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李曼斯

“忘家客”回来了！
他端坐在一片松林画景中， 仍是须髯如

戟、长袍短夹的模样，3位至交好友或坐或站，
神色肃然。

他又好似没有回来。
时针已拨动近百年……他的后人扛着锄

头从农忙中归来，仰头看向太爷爷时的面容，
竟比先辈还要苍老。

是啊，自称“忘家客”的何叔衡还未归家。
1921年7月23日，他和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了中
共一大，此时在他的心目中，小家庭已远去。
1927年5月22日，何叔衡拜别妻子袁少娥奔赴
上海后，他再也没能回到家乡。

回到人们视野的， 是何叔衡与好友谢觉
哉、王凌波、姜梦周的一张合照。 新中国成立
后，为了那不能忘却的纪念，人们追溯革命先
烈的足迹， 在谢觉哉老屋的正梁上发现了这
张“宁乡四髯”唯一的合影。

如今， 在宁乡市沙田乡杓子冲何叔衡故
居，这张照片被悬挂在堂屋，来此的游客无不
驻足瞻仰。 何叔衡的后人但有暇余，便会与来
客谈论往事。 随着一段段故事在堂下流传，先
人音容愈发清晰，好像并未远去。

“穷秀才”的革命

宁乡横市镇，水云山下，琅琅书声传来。
这是云山书院延绵百年的不绝弦歌。 此情此
景， 百年前曾在此任教的何叔衡是再熟悉不
过了。

彼时， 从清朝走来的云山书院装着满肚
子的之乎者也，步履蹒跚地步入20世纪。 不曾
想，4个蓄着八字胡须的秀才风风火火踏入书
院大门，把这所行将落伍的旧式学校，搅了个
天翻地覆。

辛亥革命后，在何叔衡等人的倡议下，学
堂组织了学生会， 进步师生一起反对尊孔读
经， 提倡写应用文， 开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 何叔衡还动员男人剪辫、女人放脚，带领
学生们上劳动课，植树种草绿化校园。

当日益汹涌的革命洪流席卷中华大地，
“四髯” 和学生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前
景。 然而，滔天巨浪中，即将被淹没的守旧派
已怒不可遏！

他们任命新的校长， 当着学生的面斥责
何叔衡“公然造反”，将4位革新者的行囊扔出
书院。 哐当一声，秀才们的梦，醒了！

是挽救将倾大厦， 或是愤而起身另起炉
灶？ 何叔衡已然有了答案。

1913年春寒料峭中，他夹着包裹雨伞，在
妻子的目送下赴长沙求学， 走向了一片全新
的世界。

此时，何叔衡已然成了“忘家客”。 他仍是
着那套长袍，一幅老学究的模样。 脑子里却思
维活跃，对新世界求知若渴。

在第一师范， 37岁的教书先生成了大龄
新生， 还与小自己17岁的毛泽东成了忘年
交。

1918年， 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
入新民学会，且处事老练，毛泽东评价“叔翁
办事，可当大局”。

1920年冬，湖南成立党小组，何叔衡再一
次站在新事物的一边。 第二年6月29日，他与
毛泽东在长沙同登一条轮船赴上海， 参加中
共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成为中国共

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当年的中共一大, 是一场年轻人的会议,

13人平均年龄28岁。 其中，最为年长的便是45
岁的何叔衡。

至此， 何叔衡走完了从封建秀才到革命
民主主义者再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路程。

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
准备进行长征。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日，何
叔衡兴冲冲地问同在一机关工作的董必武。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 八十里也勉
强。 ”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还准备了两双很
结实的草鞋。 ”

这两双草鞋最终没有派上用场， 何叔衡
被留在根据地。

谢觉哉如此描述那次分别：“习惯了患难
中分手，患难中相逢，又患难中分手的我俩，
虽然不知道会面何时， 却保持着严肃与沉
默。 ”

1935年2月24日， 在向白区转移的过程
中， 何叔衡等人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部队的围
堵。 为了不连累同志，何叔衡在福建长汀跳下
悬崖。

后人都以为他是坠崖而亡,一直到新中国
成立后,公安机关审问当时在场的团丁时 ,才
得以还原何叔衡生命的最后时刻。 凶手交代,
他和另一团丁在战后搜索时,在山崖下发现了
一个躺着的老人,已头破血流 ,从衣服里发现
了银元。 这两个家伙搜身时 ,老人突然苏醒 ,
抱住凶手的腿欲搏斗,结果被连击两枪……

这一年,他59岁,已是含饴弄孙、安享天伦
之乐的年龄,却以如此惨烈的贴身肉搏 ,喋血
疆场。 但这何尝又不是他的梦想———“一个共
产党人就是不应该死在病床上”“绝不是想安
居乡里以求善终的”。

然而，于家乡而言，他终究是离去了。

“何胡子”的感情

距离长汀700公里外，宁乡杓子冲里的袁

少娥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她一直在等待丈夫
归来，直至撒手人寰。

离家不归， 并非何叔衡的本意。 他远在
莫斯科时， 曾致信妻子： “我的老妻， 你如
果活到60岁， 我或者与你有见面之日， 但您
的生， 要是捡柴、 栽菜、 喂猪的生， 不要去
求人的生。 我是永远要对得起我的骨肉和您
的呀！”

艰险而忙碌的革命生涯， 未曾让何叔衡
忘却身后的家人与友人。 毛泽东曾说过：“何
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

何叔衡是固执而坚决的， 是炽热而外放
的，一触碰就要被他感动。

作为丈夫 ， 他将忠贞与爱恋给予妻
子———

煤油灯下，他一次次为妻子解下裹脚布。
见袁少娥仍是动摇， 他笑说要用暴力解决问
题。 于是，手起刀落间，裹脚布、小布鞋被砍得
粉碎稀烂。

仍被愚昧世俗所蒙蔽的乡人曾劝何叔衡
再接一位如夫人， 生个男孩留后。 何叔衡驳
道：“我有3个女儿，是一样的。 ”

何叔衡反对“无后”“不孝”的孔孟之道，
将一生一世的深情托予了妻子袁少娥。 在中
央苏区，有同志见他年纪大还要自己洗衣、缝

补，想为他在当地找个伴照顾起居，被他严词
拒绝。 在他心里，只须妻子请他人代笔，给自
己写几句话寄来，便足以驱散孤寂。

作为父亲 ， 他将指引与关爱给予子
女———

面对所谓“传宗接代” 的质疑， 他将小
女儿取名为实嗣， 意为何家的实际继承人。
事实上， 何叔衡确将女儿当成继承人在培
养。

他教导女儿万不可念“在家从父，出嫁从
夫。 笑不露齿，话莫高声”之类的《女儿经》，不
可当温驯的奴隶。 他鼓励女儿带着同学为妇
女解放而斗争，带领她们到船山学社、自修大
学、文化书社接受熏陶。

后来，何叔衡的父亲在遗嘱中嘱托，要他
将侄子何新九过继为子， 何叔衡不忍再做对
抗。 此后，他对养子同样细心教导，信件往来
不断。

作为老师 ， 他将耐心与知识给予学
生———

何叔衡一贯反对封建打骂教育， 哪怕是
素未谋面，也当做是自己学生一般关爱。

一年冬天， 杓子冲路旁有一孩童坐在石
头上哭泣。 何叔衡见了，蹲下身子细心和气地
盘出原委：学堂塾师要这小孩背书，因为放学

后要看牛、杀草，小孩书未读熟，结结巴巴背
不出。叫他默字，也默错好几个。 塾师大怒，把
他揍了一顿， 还出联嘱对：“世上少有这号蠢
伢子。 ”孩子对不出，又要挨打，被吓得抱着书
包跑了出来。

何叔衡哈哈大笑：“易得易得， 你只管回
学堂去，对先生说‘天下难得如此好先生’，保
你不挨打。 ”小孩转哭为笑，当真回了学堂。 塾
师听了，也是哭笑不得。

他的感情还给予了谁？ 他的乡邻、他的挚
友、他的家国……脚下土地皆为故乡，故乡之
上皆是亲人。 此情此志，他怎能不“忘家”？

就是这样一副骨与肉啊！ 古板长衫下，一
团团热浪正在胸膛酝酿、 聚集， 只待烈日当
空，就可燃起熊熊烈火。

“忘家客”的火种

这火种，已然传至今日了。
你只需来到沙田杓子冲走上一遭， 这里

的乡亲定能将“穷秀才”闹革命以及他那“一
堆感情”与你娓娓道来。

更别提何叔衡的故人， 至今仍在家乡坚
守着“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
懦子孙”的誓言。

留在宁乡当地的何氏后人， 都是何叔衡
的儿子何新九的直系后裔。 这些朴素的老乡，
衣襟沾满泥土，皮肤黝黑，头发斑白。

年过花甲的何盛明是何叔衡的曾孙，他
告诉记者，自己当过井下矿工、钢厂工人，如
今靠微薄的退休金在家乡颐养天年。 他说：

“我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都已成家立业。 作为
寻常百姓人家，衣食无忧，我过得很安心。 ”

同辈何光华一辈子在家务农，如今年近6
旬，还在四处打工维持生计。 因为家境贫寒，
何光华的儿子早早辍学，外出打工谋生。

“家里前辈反复告诫我们，不能给政府提
要求，不能给太爷爷抹黑。 ”何光华操着一口
乡音，重复着祖辈的嘱托。 或许，守护这一方
故土，传承祖辈的精神，正是何家后人最引以
为豪的成就。

传承宝贵的红色基因， 不止何家后人在
努力。

近年来，沙田乡利用红色资源，打造了独
具特色的红色文化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长沙市直机关党员教育基地。 随着沙田红色
大景区的建设完善，前来参观何叔衡故居、谢
觉哉故居等景点的游客逐年增加。 据了解，
2018年，沙田乡全年累计接待党员活动110多
场,达6000余人次。

“我们可能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总觉得
这些事得有人做， 不能把老一辈的精神给丢
了。 ”年过7旬的老党员袁雪松退休不褪色，成
了何叔衡故居的红色文化宣讲员，“眼见着红
色文化的氛围越来越浓，村子跟着一年一变，
越来越美。 ”

循着袁雪松的目光看去， 往日土房不见
踪迹，远处小楼层叠，乡间阡陌交通，车来车
往，四通八达。

哪怕只是想象， 也难得窥见当年何叔衡
离开的身影了。 离开家乡92年了，“忘家客”
携着火种汇入革命热浪， 连同躯壳燃起的熊
熊烈焰， 将天地换了个新！

而今，“忘家客”仍未归家。 他的火种， 却
已回来了。

如若他得见今日之中国， 当知风雨停
息、 夙愿已成， 游子可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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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22日讯（记者 黄利飞 实习生
唐嘉余）今天，科创板首批25家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集体挂牌上市。

按照科创板交易规则，公司上市的前5个
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5个交易日后涨跌幅
限制为20%。首批上市公司在第一个交易日先
抑后扬，截至收盘平均涨幅约140%。其中安集
科技涨幅最大， 达400.15%；25家公司成交额
合计逾480亿元，其中中国通号成交额近百亿
元。

最新收盘价显示，科创板25只成份股有5

只个股股价在100元以上。 安集科技的收盘价
最高，达196.01元。 心脉医疗、乐鑫科技、南微
医学、 方邦股份个股分别报收于158.3元、
129.11元、110.51元和101.1元。

首批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整体向好，最
新的业绩披露显示， 有15家今年上半年业绩
增速同比超20%，少数公司业绩下滑或继续亏
损。

不过，这些公司的科技成色都很足：2018
年研发投入金额在营收中平均占比11.3%，远
高于A股其他板块。

截至7月21日，科创板受理企业数量达到

149家，其中28家已在证监会注册生效，6家正
提交注册，1家已通过上市委会议，88家处于
已问询状态，24家处于已受理状态，中止和终
止企业各1家。

除第一批25家公司已经上市交易外， 深
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晶晨半导体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已经注册生效， 不日将登陆科创
板。

据悉，科创板受理的149家企业中，包括
威胜信息、南新制药2家湖南企业。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历时8个多月，科创板7月22日鸣锣开市，
并在首个交易日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
单”：首批25家公司涨幅均翻倍，且个股换手
率最高超过70%，交易活跃度及投资者对于科
创板的投资热情度，可见一斑。

接下来，科创板可能是什么走向？ 个人投
资者如何参与科创板交易？ 湖南企业申报科
创板进展如何？ 市场专业人士称，针对这一全
新的事物，我们保持热情的同时，更需要理性
和冷静。

前期股价波动剧烈 ，后期
逐步回归正常

科创板仅用了250多天就登台亮相。
科创板的速度， 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改

革力度之大、速度之快，也回应了市场殷切期
望。 这是多名券商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的感
慨。

开锣首日，个股表现令人振奋：25只个股
股价悉数翻倍，平均涨幅高达140.95%、平均
价格达70.8元/股。

科创板漂亮的“开门红”，在市场意料之
中。

北京高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继豪称，
资金向来就有炒新的热情， 尤其是现在投资

者对A股热情不够高，科创板上市，正好给了
资金一次“狂欢”机会。

方正证券投资顾问黄震宇说， 从市场表
现来看，当前资金焦点在科创板，预计本周短
线资金仍将围绕科创板进行博弈。 科创板新
股前期或会出现涨幅较大的情况， 但从历史
经验来看，股价波动会有逐步回归过程。

2009年开通的创业板， 就是一个很好的
借鉴案例：创业板首批上市企业集体大涨，首
日平均涨幅为106%；第二天由涨转跌，个股平
均跌幅为8.15%，28只股票仅有2只上涨；直至
第五天，首批企业的平均涨幅为2.72%，创业
板股价波动随着时间推移趋于正常化。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认为， 科创板有严格
的标准和程序，注重市场机制、市场约束，只
要市场各方如中介机构、发行人、投资者和监
管部门归位尽责， 相信科创板不会出现大水
漫灌的局面。

个人投资者可通过公募基金
等产品参与科创板

科创板首个交易日， 安集科技的表现尤
为亮眼，其以收盘价196.01元、上涨400.15%，

成为科创板第一高价股。 该股盘中最高上涨
520.6%，由此可以计算出，安集科技的中签投
资者，中1签最高可赚逾10万元。

这样的高收益当然会令投资者跃跃欲
试。

个人投资者如果想参与科创板股票交
易，需要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申请权限开
通前20个交易日， 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
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 二是参与证
券交易24个月以上。

按照这个标准， 很多小散户是不能直接
进入科创板交易的。

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中小投资
者， 可以通过公募基金等产品参与科创板股
票交易。 目前，博时基金、银华基金、大成基
金、 中欧基金等基金公司均推出了科创板相
关主题基金。

由于50万资产门槛和证券交易时长的限
制， 科创板被定义为半机构投资者市场或者
是半成熟市场。 科创板的投资者与主板、创业
板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是一群高净值投资者
和机构投资者。“这样的市场准入要求，其实
就是对投资者的专业性提出了新的要求，目

的在于警示投资风险， 鼓励机构化的长期投
资。 ”湖南资深股民李布维说。

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孙炜就
表示，个人投资者若判断准确，收益可能是巨
大的； 若判断不够准确， 损失也可能是巨大
的。 所以个人投资者的参与要非常谨慎和理
性。

湖南已有2家企业获受理 、
1家企业待申报

对于科创板这一明星资本市场板块，企
业纷纷抢滩涌入。

上交所最新披露信息显示， 截至7月21
日，科创板受理企业数量达149家，其中包括
威胜信息、南新制药2家湖南企业。

威胜信息目前的审核状态为“已问询”。
南新制药的审核状态为“已受理”。 有意向在
科创板上市的远大住工， 已在湖南证监局辅
导备案，处于“待申报”状态。

威胜信息相关负责人介绍， 上交所于
2019年4月4日受理了该公司的科创板申请，
并于4月17日开始对公司进行问询，公司已先
后于5月28日和6月25日提交了两轮问询的回

复，“目前， 公司一方面持续做好市场拓展和
产品研发，为公司业绩稳健前行奠定基础；另
一方面积极配合交易所各项审核工作， 按要
求进行材料准备，有序推进上市相关工作。 ”
该负责人说。

记者从南新制药了解到，该公司于6月20
日向证监会申报科创板上市材料，6月26日获
得受理并披露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目前公司
在等待“问询”，正有条不紊地按照证监会的
节奏，开展科创板注册上市工作。

远大住工相关负责人表示， 远大住工正
积极推进香港上市工作， 待完成H股发行后，
再启动A股上市工作。

为推动企业更了解或更顺利登陆科创
板， 湖南相关各方都在不遗余力地开展相关
工作。

湖南证监局正组织湖南辖区证券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合规总监以及证券公司分支机
构负责人进行培训， 要求各家机构充分认识
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的重要意义，积极发
挥中介机构作用，为科创板保驾护航。

作为目前申报科创板上市步伐最快的湘
企，威胜信息称，科创板对申请企业的研发和
创新属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威胜信息自
成立以来，就把研发放在首位，并致力成为行
业领跑者；相信自身素质足够好的企业，借助
科创板这股东风，未来值得期待。

昔日“忘家客”，而今可归矣
———在中共一大召开98周年之际致敬何叔衡烈士

科创板扬帆起航，湘企跃跃欲试

科创板首批25家公司挂牌上市
首个交易日集体大幅上涨，安集科技涨幅超400%居首
已受理149家企业，包括威胜信息、南新制药2家湘企

上图为宁乡
市沙田乡杓子冲，
何叔衡故居掩映
在一片绿树葱茏
中。

通讯员 摄

右图为大革
命时期“宁乡四
髯”合影，左二为
何叔衡。（资料图
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