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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日"初冬北京"原农业部长何
康家# 房中很温暖"老人的房里摆满了书架"书架
上摆放着很多不同时期的相片"黑白的$彩色的"

点点滴滴记录着何遂家族的精彩历史#

%幸好"我们家族的人都爱拍相片"所以"记录
下了很多珍贵的瞬间"以及宝贵的历史资料# &何
老告诉记者"从他父亲何遂开始"何氏家族便是一
个革命的家族#虽然父亲是国民党"但却支持共产
党的抗日事业和解放事业" 明里暗里都帮助共产
党做了许多工作' 何遂有 $个子女" 都是地下党
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也贡献甚伟#

%我从小跟着父亲" 对父亲的革命经历很了
解# &何康说#

012345 6789

何遂是何康的父亲"字叙甫"%&&&年生于福建
福州# 他一生积极革命"为民族的解放与强大而奔
走"生平经历无数刀光剑影"故事颇富传奇色彩#

作为一位革命者" 何遂积极参与了推翻清政
府"起兵反对袁世凯复辟"建立民国"是辛亥革命
元老'后又参与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积极抗日"

建立新中国"参与了两次改朝换代#

何老津津乐道向记者讲述父亲革命事迹的有
三件(一件是发起成立同盟会广西支部'一件是率
北洋军部分官兵起义'还有一件%毁家纾难&#这三
件事"何老今天讲来仍是步步惊心"这里既有职业
军人的英勇气魄"也有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还有
豪气干云的侠者之风#

%'%(年" 何遂和 )(多位志同道合的生死至
交决定组成同盟会广西支部"耿毅任支部长"何遂
任参议"还用中国传统的歃血为盟的仪式"接纳新
会员宣誓# %结果"入会的人很多"一天有好多个#

后来"耿毅因为是支部长"手上一天要戳好几针"

没多久手背就红肿起来# &何老笑说"因为担心手
总是红肿着会被人发现" 就将歃血为盟改成了集
体宣誓的办法接纳新会员#

何遂另一件颇为悲壮又极传奇的故事就是"

!'!!年 '月"武昌起义爆发前夕"清廷的统治已
是风雨飘摇"处处风声鹤唳# 当时"何遂在北洋军
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麾下任参谋" 吴也计划同时起
义"但却在石家庄火车站被刺杀#何遂就住在吴的
隔壁"听见枪声后冲出去"慌乱中拿了把短剑冲出
去"发现吴的人头已经不见了#悲愤之极的何遂代
吴禄贞率领第六镇部分官兵宣布起义" 他还抱着
失去人头的吴禄贞尸体赶到山西娘子关" 要求阎
锡山厚葬#

%父亲虽是军人"但他的字画也是双绝# &何老
将家中珍藏的何遂的字画指点给记者看"果然何遂
的水墨画随心所欲"佻达不拘"笔下山水大开大合"

情致盎然"显示出深厚的艺术修养#如今"孙中山纪
念碑右侧%和平$奋斗$救中国&#个大字"就是何遂
手书"写这大字时"何康正好在父亲身边# %当时没
有大的毛笔" 卫兵就把宣纸铺在办公室地板上"父
亲用扫帚醮墨"写下这 #个气势雄伟的大字# &

!'*+年"何遂和另一位福建名画家李云仙卖
画赈灾救国" 在当时的首都南京联合举办了一场
%李云仙何叙甫两先生国画展览会&'%'*' 年"何
遂%毁家纾难&"号召抗战"卖掉自己所有房产"捐
款给国家"并在香港办个人画展为抗战筹款#当时
移居香港的上海大亨杜月笙还以五万美元买下一
张画"支援祖国抗战#

解放后"何老到海南儋州工作"何遂也常前往
儋州看望儿子"对海南颇为喜爱# %'"*年"何遂在
)春节欢聚*中写道(%去春那大欣佳节"今夕京都
庆好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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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国民党" 但对子女的不同政见很宽
容#他不仅不反对我们加入共产党"还亲自把孩子
托付给共产党的领导人# &何老告诉记者"虽然父
亲是国民党" 但五个孩子中" 有四个都是共产党
员"还利用何遂在国民党的特殊地位"从事地下党
工作"获取了大量国民党的秘密情报#

何老送记者)何遂遗踪*一书"书上详细记载
了何遂及其子女的革命经历# %'*#年抗日战争爆
发后" 坚持抗日的何遂便亲自将自己年轻的子女
托付给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赴延
安参加革命#他以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下半生跟
随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坚持抗日的决心#

对小儿子何康"何遂却舍不得放走# %'*'年"深
受革命影响的何康也要求去延安学习" 何遂便对周
恩来说(%我有两个儿子去延安了"老三再走"我也呆
不下去了# &何康虽没去延安"但周恩来却把何康找
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这使何康成了一名地下党员"

并任重庆南开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时年仅 %"岁#

%因此"我得以长期留在父亲身边"成为党安
排在国民党身边最亲近的地下党员# &何康说"也
就是这个身份" 使他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很困难的
任务#

何康的妹妹何嘉也是共产党员" 党组织还多
次安排她利用父女的特殊关系"协助何遂工作"为
党获取情报$为国共合作奔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
争取并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

何嘉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年"她作为一名
地下党员"和父亲何遂共同工作# 在这一年里"父
女俩人三次会见白崇禧"拜会李宗仁"劝他们和谈
息兵"避免生灵涂炭# %这是很
奇妙的关系"既是父女"又是为
完成一个共同任务而努力工作
的同生死的战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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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吴石伯伯和他夫人
王碧奎的相片" 他夫妇的墓地
和我父母的墓地比肩相邻# &虽
是 &&岁的老人了" 谈起吴石"

何老仍尊敬地称其为 %伯伯&#

而吴石夫妇的墓地也是在 %'',

年" 由何康主持葬在北京福田
墓地"与何遂夫妇墓地紧邻#

相片上"吴石儒雅睿智"夫
人年轻端庄" 其子吴健成尚幼
小# %吴伯伯和父亲是生死之
交" 他是受父亲影响并通过父亲和共产党建立直
接关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人民解放和国家
统一大业"最终壮烈牺牲的#这也是我党历史上的
一个英雄传奇# &

吴石是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

被毛泽东称为%密使一号&# %'+(年 "月 %(日"被
捕前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在
台湾遇害" 他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共产党身份这
时才被揭密出来# 何老给了记者一篇他口述的回
忆录 )从大陆战斗到台湾!!!缅怀吴石伯伯*"在
文中"何老说"吴石的爱国思想$民族意识都非常
强烈"对日军侵华深恶痛绝"在桂南战役上承担了
大量运筹协调的幕僚任务# %收复昆仑关时"吴石
白天不离地图"晚上不离电话"不眠不休"取得了
国民党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 由于他出色准确的
战场判断"%',(年"桂南会战也取得了胜利# &

但渐渐地" 吴石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腐
败越来越失望"并在何遂的影响下"开始与共产党
密切接触# %%',#年 ,月"我$父亲$吴石"还有中
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吴
石正式加入共产党# &何老说"此后"吴石以何家为
中转站"经常在往返于上海和福建"为党送来许多
重要情报#

解放前夕"吴石飞往台湾"与共产党渐渐失去
联系# %','年 &月" 何嘉受命与父亲何遂一道前
往台北"并与早在那里潜伏工作的何世平会合"取
得与吴石的联系"在何遂的影响下"吴石同意继续
为共产党工作"直至被蒋介石杀害#

其后"吴石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在狱中
秘密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留有一绝笔诗"其中
写道(%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表达
的不仅是他对党和国家对民族的一片赤子之心"

也是何遂革命家族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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