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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女党员之杰出者”；她由毛泽东当红娘，与刘少奇结为革命伴侣；她年仅32岁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革命烈士何宝珍短暂而灿烂的一生，在一位9旬老人35年不间断地挖掘追寻下，逐渐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

胡正耀：只为英烈昭青史
“这个女孩子肯定不一般”
1984年，时年58岁的胡正耀被借调到
道县县志办编撰县志， 负责编写何宝珍
传。彼时，国内关于何宝珍烈士的资料非
常稀缺，特别是其16岁以前的情况几乎处
于空白状态。仅有的几份资料里，有一份
刘少奇为何宝珍写的小传 （部分摘抄）：
何 葆 （宝 ）珍 ，女 ，湖 南 道 县 人 。1922 年
加 入 社 会 主 义 青 年 团 ， 后 转 入 党 。1923 年
到安源路矿工会所办之工人子弟学校教
书 ，是 年 与 我 （刘 少 奇 ）结 婚 。生 二 子 一 女 ，

毛泽东做媒，刘少奇与何宝珍结为夫妻

于 1933 年 在 上 海 被 国 民 党 宪 兵 逮 捕 入 狱 ，
被 判 徒 （刑 ）15 年 ，由 南 京 第 一 监 狱 执 行 。
因她与狱外党的组织发生关系， 被发现，
第二次判决在南京枪毙。

“敢于反抗，勇敢坚强，这个女孩子肯
定不一般！”胡正耀告诉记者，这份资料让
他眼前一亮，怎么才能让烈士的英雄事迹
不被埋没？ 一种使命感涌上胡正耀的心
头，虽然已临近退休，但他下定决心沉下
心来寻找真相，还原历史。

8岁以绝食反对缠足裹脚
5月20日， 胡正耀老人在查阅资料。
何红福 摄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何红福 谢万波

前段时间，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
在央视热播，该剧将刘少奇和何宝珍烈士
的红色恋情刻画得极为感人、浪漫。电视
剧播出后，何宝珍烈士的事迹引起了越来
越多人的关注。
电视剧的热播，也让《女杰何宝珍》的
作者胡正耀老人家里“热闹”起来，常有全
国各地赶来的党史专家、媒体记者和红色
文化爱好者敲门，要听他讲述何宝珍烈士
的故事。
今年93岁的胡正耀从1984年起，便
着手收集何宝珍烈士的相关资料，35年来
从未间断。为此，他不仅踏遍了道州城，还
奔赴广州、武汉和衡阳等地追寻何宝珍的
足迹，寻找何宝珍的朋友和后人，调查考
证当年的情况，整理近40万字的资料，出
版红色读本《女杰何宝珍》。
5月20日，记者赶赴道县，在寇公街
73号道县中医医院一栋宿舍里，见到了胡
正耀老人。如果不是同行人员介绍，很难
想象眼前这个精神矍铄、略显清瘦的老人
已年过九旬。 胡正耀的家装修很简单，大
部分都是老家具。在他的书房里，基本都
是与刘少奇和何宝珍有关的书籍。
得知记者的来意后，老人拿出几本
他写的书和笔记放到面前，“年纪大了，
怕自己记不住细节， 这些材料作备用，
这么严肃的事情不能出错了。”
老人声音洪亮，谈话思路清晰，怕记
者听不懂他的话，还特意拿出白板，遇到
重要的地方， 通过手写向记者说明情况，
一撇一捺都相当工整。
在语言和文字的交流中，胡正耀向记
—
者聊起了他研究何宝珍烈士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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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宝珍短暂的32年人生，前16年都
是在道县度过的。”胡正耀经多方打听，辗
转联系到何宝珍的两名小学同学蒋玉兰
和周锦云。当时，两位老人已年过八旬，记
忆有些模糊，回忆断断续续。胡正耀带着
笔记本和录音机，先后十多次拜访这两位
老人，取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考证两
位老人的说法是否准确，他根据整理的口
述笔记，走访了何宝珍曾经生活过的每一
个地方， 还特地考证了何宝珍爷爷奶奶、
父母和小学校长的墓志铭。
何宝珍的父母葬在道县贵头村后龙
山上。一次，胡正耀去山上看碑文，当时正
值盛夏，山上草深林密,长满茅草荆棘。为
了开辟一条道路，胡正耀双手被割得鲜血
淋漓，袖口也被血水浸透。他顾不上身体
的疼痛和蚊虫的叮咬，蹲在地上认真记录
碑文内容。
“通过两位老人讲述和多方面考证，

我发现何宝珍是一位从小学习认真并且
敢于与封建陋习相抗争的人。” 胡正耀告
诉记者，1902年4月，何宝珍出生在道县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那年，父母开始筹备
为何宝珍裹脚。初谙世事的何宝珍对这些
封建陋习深恶痛绝,于是她与父母据理力
争,拒绝缠足裹脚。她对母亲说：“我是穷
苦人家的女儿， 大了要靠着双脚劳动的，
把脚裹得小小的，走路摇摇摆摆，今后做
不得事，就会被活活饿死，我不裹！”于是，
她下决心以绝食反对裹脚。3天过去，何宝
珍瘦得眼窝陷下去了， 脸色也开始发黄，
母亲只好帮她解开裹脚布。
“
何宝珍12岁时，进入道县女子小学读
书，她起早贪黑、勤奋学习，加之天资聪颖，
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1918年秋，何宝
珍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
范学校，前往衡阳上学。”胡正耀介绍，离开
道县后，何宝珍开始踏上革命道路。

何宝珍。

何宝珍故里管理所供图

“何宝珍从16岁离开道县后， 就很少再回
家。”胡正耀翻开一套泛黄的《湘南学联资料汇
编》说，这套书是他上个世纪90年代去衡阳市
委党史办查资料时， 对方赠送的珍贵资料。为
揭开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他曾追随何宝珍的
足迹，前往武汉、长沙、广州、上海等地，不停地
走访和考证。几十年来，这些与何宝珍相关的
书籍、资料，不知被他翻了多少遍，有些段落他
都能倒背如流。
“何宝珍来衡阳上学的初衷，是想当一名
教师，让更多的贫苦女孩能接受教育。”胡正耀
说，入学后，何宝珍通过阅读《新青年》等进步
书刊，接触到了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
想。1919年5月，“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并迅
速波及全国。何宝珍积极响应，她和同学一起
上街游行示威，联合各界人士罢工、罢市，还组
织演讲团和宣传队深入农村、城郊、厂矿等地
开展宣传活动。1922年9月，何宝珍因勇敢揭露

学校当局的腐败专制和积极组织学生声援工
人罢工斗争，被校方开除学籍。
“何宝珍被开除的时候，距离毕业只有一
个多学期，这是她人生中一个重要转折点。”胡
正耀说，何宝珍离校后，在共产党人张秋人的
介绍下， 以亲友的名义住进长沙清水塘毛泽
东、杨开慧家里，随后进入湖南自修大学补习
班学习。毛泽东对何宝珍十分欣赏，还替她改
了名字，将“宝珍”改为“葆贞”（为了保持叙述
的统一性，后文仍用何宝珍），“葆”是保持繁盛
的意思，“贞”是革命贞洁。
“说起来，是毛主席亲自做媒，成就了这段
姻缘。”胡正耀说，1922年10月的一天，刘少奇
从安源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与何宝
珍不期而遇。当时,何宝珍刚满20岁,端庄秀丽,
朝气蓬勃,24岁的刘少奇心中顿生好感。
1923年初， 何宝珍从自修大学毕业后，在
毛泽东的建议下前往安源工作，担任安源路矿
子弟学校的教师。何宝珍在安源工作后，时常
能见到刘少奇，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让两个年
轻人的心越贴越紧。同年4月，刘少奇和何宝珍
在安源结婚。他们的婚礼简朴又热闹，一改种
种旧俗，不办酒席，不收彩礼，不拜天地，只买
点糖果，泡点茶水，开了个简单的茶话会。
“
后来，毛泽东在上海与刘少奇、何宝珍夫妇
见面时，他乐呵呵地说，
‘
少奇、宝珍，你们可要补
我一杯喜酒哟！’”胡正耀介绍，婚后，两人立即投
入到紧张的革命工作中。 刘少奇忙于接待工人、
到工地调查和批阅文件。何宝珍白天为孩子们上
课，夜里在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唱歌。
1925年春，何宝珍惜别工作两年多的安源，
随刘少奇奔赴广州。此后，何宝珍便跟随刘少奇
辗转上海、武汉、东北等地从事革命工作，悉心
照顾刘少奇生活， 并在工作上成为刘少奇的得
力助手。他们在共同生活的11年里，养育了刘允
斌、刘爱琴、刘允若3个子女。

年仅 32岁，用鲜血染红了雨花台

何宝珍烈士铜像。

何红福 摄

“今年是何宝珍烈士就义85周年。前几年，
身体状况好一些， 我常常会去附近的几所小
学，给孩子们讲红色故事。每次讲到何宝珍牺
牲这个片段的时候，我都很难过。”胡正耀有些
哽咽地说。
1932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后，何宝珍按照组织安排，带着小儿子留在上
海坚持地下斗争。此前，为了便于从事革命工
作，她已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先后托送他人代
养。期间，何宝珍任全国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
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四处奔波，争
取社会力量，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同志。她的营
救活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1933年3月被国
民党宪兵逮捕， 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
“与何宝珍一同关押在监狱里的有帅孟奇、
夏之栩等同志。后来，我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
馆，找到了几份帅孟奇等人出狱后口述回忆何宝
珍狱中经历的资料。”胡正耀说，在狱中，何宝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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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酷刑。起初，她机智地向敌人隐瞒了自己的
真实身份，与狱中的共产党员一道组织难友同敌
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她还常常利用难得的放
风机会，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励难友，感染同
伴。一年后，由于叛徒告密，何宝珍的身份暴露。
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酷刑拷打，何宝珍始终坚
贞不屈，坚守党的机密。1934年秋，何宝珍在南京
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上世纪50年代初， 刘少奇到南京雨花台缅怀
烈士。在烈士纪念碑前，他深情地说：
“
几十年来，无
数的革命先烈被处死在这里， 何宝珍同志便是其
中一位。”
“
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我对何宝珍烈士的研究，就像挖掘宝库
一样，越是深入，就越佩服她英勇顽强、不屈不
挠的革命精神。” 采访的最后， 胡正耀动情地
说，他最近正准备将红色读本《女杰何宝珍》改
编成剧本。他最大的心愿，是在有生之年看到
以何宝珍烈士为主角的故事搬上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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