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感言院
野英雄回眸应笑慰袁革命自有后来人冶遥如今袁野李白烈士故

居纪念馆冶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野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冶遥这 400来平方米的三层楼房接待过来自本市和全国各
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参观者 30万人次遥上海市格致初级中
学尧虹口区实验学校等还将少先中队命名为野李白中队冶遥上海
电信等 12个单位的团组织与纪念馆结成了共建单位遥李白烈
士和裘慧英的儿子李恒胜接过妈妈的野接力棒冶袁2001年起参
加了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并任副团长袁 经常受邀到各地和本
市各单位作革命传统报告袁并受到江泽民尧胡锦涛和习近平总
书记的亲切接见 渊为写此稿我又约了李恒胜同志在纪念馆见
面袁当我叫他野小李冶时袁他说他今年 69岁了袁比我大整整一只
野狗冶袁怎么还叫他小李袁我开玩笑地说 30 年前我就叫你野小
李冶了冤而烈士的孙子也继承了爷爷奶奶的革命遗志袁继续战
斗在保卫国家安全的岗位上遥

青山埋忠骨袁史册载功勋遥李白同志离开我们已 65年了袁
裘慧英同志也去世 22年了遥 今天袁我们过着自由而幸福的生
活袁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袁我们应好好珍惜
它遥 我们要学习和继承烈士们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
耿并忘我工作的精神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遥

撰稿 吴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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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见过李白同
志袁 但李白同志发往延
安的电报是我接收的袁
他的电台呼号声非常
小袁白天干扰很大袁但李
白同志从来没有让延安
台换手过袁他非常耐心袁
发报手法非常清晰遥 我
很感谢他遥 当他最后一
次用暗号发出野同志们袁
永别了浴 冶时袁在场的同
志都心情沉重地站立起
来遥望南方遥

要要要秦岩

1987

年
中
共
中
央
委
员
罗
青
长

奏左
揍踪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主
任
胡
立
教

奏右
揍为
钻李
白
烈
士
故
居
纂揭
牌

李白烈士儿子李恒胜渊右冤和作者

像我们大家所
熟悉的电影 叶永不
消失的电波曳 中所
写的原型李白同
志袁为了党的利益袁
最后献出了自己的
生命遥 这些同志是
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的遥

要要

让先烈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坐落于上海虹口区鲁迅公园旁袁黄渡路 107弄 15号的一
幢红砖小楼袁挂着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题写的野李白
烈士故居冶牌匾遥 这栋老式建筑并不怎么起眼袁却让人感觉到
了她的深邃和内涵袁她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变幻袁承受了历史的
凝重遥 小楼每天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界人士遥

这里曾发生过惨烈的一幕遥
野滴滴滴袁滴滴滴冶袁此起彼伏的电波声袁从这幢当时与国

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一街之隔的三层小楼内发出袁 这电波声
事关党中央的决策尧同志们的安危袁决定着解放上海的最后胜
利遥 这是李白袁我党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遥

笙寻找李白烈士故居的缘起
1910年 5月 1日袁李白出生在湖南浏阳的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袁 参加过秋收起义和二万五千
里长征遥 1937年袁李白受党中央指派袁从延安来到上海建立秘
密电台遥 1948年 12月 30日凌晨袁正当李白发送电报时袁被国
民党特务查获袁危急之中袁他向延安党中央发出野同志们袁永别
了浴冶这成为了李白烈士最后悲壮的告别遥被捕之后袁敌人对他
严刑拷打袁李白同志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袁用生命捍卫党中
央袁审讯没有任何结果遥最终袁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野坚不
吐实尧处以极刑冶的批令将李白押往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遥 当
时袁离上海解放仅有 20天遥

1958年袁由新中国第一批上将李克农同志向党中央提议
以李白同志为原型拍摄了电影叶永不消逝的电波曳袁这部深受
观众喜爱的电影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继承革命烈士遗志袁为
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遥

可不知什么原因袁一段时期里袁李白烈士故居这样一个重
要的革命遗址还被埋没在上海一条普通的里弄里袁 而李白烈
士遗孀裘慧英女士和儿子李恒胜还未被人们所知晓遥

1983年年底袁在虹口区委宣传部尧区档案局召开的一次
会议上提出了虹口区不仅有鲁迅尧茅盾尧瞿秋白等 34处名人

旧居袁还有革命历史遗址袁如中共野四大冶召开地尧叶永不消逝的
电波曳原型李白烈士的居住工作及被捕地袁当时作为虹口区团
委宣传部长的我得知这一信息后心里便泛起了涟漪袁 有了一
些想法遥正如我们敬爱的邓颖超同志所说的野像我们大家所熟
悉的电影叶永不消逝的电波曳中所写的原型李白同志袁为了党
的利益袁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袁这些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
念的遥 冶

于是袁寻找李白烈士故居的踪迹袁建立李白烈士故居供后
人瞻仰袁就成了我迫切想做的一件事遥我向领导汇报了我的想
法袁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和鼓励袁时任中共虹口区委书记的卢丽
娟同志亲自召我听取汇报并作指示遥 自始开启了寻找李白烈
士故居的旅程遥

笙李白夫人裘慧英的追忆
通过居委及派出所的帮助袁 我们很快联系到了李白烈士

遗孀裘慧英女士遥由于十年浩劫粉碎野四人帮冶不久袁很多政策
未全面落实袁当时裘女士并没有被好好安置袁只是居住在虹口

区四平路邮电新村的老式公房里遥前去拜访之前袁我认为烈士
的家总有些不同寻常之处袁 拜访后才发现裘慧英的家再普通
不过袁虽然在邮电局工作袁但裘女士家连一台电话机都没有安
装渊后通过邮电局给安装了冤袁过着平凡简单的生活遥裘慧英给
我的印象是简朴而亲切袁矮小的身材袁留着传统的齐耳短发袁
俨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妇人遥 我们开门见山向裘慧英表明
了来意袁希望能够得到她的支持袁建立李白烈士故居袁为后人
留下应该被保留和瞻仰的历史遗产遥 裘慧英得知我们的来意
之后袁急忙放下手中正在为孙子打的毛衣袁关掉了收音机袁激
动地向我们回忆起了当时李白烈士的工作生活袁 直至最后被
捕的情景袁 并从五斗橱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了用绒布包裹好的
李白烈士牺牲前从监狱内托人写给她和儿子的信遥顿时袁我感
觉空气凝固了袁我真不敢用手去接这沉甸甸发黄的野宝贝冶袁生
怕弄破遥 我粗粗地看了一下袁落款处写着野静安冶两个字袁我怕
我看错了袁刚要开口问裘女士袁她不愧为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人
员袁马上看出了我的疑惑袁她说院野哦袁当时隐蔽在地下工作的
同志都不能用真名的冶遥 接着袁裘慧英又讲起了李白被捕时她
也被带到了警备司令部袁 她和李白被分别关在隔壁两个房间
进行严刑拷打袁只听见隔壁李白的惨叫声袁自己被打的痛都不
顾了遥后来一个女特务把她带到李白处看着他受刑袁想叫她这
个野小姑娘冶如实招来遥 裘慧英看着李白野吃老虎凳冶尧野拔指
甲冶尧野上电刑冶时心都碎了遥 李白昏死过去后袁她对着敌人大
叫院野你们要他死一枪打死他好了冶袁敌人把裘慧英也打昏过去
了遥裘慧英还跟我讲起上海刚解放时袁她抱着儿子到处打听李
白下落的情形袁 报上所有刊登有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
消息她都去找过袁普善山庄 100多位烈士里没有李白袁虹桥路
70多位烈士也没有李白袁 宋园 17位烈士里仍然没有找到李
白遥最后袁在蓬莱路警察局的一个看守处得到了李白的消息袁5
月 7日晚上袁有一批被捕共产党员被送到浦东去了遥她马上赶
到浦东袁一路上到处询问当地老百姓袁最后在离上海几十里路
的杨思区戚家庙才找到了 12名就义共产党员的尸体袁她一眼
就认出了李白噎噎此时袁裘慧英悲愤的泪水夺眶而出袁哽咽得
说不下去遥 野裘妈妈冶我情急之下脱口而出渊至此之后袁直到

1992年 3月 30日裘慧英去世前袁 我一直称呼她为裘妈妈冤袁
我说道院野您喝口水袁慢慢讲冶遥当时我这个 20多岁的小辈真不
知道怎样去安慰眼前这位革命老人遥

裘慧英竭力平复自己的情绪遥片刻袁她缓缓地说还有人能
够记起她的先生李白袁青年人要为他建纪念馆袁这是对李白烈
士最好的告慰袁也是对她最好的安慰遥 最后袁她又给我们讲了
一件有趣的事袁那是拍摄电影叶永不消逝的电波曳时袁饰演女主
角的袁霞同志住在她家里与她同吃同住袁学着她的一举一动袁
可拍摄时裘妈妈只能演野群众演员甲冶袁站在女主角旁边当纺
织女工遥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已到了吃饭的时间了袁我们只能告
辞袁并约好第二天上午和裘妈妈去黄渡路现场走访一下遥裘妈
妈让我再等一下袁拿出她和李白的合影袁在背面处写上野赠吴
德胜同志冶袁并签了野裘慧英冶姓名遥

笙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落成
第二天袁 我们离约定时间提早了十分钟到黄渡路李白故

居袁只见裘妈妈已在和当时居住在底楼的居民聊起了家常渊事

后获知裘妈妈已在昨天晚上来过这里说服居民请假半天等我
们前来冤遥裘妈妈陪我走上三楼袁虽然已经搬离了几十年袁但她
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居住的场景遥再上几步楼梯袁一个只有三四
平方米的小阁楼呈现在我的眼前遥在这小阁楼袁我们都直不起
腰来袁更何况李白烈士这个近一米八的大个子遥就是在这样简
陋的环境下袁每天深夜爬进爬出地工作袁而且这个工作又是上
海联系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袁简直不可思议遥我站在原地
360度地转了两圈袁突然想起自己也当了五年的水兵袁一直以
为自己为保卫祖国作过贡献袁也吃过一点苦袁更荣耀受到过八
次嘉奖遥 此时此刻袁我惭愧了袁眼前这狭小的空间承载着一个
伟大的灵魂袁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解放的希望遥 而我袁实
在太渺小了遥

1984年 5月 27日袁值上海解放 35周年之际袁在故居还
未被正式建立之前袁虹口区团委首先开展了野各界青年瞻仰
李白烈士故居仪式冶袁为李白烈士故居进行了挂牌袁当时的挂
牌材质很简单袁是在房管所找来一块 60公分左右的木板袁漆
上白漆袁木牌名由一名团员书法爱好者题写遥 一年后的 5月
28日袁由虹口区青少年自愿集资捐建的李白烈士铜质浮雕落
成袁浮雕以电波和宝塔山为背景袁突出表现了李白烈士的光
辉形象遥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吴邦国等在浮雕揭幕仪式上
发表讲话遥 同年 11月 13日袁野李白烈士故居冶经上海市人民
政府批准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遥

虽然已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袁但当时还居住着三户居
民遥 为更好地供后人瞻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袁在虹口区政府
的牵头下袁我们先后联系了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尧上海市邮电
管理局袁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遥 经商议袁由上述三家单位
联合出资动迁三户居民袁 恢复并建立 野李白烈士故居纪念
馆冶遥

此时袁 近 30岁的我已调离团区委到曲阳路街道办事处
工作了遥 区文化局又借调我继续负责建馆事宜遥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袁三户居民对重建李白烈士故居表现
出了极大的热情袁他们说自己也是看着叶永不消逝的电波曳成
长的袁居然不知不觉在这光荣的地方住了三十多年袁真是无
比的自豪遥 据说这三户居民都有亲人在解放前参加过革命工
作袁所以都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遥 在得到住户的支持后袁
我们的干劲更足了袁不到一年时间袁修缮一新的野李白烈士故
居纪念馆冶正式建成了遥 材质上乘的柳安木上镌刻着时任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亲自题
写的野李白烈士故居冶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遥

笙与裘慧英成为野忘年交冶

1987年 5月 6日袁 值李白烈士牺牲 38周年纪念日袁野李
白烈士故居纪念馆冶正式建立并迎来了首批参观者遥 在庄严
的叶五月的鲜花曳合唱声中袁中共中央委员尧曾任周恩来总理
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教为野李白烈
士故居冶标牌揭幕遥 中顾委委员李强尧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
旺尧原邮电部副部长申光和市领导参加了开馆仪式遥

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位特意从北京赶来的特殊人物袁她是
原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收发报员秦岩遥 她对我们说院野我没有
见过李白同志袁 但李白同志发往延安的电报是我接收的袁他
的电台呼号声非常小袁白天干扰很大袁但李白同志从来没有
让延安台换手过袁他非常耐心袁发报手法非常清晰遥 我很感谢
他遥 当他最后一次用暗号发出耶同志们袁永别了浴 爷时袁在场的
同志都心情沉重地站立起来遥望南方遥 冶

我们还专程前去邀请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同志
前来参加纪念李白活动遥 孙道临在影片 叶永不消逝的电波曳
中袁成功地再现了李白烈士的光辉形象遥

邀请这样一位野大明星冶我们的心是很忐忑的遥 一个从
未见过面的小青年也不敢只身野登门冶袁于是袁我邀请了刚从
复旦大学分校毕业到团区委组织部任干事的小 M同去遥 走
进孙道临在淮海西路的公寓袁女主人王文娟渊著名越剧表演
艺术家冤热情地让座并沏茶遥 孙道临欣然接受邀请并对我们
说院野当确定让我演李白时袁我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光荣感遥
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袁能为未来进行工作袁能表现烈士袁把
烈士的精神传送到千千万万个观众心里去袁 这是我的幸
福遥 冶

由于我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袁 被中共虹口区委授予
野优秀共产党员冶称号袁区政府还给我记了大功遥 从此袁我和裘
慧英同志成了 野忘年交冶袁 同时也成了她在四达路新居的常
客遥 她也经常关心我的思想和工作情况遥 在她外出做革命传
统教育的报告也让我陪着袁一些单位和学校请裘慧英作报告
也要通过我野开后门冶遥 时任市青联副主席尧复旦大学校长王
生洪也找我开过这样的野后门冶遥

1992年 3月 30日晚袁75岁的裘慧英同志刚睡下不久袁突
然心脏病发作袁 长辞于她无限热爱尧 时刻关切着的祖国和人
民遥

在市有关部门召开的追思会上袁我和王仲伟渊现任国务院
副秘书长冤代表市青联和团市委作了发言遥故居的筹建工作和
裘妈妈的一些活动始终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遥1992年 4月 13
日袁叶新民晚报曳的第一版上发表了我和记者朱国顺合作的叶绚
丽的野谢幕冶要要要李白烈士夫人裘慧英生命的最后时刻曳遥今年
7月 6日袁中央电视台叶记录曳频道又专题采访了我当年与裘
妈妈结成忘年交的一些往事遥 对此我为我在年轻时能亲身参
与过这项有意义的工作而自豪遥

编者按院
我们党隐蔽战线的杰出战士尧电影叶永不消失

的电波曳原型要要要李白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遥 今
年是李白同志壮烈牺牲 65周年袁 希望通过重温

革命先烈的故事袁激发更多读者的爱国主义意识
和情怀遥 经相关媒体的动议袁本报特邀当年参与
建立野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冶的吴德胜同志袁撰写
叶寻找李白烈士故居曳一文遥 文中再一次展现了读
者熟悉的及一些首次披露的情节袁与读者共享遥

荨裘慧英赠送给作者自
己与李白合影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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