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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采访就在板仓杨开慧纪念馆里。
刘思齐老人虽然年过八旬，但身体健旺，

思维清晰，待人和蔼。 谈起毛岸英的往事，她
显得很平静。 她说，这个话说长也长，说短也
短。

“1950年10月14日，这是我永远难忘的日
子，因为我和岸英1949年10月15日结婚，岸英
1950年10月15日动身赴朝。岸英牺牲后，我才
有一个感觉，我们的缘分只有一年。 为什么只
有一年的缘分？ 我不知道。 ”

“1950年对我来说， 迷信的话是血光之
灾。 8月份我做扁桃体手术，原本是很简单的
事，结果马上大出血，咳血痰。 当时在北京医
院住院，毛远新的姐姐毛远志（毛泽民和王淑
兰之女）照顾我。 岸英陪李克农（时任外交部
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去苏联了。 岸英去
哪里我从不打听，因为结婚前就定了原则，不
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不知
道，不该说的不说。 岸英从苏联回来后，我说
远志照顾我非常周到，让他知道这份情。 ”

“9月30日在天安门练队形，准备参加国
庆游行，休息时我很饿。 妈妈（张文秋）在中国
银行工作，银行总部有一小饭馆，妈妈叫我在
馆里吃了碗肉丝面。 因吃面，晚了时间，只得
跑步赶去集合。 回到中南海，谁也未见到，主
席不在家，江青也不在。 觉得身子不对劲，开
始躺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 后来肚子疼得不
行。 我告诉邵华后不知是保健医生还是谁来
了，说要去医院。 把江青找回来后，江青也说
赶快去医院。 她问我妈电话，我告诉了她。 到
301医院诊断是急性阑尾炎，说（动手术）要亲
人签字，可当场没有亲人。 给妈妈打电话打不
通，后来江青说是我说错电话号码了。 找不到
岸英，他们又不敢去找主席……”

“没办法，医院院长兼妇科主任，说她来
做手术。 我的手术是妇科主任（医生）做的，一
个外科主任在旁。 因妇科主任（医生）不放心，
她觉得不太内行。 ”

“10月1日，岸英下午才到医院来，快吃晚

饭了。 他解释了什么我记不清楚了，是到苏联
使馆了，还是参加宴会了，还是去干其他什么
事去了。 他坐了一会说有事就不见了，一直到
10月14日才来，中途一个电话也没有。 我不高
兴， 他一个劲道歉， 道歉之后又说明天要出
差。 我问他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他连我们的
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也忘了。 结婚以后他到长
沙和苏联出了两次长差， 只有1950年的寒假
（20多天）才是我们朝夕相处的日子。 他很忙，
苏联专家来我家时他让我主动出去， 我不懂
俄文，他们讲什么我听不懂，他说我可到院子
走走，到李克农办公室、会客室坐坐。 当时我
想，你们为什么不去办公室谈，公事搬到家里
来谈？ ”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要去朝鲜。 岸英只是
说，他这次去的地方很远，很不方便，接不到
信，不要着急。 其实，岸英从长沙回去时朝鲜

战争就爆发了。 我一个学生，好像这个事很遥
远，附近一个国家打仗，我们会受到什么影响
根本不知道，也没想过。 他要出差，到哪里去
我也不能问。 ”

“当时，他交待了4件事。 第一，将来不管
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要完成自己的学业，不要
急着工作。 我当时就想， 我会遇到什么情况
呢，你还会不要我吗？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说
过，我的文化知识不够用，让我从头学起。 岸
英劝慰我说，让我不要着急，努力学习。 ”

“他交待的第二件事，每周六，都要我去
看看爸爸，不要他不在，我就不去了。 ”

“第三件事，要帮助岸青。 说他在生活方
面自理差，江青没有精力照顾他，让我对妈妈
（指张文秋）说，帮助照顾岸青。 ”

“第四件事，让我对江青小心，说接触她
时要多个心眼，他就得罪过她。我感觉，岸英
心里还留有一些话，没有告诉我。 ”

“岸英对我的这次谈话，我觉得不一般。
晚上十一点，我把他送到医院大门口，他走走

又回来，走走又回来。 他骑车之前，给我深深
地鞠了一个躬。 我当时也不理解，夫妻之间还
要鞠躬？ 我当时也没多想，只是觉得怪怪的，
事后我才觉得他说的四件事其实就是遗嘱。
岸英要让我知道，万一不幸该怎么办。 ”

“开慧妈妈牺牲后，党送岸英去苏联学习。
在苏联，他有几个无话不谈的朋友，如蔡和森的
儿子蔡博、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刘少奇儿子刘
允冰，还有黄健、李多力。 岸英临走前告诉蔡博：
这次估计回不来了。 这是岸英赴朝前在沈阳和
蔡博说的，岸英已经做了牺牲的思想准备。 联系
他对蔡博说的话， 我更觉得岸英临走对我说的
话实质上就是遗嘱。 有人说：主席送岸英去朝鲜
是培养太子，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岸英知道去战
场就意味着牺牲。 ”

为缓解刘思齐老人心内的沉痛， 笔者有
意将话题转向板仓。 刘思齐说起了岸英那次

回板仓。
“1950年5月，岸英回到板仓。 动身之前，

他准备了好久。 所带的礼品都给我看了，是主
席想到的。 我当时在上学，加上身体不好，扁
桃体三天两头发炎， 而且不知道岸英什么时
候能从湖南回来，就未能与他同行。 现在想起
来，是我的终生遗憾。 ”

“岸英从板仓回去后告诉我，他给母亲扫
了墓，在长沙看了外婆、舅舅、舅妈和其他亲
友，帮外婆过了生日。岸英和外婆的感情很深，
这可以从给向三立的信中看到， 外婆生日前，
他特地从北京赶回长沙。 他还津津乐道地说，
又吃到了外婆做的糖豆腐脑。那是小时候他最
爱吃的东西。外婆慈祥、贤淑，非常喜欢岸英，
也非常喜欢主席。岸英还对我说过，小时候他
还在地上打滚使性子向外婆要糖吃哩。”

“岸英从板仓回去没多久，就去了抗美援
朝的战场……”

“带着崇敬和还愿的心情，1961年5月，我
与岸青、邵华同行来湖南，在长沙市学宫街希
圣园岸英的外婆家里，高兴地见到了外婆、舅
舅、舅妈等。 ”

如此， 与刘思齐老人的话题又转到了她
眼中的岸英。

她说：“岸英奔放、 直爽， 说话不拐弯抹
角。 他认为是对的一定要坚持，得理不让人，
因为这个性格也得罪过康生。 岸英在山东工
作时，曾遇到敌人杀害我们两个侦察兵一事。
康生火了，要调部队轰击村子。 岸英不同意，
怕伤百姓。 康生很生气，从那件事后，他再也
不带岸英出门了。 岸英牺牲后，档案里有一份
检讨，说是对领导不尊重。 ”

“岸英很朴素，一个月就两元的生活费。
他衣服不多，我发现他有时脏衣服未洗，身上
的要换，就又在脏衣中挑件穿上。 岸英不用主
席的钱，尽管父亲有稿费，他买东西主席都要
过问，所以岸英很谨慎。 但若是买书，主席是
支持的。 ”

60多年的事，记得那么清楚，让我们听得
如临其境， 这足见毛岸英在刘思齐心中的分
量。

又是清明，披露那次采访内容，也算我们
祭奠岸英烈士的一瓣心香。

刘思齐的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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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婚姻缘分

通讯员 黄柏强 向端四 本报记者 文热心

那次采访就在板仓杨开慧纪念馆里。
刘思齐老人虽然年过八旬，但身体健旺，

思维清晰，待人和蔼。 谈起毛岸英的往事，她
显得很平静。 她说，这个话说长也长，说短也
短。

“1950年10月14日，这是我永远难忘的日
子，因为我和岸英1949年10月15日结婚，岸英
1950年10月15日动身赴朝。岸英牺牲后，我才
有一个感觉，我们的缘分只有一年。 为什么只
有一年的缘分？ 我不知道。 ”

“1950年对我来说， 迷信的话是血光之
灾。 8月份我做扁桃体手术，原本是很简单的
事，结果马上大出血，咳血痰。 当时在北京医
院住院，毛远新的姐姐毛远志（毛泽民和王淑
兰之女）照顾我。 岸英陪李克农（时任外交部
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去苏联了。 岸英去
哪里我从不打听，因为结婚前就定了原则，不
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不知
道，不该说的不说。 岸英从苏联回来后，我说
远志照顾我非常周到，让他知道这份情。 ”

“9月30日在天安门练队形，准备参加国
庆游行，休息时我很饿。 妈妈（张文秋）在中国
银行工作，银行总部有一小饭馆，妈妈叫我在
馆里吃了碗肉丝面。 因吃面，晚了时间，只得
跑步赶去集合。 回到中南海，谁也未见到，主
席不在家，江青也不在。 觉得身子不对劲，开
始躺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 后来肚子疼得不
行。 我告诉邵华后不知是保健医生还是谁来
了，说要去医院。 把江青找回来后，江青也说
赶快去医院。 她问我妈电话，我告诉了她。 到
301医院诊断是急性阑尾炎，说（动手术）要亲
人签字，可当场没有亲人。 给妈妈打电话打不
通，后来江青说是我说错电话号码了。 找不到
岸英，他们又不敢去找主席……”

“没办法，医院院长兼妇科主任，说她来
做手术。 我的手术是妇科主任（医生）做的，一
个外科主任在旁。 因妇科主任（医生）不放心，
她觉得不太内行。 ”

“10月1日，岸英下午才到医院来，快吃晚

饭了。 他解释了什么我记不清楚了，是到苏联
使馆了，还是参加宴会了，还是去干其他什么
事去了。 他坐了一会说有事就不见了，一直到
10月14日才来，中途一个电话也没有。 我不高
兴， 他一个劲道歉， 道歉之后又说明天要出
差。 我问他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他连我们的
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也忘了。 结婚以后他到长
沙和苏联出了两次长差， 只有1950年的寒假
（20多天）才是我们朝夕相处的日子。 他很忙，
苏联专家来我家时他让我主动出去， 我不懂
俄文，他们讲什么我听不懂，他说我可到院子
走走，到李克农办公室、会客室坐坐。 当时我
想，你们为什么不去办公室谈，公事搬到家里
来谈？ ”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要去朝鲜。 岸英只是
说，他这次去的地方很远，很不方便，接不到
信，不要着急。 其实，岸英从长沙回去时朝鲜

战争就爆发了。 我一个学生，好像这个事很遥
远，附近一个国家打仗，我们会受到什么影响
根本不知道，也没想过。 他要出差，到哪里去
我也不能问。 ”

“当时，他交待了4件事。 第一，将来不管
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要完成自己的学业，不要
急着工作。 我当时就想， 我会遇到什么情况
呢，你还会不要我吗？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说
过，我的文化知识不够用，让我从头学起。 岸
英劝慰我说，让我不要着急，努力学习。 ”

“他交待的第二件事，每周六，都要我去
看看爸爸，不要他不在，我就不去了。 ”

“第三件事，要帮助岸青。 说他在生活方
面自理差，江青没有精力照顾他，让我对妈妈
（指张文秋）说，帮助照顾岸青。 ”

“第四件事，让我对江青小心，说接触她
时要多个心眼，他就得罪过她。我感觉，岸英
心里还留有一些话，没有告诉我。 ”

“岸英对我的这次谈话，我觉得不一般。
晚上十一点，我把他送到医院大门口，他走走

又回来，走走又回来。 他骑车之前，给我深深
地鞠了一个躬。 我当时也不理解，夫妻之间还
要鞠躬？ 我当时也没多想，只是觉得怪怪的，
事后我才觉得他说的四件事其实就是遗嘱。
岸英要让我知道，万一不幸该怎么办。 ”

“开慧妈妈牺牲后，党送岸英去苏联学习。
在苏联，他有几个无话不谈的朋友，如蔡和森的
儿子蔡博、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刘少奇儿子刘
允冰，还有黄健、李多力。 岸英临走前告诉蔡博：
这次估计回不来了。 这是岸英赴朝前在沈阳和
蔡博说的，岸英已经做了牺牲的思想准备。 联系
他对蔡博说的话， 我更觉得岸英临走对我说的
话实质上就是遗嘱。 有人说：主席送岸英去朝鲜
是培养太子，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岸英知道去战
场就意味着牺牲。 ”

为缓解刘思齐老人心内的沉痛， 笔者有
意将话题转向板仓。 刘思齐说起了岸英那次

回板仓。
“1950年5月，岸英回到板仓。 动身之前，

他准备了好久。 所带的礼品都给我看了，是主
席想到的。 我当时在上学，加上身体不好，扁
桃体三天两头发炎， 而且不知道岸英什么时
候能从湖南回来，就未能与他同行。 现在想起
来，是我的终生遗憾。 ”

“岸英从板仓回去后告诉我，他给母亲扫
了墓，在长沙看了外婆、舅舅、舅妈和其他亲
友，帮外婆过了生日。岸英和外婆的感情很深，
这可以从给向三立的信中看到， 外婆生日前，
他特地从北京赶回长沙。 他还津津乐道地说，
又吃到了外婆做的糖豆腐脑。那是小时候他最
爱吃的东西。外婆慈祥、贤淑，非常喜欢岸英，
也非常喜欢主席。岸英还对我说过，小时候他
还在地上打滚使性子向外婆要糖吃哩。”

“岸英从板仓回去没多久，就去了抗美援
朝的战场……”

“带着崇敬和还愿的心情，1961年5月，我
与岸青、邵华同行来湖南，在长沙市学宫街希
圣园岸英的外婆家里，高兴地见到了外婆、舅
舅、舅妈等。 ”

如此， 与刘思齐老人的话题又转到了她
眼中的岸英。

她说：“岸英奔放、 直爽， 说话不拐弯抹
角。 他认为是对的一定要坚持，得理不让人，
因为这个性格也得罪过康生。 岸英在山东工
作时，曾遇到敌人杀害我们两个侦察兵一事。
康生火了，要调部队轰击村子。 岸英不同意，
怕伤百姓。 康生很生气，从那件事后，他再也
不带岸英出门了。 岸英牺牲后，档案里有一份
检讨，说是对领导不尊重。 ”

“岸英很朴素，一个月就两元的生活费。
他衣服不多，我发现他有时脏衣服未洗，身上
的要换，就又在脏衣中挑件穿上。 岸英不用主
席的钱，尽管父亲有稿费，他买东西主席都要
过问，所以岸英很谨慎。 但若是买书，主席是
支持的。 ”

60多年的事，记得那么清楚，让我们听得
如临其境， 这足见毛岸英在刘思齐心中的分
量。

又是清明，披露那次采访内容，也算我们
祭奠岸英烈士的一瓣心香。

清明时到板仓， 发现开慧烈士陵
墓的北面山坡上， 新增了一座毛岸英
衣冠冢。

这让我们想了许多： 425具志愿军
烈士的遗骨回归祖国、 电视剧 《毛岸
英》、 电影 《毛泽东和他的儿子》 ……
然而， 我们记忆最清晰的却是去年11
月23日那次采访。 采访对象就是刘思
齐老人， 她回忆起自己的1950年， 告
诉了我们关于毛岸英赴朝前许多生活
细节。

赴朝之前有遗嘱
遗憾那次没随来

“岸英得罪过康生”

板仓毛岸英衣冠冢。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刘思齐会见本文作者之一的黄柏强。

毛岸英（右）1950年回湘时与外婆（前）、
舅舅杨开智、舅妈李崇德、表妹杨瑛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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