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王明贵

【红色档案】

【档案故事】
“沪子，你看群众的智慧是多么高啊 ！他

们不仅是生产能手，而且是有政治性的诗人。
我真敬爱他们。”

这些珍藏于帅孟奇生平事迹陈列室里的
泛黄信笺(复印件)，是革命先辈帅孟奇写给养
女———沈绍藩烈士遗孤舒炜（沪子）众多家书
中的一部分。

纸短情长，一行行饱含深情的手写行楷，
将“帅妈妈”把革命大家庭当作自己的家、革
命后代当作自己的子女、 人民当作自己的亲
人的故事，娓娓道来。

10月上旬，记者来到汉寿县，走进帅孟奇
生平事迹陈列室和故居，探寻“帅妈妈”的故事。

革命先驱

1897年，帅孟奇出生于龙阳县东乡（今汉
寿县坡头镇）陈家湾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青少
年时期，她接受进步思想，追求真理。

帅孟奇生平事迹陈列室还原了当时龙阳
街头颇为常见的场景： 一个稍显瘦削的女子
将锣鼓一敲，站上高凳，大声动员妇女放足、
剪短发，宣讲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
等先进思想。这女子便是帅孟奇。

1926年，帅孟奇加入中国共产党，更为积
极地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正在上海领导
纱厂工人罢工的帅孟奇被捕入狱。在狱中，敌
人对她多番劝诱未果后，便施用坐老虎凳、压
粗木杠子、从鼻孔里灌入煤油水等种种酷刑。

帅孟奇饱受折磨，牙齿被敲掉，右腿被折
断，眼底受伤，浑身血肉模糊。

“哪怕是在这样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下，
帅孟奇都宁死不屈，坚守党的机密。”今年84
岁的汉寿县原党史办副主任周光璀与帅孟奇
交往颇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曾多次前往
北京探望帅孟奇，收集整理相关党史资料。

周光璀介绍，1937年， 因敌人的残酷折磨，
帅孟奇身患重病。党组织多方营救，最后以保外
就医的方式，将她从炼狱般的监狱中救出。

令人扼腕的是，帅孟奇被捕入狱期间，她
唯一的女儿许端一不幸夭折， 母亲因悲愤而
发疯，父亲被逼得背井离乡。远在莫斯科的丈
夫得知她“牺牲”的消息后，又另组家庭。

慈母柔肠
“我看了祖母后，即去浏阳县了解情况 。

浏阳的早稻已返青，中稻也扦（插）完，现正准
备晚稻下种。从现在看来，丰收有望。”

1958年5月，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的
帅孟奇回乡探亲，并前往农村调研。途中，她
给养女舒炜写了一封家书。

信中，多是亲切温暖的家长里短。但寥寥
数语间，一个饱含深情的慈母形象跃然纸上。

历经磨难， 早已失去了自己唯一的亲骨
肉，甚至是“家破人亡”的帅孟奇，养女从何而
来？顺着家书，我们找到了答案。

时光退回到1939年。那年冬天，当选为中
共七大代表的帅孟奇，来到延安。没过多久，

“携眷赴延”的任作民带着沈绍藩烈士的女儿
舒炜等多位烈士遗孤，也到了延安。

见到这些烈士遗孤， 帅孟奇的革命情怀
迸发了。她将母爱洒向更多孩子。

帅孟奇把年仅10岁的舒炜领养在身边，
并悉心照看其他孩子。一到周末，稍得空闲，
她便把这些孩子接到家中， 用自己每月的津

贴，为他们改善生活，增加营养。
舒炜身上长了疥疮。 帅孟奇急得到处抓药，

并每天为孩子清洗疮面、敷药。条件艰苦，没有肥
皂，帅孟奇就挖灰灰菜，以洗涤粘着脓血的衣衫。

彼时的延安，已是寒冬时节，延河水异常寒
冷。帅孟奇的双手被冻裂了，但一腔爱子之心，
却始终炽热。

“帅妈妈不仅收养和照顾了很多烈士子
女， 还照看着战争年代里党的领导干部无暇
照顾的子女。” 周光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
彭湃的儿子彭士禄，郭亮的儿子郭志成，黄公
略的女儿黄岁新，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李硕
勋的儿子李鹏，任作民的儿子任湘、任楚，陈
赓的儿子陈知非、陈知建……

心底无私
“告你一件兴奋的事，这次驾驶飞机的是两个

女驾驶员。 驾得很好。 这就证明女同志什么都能
做，什么都做得很好。你一定很相信这两句话吧。”

陈列室里珍藏的另一封家书（复印件），写
于1959年11月。在信中，帅妈妈鼓励舒炜，要有
追求，要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地奋斗，更教
育她要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敬爱人民群众，多
向他们学习，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照顾革命后代， 把他们培养成有益于人
民的人，正是帅妈妈的信条。

据舒炜回忆，除了家书中的谆谆教诲，平
日里， 帅孟奇叮嘱他们最多的便是：“你们没
有权利， 也绝不应该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过
日子。你们只有继承父辈的革命精神，为党为
人民努力学习和工作的义务。”

一件小事，令舒炜印象深刻。有次舒炜买
了台冰箱，不便搬运。当时恰好帅孟奇的司机
要接送客人，舒炜便让司机捎带一程，将冰箱
送去家里。

“这是私事，你做得不对。”帅孟奇得知此事
后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养女。最后，舒炜当面作
检讨并交了5元钱的油费。这件小事，让舒炜彻
底明白：作为党员，公私分明是必须坚守的原则。

教育子女的同时， 帅孟奇自己先作出了
表率。

周光璀讲述了一个在当地广为流传的故
事。1981年，帅孟奇家乡的一个侄孙打着她的
名义找县委书记要求安排工作。 帅孟奇得知
后立刻去信告诉县里， 凡亲属以她的名义谋
求特殊照顾的，一律不要理睬。帅孟奇还给这
个侄孙去了信，严肃批评他的错误，并鼓励他
做一个有志气的诚实青年。

如今的帅孟奇故居， 两旁种满了品性坚
韧的梅花与清纯高洁的荷花。 帅妈妈身上那
种大公无私、先公后私的共产党人价值追求，
也不断给后人指引与激励。

帅孟奇写给养女———沈绍藩
烈士遗孤舒炜（沪子）的家书，现存
于国家图书馆。图为帅孟奇生平事
迹陈列室展出的家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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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初心
———红色档案背后的故事

湖南日报、 湖南省档案局、 湖南省档案馆联合主办

纸短情长“帅妈妈”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刘彬

10月16日，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
日前该局对外发布了《关于加强“低慢小”航
空器管理工作的通告》， 对包括无人机在内
的“低慢小”航空器管理做了明确规定，严禁
其在机场、城市中心区、公园、大型活动场
所、军事管理区等多个区域上空飞行。

近年来， 随着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的
飞速发展，无人机在社会生活中迅速普及。
但在方便大众工作和生活的同时， 无人机
也带来不少安全隐患和问题，坠机砸车、伤
人， 侵入机场空域干扰飞机起降等妨碍公
共安全的事件屡有发生。此外，无人机还具
有目标小、速度快、易操控、隐蔽性强等特
点，极易成为不法分子利用的工具。

在此背景下，长沙市公安局发布通告，
旨在消除安全隐患， 有效预防无人机肇事
肇祸案（事）件发生。

这些区域禁止飞行
通告明确了“低慢小”航空器的定义：

即飞行高度低、飞行速度慢、雷达反射面积
小(飞行高度在1000米以下、飞行速度小
于200公里/小时、 雷达反射面积小于2平
方米)的航空器具，主要包括轻型和超轻型
飞机(轻型和超轻型直升机)、滑翔机、无人
机、航空模型等航空器。

这些“低慢小”航空器将在长沙多个区
域禁止飞行，包括：民用机场范围内上空和
机场净空保护区域， 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
位、军事管理区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目
标区域，通讯、供水、供电、能源供给、危化
物品储存、大型物资储备等关系国计民生、
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区域，城市中心区、车
站、码头、港区、公园、大型活动场所、学校、
医院等人员密集区域以及政府公告进行临
时管制的区域。

对违反规定在上述区域内飞行的，公安
机关将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直至强迫其
降落。据悉，目前市公安局和相关空管部门
正在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禁飞区”方案，下阶
段将发布更为具体的禁飞区域。

所有飞行须预先申请
那么，无人机该如何正确“飞

天”呢？
“首先是主动配合公安机关

及民航等部门， 做好航空器相关
信息的实名登记、 信息查验等管
理工作。”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通告要求，

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飞行必须预先
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具体来看，飞行行为在民航机场净空保
护区域范围内的，应预先向南部战区空军和
民航空中管制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取得
飞行许可，方可实施。飞行行为在其他区域
范围内的，应预先向南部战区空军空中管制
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取得飞行许可。

值得注意的是， 在依法取得飞行许可
后、飞行行为实施前，组织与实施“低慢小”
航空器的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应主动向飞
行行为实施地的公安机关辖区派出所提供
飞行审批、飞行计划、应急处置等材料进行
报备。飞行结束后，及时报告飞行实施情况。

公安机关将严管“黑飞”行为
记者了解到，除明确规定禁飞区、飞行

申请要求外， 通告还明确了多种违规操控
“低慢小”航空器飞行的情形，如：携带爆炸
性、毒害性、放射性等危险物质飞行；未经
批准飞入空中限制区、空中危险区；在大型
活动现场上空飞行，不听劝阻、导致现场秩
序混乱或者致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采取紧
急应对措施；在城市中心区、车站、公园、学
校、 医院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区域上空
飞行，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干扰单位工
作秩序不能正常进行或者致使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安
机关将联合空军、民航等有关部门，对全市

“低慢小”航空器飞行实行严格监管，针对
上述情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将予以治
安管理处罚；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下一步， 长沙公安机关还将加大对通
告的宣传力度，指导有关区域、单位设置禁
飞标识， 全面开展无人驾驶航空器摸底排
查工作，做好源头掌控，并加大对重点区域
网格化巡逻巡控力度，及时发现、制止和查
处违法飞行活动， 切实营造全社会共同维
护公共安全和航空安全的环境氛围。

� � � �无人机在方便大众工作和生活的同时，也带来
不少安全隐患和问题。那么，无人机该怎样“飞天”———
长沙公安发布通告加强无人机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