众
为什么愿意跟党走？因为共产党真心实意为人
民谋幸福。烈士当年入党，要提着头颅；我们当
年入党，要拼命积极干；现在有些人入党动机也
不纯，把入党当跳板，为的是升官发财。要恢复
党的威信，使党不倒：一要坚持反腐，把那些害人
虫清除掉；二要加强党内民主，把党建设好；三要
抓精神建设。经济发展了，物质丰富了，精神不
能垮，
要跟着真理走。”
吴翠兰老人越说越动情，声调铿锵，一双手
一直在有力地上下挥动着。忽然间，我从老人身
上仿佛看到了刘惠馨烈士的影子。从不少历史
资料的描述中得知，当年的刘惠馨性格爽朗，直
言快语，嫉恶如仇，同志们称她是“一把火”。眼
前的女儿完全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吴翠兰身上正
流淌着刘惠馨的热血。时间一下子被浓缩，往事
一下子拉近，仿佛就在昨天，历史与现实在我眼
前叠映。
吴老像刘惠馨一样，一身正气，爱国忧民。
退休在家，仍时刻关心航天事业，关心国家发展，
心系那些还有困难的黎民苍生。她饱含深情地
说：
“ 我们住在大城市，生活不错，可那些贫困农
村，教育、医疗条件都是问题。我经常看到报道，
贫困山区小孩上不起大学，叫人伤心。东北有对
双胞胎都考上了名校，没钱去读，兄弟俩你推我
让。他们可是财富啊，培养出来可以建设国家
呀！我想不通，国家不是没有钱，为什么对这样
的人才不可以免费？”说到这里，老人激动得有些
泪花闪闪了。
采访临结束时，我对老人说：
“假如刘惠馨妈
妈还活着，让你们母女作交谈，你最想对她说些
什么？”吴翠兰脱口而出：
“假如妈妈在天有灵，我
最想告诉她的是：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头
颅没有白抛，祖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妈妈
最想说的肯定是：希望我们国家不改变颜色，希
望党兴旺发达，希望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上一
使，早日实现中国梦！”
离开吴翠兰家，我驱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仰
望着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思绪翻滚。历经近
百年风雨沧桑，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犹如这巍峨
丰碑，永远矗立。何功伟、刘惠馨烈士一定会感
到欣慰，红色基因正在后代身上一脉传承，在千
千万万共产党人身上一脉传承。

善意的座头鲸

近日，墨西哥东北部海滩的冲浪者看
到一头座头鲸从海水中跃出，向他们挥动
鱼鳍，示意等到海水出现涌浪再开始冲
浪，令人惊奇。
当天冲浪者们正在墨西哥东北部小
镇佩斯卡德罗的塞里托海滩上等待合适
的海浪，突然看到一头座头鲸出现在不远
处的海面上，向他们挥动巨大的鱼鳍，好
像在向他们说
“还没到冲浪的最佳时机!”

孩童传递爱心

近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市，9 岁男孩
谢赫·法扎尔(Cheikh Faizal)的父亲拍摄
了一段温暖人心的视频。视频中，谢赫脱
下自己的鞋袜，送给了一个赤脚的流浪男
孩。
据报道，谢赫和父亲路过吉隆坡一个
车站时看到了这个赤脚的男孩。谢赫注
意到这个流浪的男孩看上去和自己年龄
一样大，并为他的遭遇感到难过，想为他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他脱下鞋子
和袜子，把它们放在这个无家可归的男孩
的脚边，
然后赤脚走回了家。

海龟闭目养神

鼠标之父

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
众所周知，
鼠标是计算机硬件中的一项伟
大发明。这一设计是由美国工程师道格拉斯·
恩格尔巴特发明的，
他也被称为
“鼠标之父”
。
恩格尔巴特 1925 年 1 月 30 日生于美国
俄勒冈州的波特兰。1948 年在俄勒冈州立
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本报电话：采访中心 8128123

视觉中心 8128773

校取得电气工程和计算机博士学位。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决定放弃所拥有
的稳定工作，比如他在艾姆斯研究中心的职
位，选择专注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才是
他想要做的事。他在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
所增强研究中心实验室工作期间，他创造了
计算机鼠标，开发了超文本、网络计算机和
图形用户界面的前身。恩格尔巴特没有通
过鼠标发明获得过任何版权收益，在一次采
访中，他说：
“斯坦福研究学院为鼠标申请了
出版中心 8128770

专刊中心 8128771

专利，但他们真的不知道它的价值。”几年
后，人们得知他们以大约 4 万美元的价格将
其授权给苹果电脑。这些发明也在 1968 年
的“展示之母”
（Mother of All Demos）上
得到了展示。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
新的计算机文化
已经开始酝酿。他创建的计算机化的智能网
络系统，已经可以让研究人员建立结构化的
网络图书馆，用来创建、读取文件，无缝分享
信息。不久，
他又成立了 Bootstrap（开源工

新媒体中心 8128787

广告中心 8128108

具包）研究所，这是一家研究和咨询公司，通
过全球计算机网络促进集体智商的发展。在
接下来的十年里，
他的创新终于得到了认可。
恩格尔巴特是个普通的工程师，没有任
何的营销背景。他的目标是直接与其他工
程师交流，向他们展示可以用新的方式使用
计算机来解决复杂的人类问题。从历史上
看，恩格尔巴特是最早认识到，基于计算机
和通信的工作环境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
步有极大重要性的学者之一。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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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洋生物学家杰西塔·沙克尔
顿在澳大利亚大堡礁录制了一段视频，记
录了一只绿色海龟在珊瑚群中打盹时的
样子。视频中的海龟轻轻地闭上眼睛，在
水中闭目养神，其他小鱼在它周围游动，
景象十分优美。
沙克尔顿住在澳大利亚海岸的艾略
特岛，她在网上分享了这段视频并配上文
字：
“ 这一定是一只非常瞌睡的海龟!它也
会浮出水面，做几次深呼吸，然后游到海
底休息 2-7 个小时。”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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