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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8 月 16 日，在福州，解
放军的冲锋号已经越来越近，身为
国民党军中将的吴石依依不舍地
登上了东去台湾的飞机，但为了国
家和人民，他决心已定。抵台后，
他以“参谋次长”的身份，成为中共
安插在国民党军事中枢的潜伏者。

1949 年 8 月 17 日，福州解放。
十个月后，1950年6月10日，吴石
在受尽酷刑后就义于台北马场
町。牺牲前的绝笔诗，吴石将军以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
翁”作结。这是再也无法亲眼看到
祖国统一之日的吴石写下的《示
儿》诗，情感丝毫不亚于陆游《示
儿》。

遗憾的是，由于吴石身处隐蔽
战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的事
迹并不广为人知。包括在福州土
生土长的笔者，都不曾知晓在这片
家乡沃土上有过这样一位英雄。
直到偶然间读到同为福州人的郑
立先生所著的《冷月无声——吴石
传》，再踏访将军的故居和生平展
后，笔者才对他肃然起敬。

庆幸的是，由于两岸有识之士
的不断发掘和奔走，吴石将军的传
奇一生得以被还原，他的英雄故事

也为越来越多人所知。每逢清明
和6月10日的吴石将军就义日，都
有不少人自发到北京福田公墓、西
山森林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和
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等处祭奠吴
石。今日祖国已如先烈所愿，走向
繁荣富强，吴石将军若泉下有知，
亦可欣慰了。

吴石生逢乱世，一生戎马，一
生动荡，但在内心最深处，不改的
却是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屡
见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目睹国民
党的腐败无能，吴石在关系国家前
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主动选择接受
共产党的领导，尽管，他从未加入
中共，但吴石的抉择是对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的生动佐证。

从年少时的壮志满怀，到成年
后壮志难酬、备受煎熬，再到面对
大是大非，抛弃荣华富贵，毅然选
择光明，将生死置之度外，是因为
吴石对国家和民族的大爱、信仰如
其名字坚如磐石。

据《冷月无声——吴石传》披
露，从被捕到牺牲的3个月间，吴石

虽受尽折磨，却从未低下自己的头
颅。因为有坚强信念，明知自己凶
多吉少，他首先想到的却是保守秘
密，绝不肯多透露一个字，以求多
保护一位同志，连当时的审讯者都
承认“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
才可以看得更清晰。走在以福州
解放日命名的“八一七路”上，看人
来车往，想起吴石将军，不禁感慨
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是多
少先烈用鲜血换来的。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左派
人 士 中 ，曾 流 行 过 一 首《安 息
歌》，如今听来仍荡气回肠：安息
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
忧——/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指引
我们向前走……

吴石将军就义已经71年。幸
运的是，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这
位伟大的潜伏者终于“归来”，与今
人相见。有吴石们的精神为灯，我
们可以更好地照见当下和未来。

吴石的故事没有结束……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弘毅）

以吴石们的精神为灯，更好照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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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广大人事代理单

位、代理人员（存档人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

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关于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部署要求，更好服务

广大人事代理单位、代理

人员（存档人员），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推行“无接触

服务”，进一步升级“互联

网+人才公共服务”。经过

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现

继续推出以下线上人才公

共服务项目：

一是“存档证明”网

上申办，档案保管在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的代理人

员（存档人员）（以下简称

“代理人员”），可通过中

国海峡人才网www.hxrc.
com首页“人才公共服务”

模块中“存档证明开具网

上办理”选项或“网上办

事大厅”中“出具证明”模

块，提交个人的信息，后

台审核通过后，可自行下

载打印电子存档证明；

二是档案资料复印

网上申办，代理人员可通

过中国海峡人才网www.
hxrc.com 首页的“网上办

事大厅”中“档案资料复

印”模块填写相关的信

息，提交申请，后台审核

通过后，可邮寄复印的材

料到指定地址；

三是“档案资料目录

确认书”电子签署，代理人

员可通过邮寄的方式补充

“档案缺失材料”建档（需

附上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后台审核通过之

后，发起“档案资料目录确

认书”电子签署到申请人

手机，实现全程无接触电

子化受理。（友情提醒：代

理人员受理的手机号码必

须是本人身份证实名制登

记的号码。）

“档案缺失材料”邮寄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

路36号福建人才大厦5楼
余瑶收（350001），电话：

0591-87383061；“就业报

到证”、“大中专毕业（毕业

研究生）确定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审批表”、“年

度考核表”等材料邮寄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

36号福建人才大厦4楼饶

佳收（350001）；客服热线：

0591-96345。 若 有 新 的

调整变化，将及时另行通

告，敬请关注！给您造成

不便，敬请谅解！

在此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敬请广大人事代

理单位、代理人员（存档

人员）继续支持我单位做

好工作。不在微信群、朋

友圈、微博、QQ等网络社

交圈发布传播不可靠信

息。任何与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人才公共服务相

关事项的信息以中国海

峡人才网 www.hxrc.com
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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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谍战”

上海愚园路，梧桐摇曳，弄堂幽深，潮
店云集。这条富有情调的“网红街”曾见
证半个多世纪前的“谍战风云”。

1949年3月，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
中共地下党员何康的寓所。国防部史政
局中将局长吴石依约前来，带着一份绝密
情报。

何康惊讶地发现，这是国民党军队的
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图上标明的部队
番号竟细致到团”。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江北岸挺
进，通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道路已经
打开，但敌我斗争十分复杂。时任第三野
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回忆，吴石提供的这份
情报让解放军确定了渡江主攻方位，“对
渡江作战很有帮助”。

“吴石之所以是我党隐蔽战线功勋卓
著的无名英雄，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渡江
战役等关键节点提供了核心情报，为解放
战争战事的加速结束作出了特殊贡献。”
《冷月无声——吴石传》作者郑立说。

中共党史出版社的《隐蔽战线春秋书
系·传记卷》，包括《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潘
汉年的情报生涯》等10册。《冷月无声——
吴石传》是其中之一。

郑立介绍，吴石是军事战略专家，判
断情报价值驾轻就熟，加上他身居要职，
探取情报如鱼得水。“当时吴石是史政局
局长，表面看史政局与军事核心情报没法
联系起来。但按《史政工作条例》规定，国
民党核心军事资料都要送史政局备案。
往往重要军事部署研究不久，有关重要军
事图表就出现在他的案头。”郑立说。

1949年初开始，吴石经常乘火车往返

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这两地是特务遍布
的“虎穴”。两地间火车七八个小时的路
程，吴石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他大多乘晚上 8时或 9时的列车从
南京出发，于次日凌晨三四点抵达上海。”
郑立介绍，吴石担当这项极其危险的情报
传递工作，有时他亲自递送情报到俭德
坊，有时他包好情报，派亲信副官递交。

2009年电视剧《潜伏》热播，成千上万
的观众为剧中潜伏者“余则成”所感动。
吴石作为“余则成”原型之一，从历史记录
中走进公众视野，引发热议。

郑立说：“余则成是虚构的，吴石是真
实的。”这句话成了《冷月无声——吴石
传》再版时腰封上的推介词。

1948年 9月，在吴石的帮助下，中共
秘密党员吴仲禧深入敌营，顺利获得后来
被确认是“淮海战役前解放军获得的最早
又比较全面关于徐州一带敌情的情
报”——《徐州剿总情况》。

第二年，吴石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
主任。他利用这一特殊身份，通过化名吴
寿康的中共中央情报部福建情报小组负
责人谢筱迺之手，向中共提供了包括国民
党在福建及台湾的军力部署等在内的诸
多重要情报。

中共中央对吴石提供的情报极为重
视。据谢筱 回忆，他曾按照中央领导指
示与吴石核对国民党部队一个番号。吴
石问：“周恩来先生看得到吗？”看到谢筱

点头后，吴石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郑立介绍，在上海、福州、广州、香港，

吴石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把国民党《长
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全国军备部署图》
《京沪杭军事部署》《京沪杭失陷后的全国
作战部署》等核心情报及时送给中共地下
组织，为南京、上海、福州等重要城市的解

放作出特殊贡献。

“潜伏者”的追求

“吴石已经是国民党高官，过着富足
生活，为什么愿意舍弃这一切而冒着生命
危险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林鸿坚问道。

这些年来，作为福建省政协机关关工
委常务副主任，林鸿坚经常向党员干部讲
述吴石的传奇故事。

林鸿坚曾到福州螺洲镇吴厝村探
访。这里是吴石出生的祖屋所在。

绿树掩映的吴石将军广场上，只见吴
石雕像静静地伫立着，石壁上镌刻的“吴
石生平”仿佛在无声地诉说。旁边的陈列
板，把大多数人最感兴趣的内容做了强
调：上面有吴石戎装照与电视剧《潜伏》剧
照“对比图”。

走进吴石故居，记者发现这是一座两
进的木结构院落。据介绍，院子大部分经
过翻修，只有正厅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原
貌。

1894年，吴石出生在一个寒儒之家。
18岁时，吴石参加福建辛亥北伐学生军。
21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湖北武昌
第二预备军官学校毕业。23岁时，他以同
期第一名的成绩，从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毕
业，人送外号“吴状元”。37岁时，他考入
日本陆军大学，在校成绩优异，因为“能文
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等被誉为“十
二能人”。

1934年从日本回国后，吴石任职于国
民革命军参谋本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浪潮。武汉会战
期间，吴石等将领及军事专家，拟定“包围
武汉作战计划”。作为公认的“日本通”，
吴石在幕后做着出色的情报工作，很快被
提拔。吴石 43岁晋阶陆军少将，48岁晋

阶陆军中将。
抗日战争中，吴石曾参与策划指导长

沙、湘桂、桂南、昆仑关、桂柳等重大会
战。1945年，吴石因为在抗战中的贡献获
表彰。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才华横溢、
身居要职的国民党将领，为什么会成为中
国共产党的“潜伏者”？他是何时开始为
中共工作的？

郑立说，吴石被捕后，为保护其他同
志，伪称自己1949年春才开始为共产党工
作。事实上，根据有关部门的结论，吴石
1947年就开始为中共工作。而他同中共
高层的接触交往，早在1937年就开始了。

国共合作抗战期间，吴石对中共有一
些了解。他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
演讲，与叶剑英等人有交往。他还研读过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认为很了不起。

而真正促使吴石转变的，是他对国民
党的彻底失望。后来任农业部部长的何
康在口述文章里提到：桂柳战役失利，身
处第一线的吴石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的局面深恶痛绝。抗战胜利后，他目睹

“五子登科”式的“劫收”（指国民党热衷金
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物价飞涨、民
不聊生的情景，特别是蒋介石违背广大民
众和平建国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感到
非常失望苦恼，多次发出“国民党不亡是
无天理”的喟叹。

吴石政治倾向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深
受与他成为“生死之交”的何遂的影响。
何遂与吴石是福州老乡，比吴石大6岁，抗
战初期就与中共发生关系。何遂不是中
共党员，但儿子何康及其他二子一女一媳
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在何遂影响下，吴石渐渐转向我党。
1947年，中共中央上海局开始联络与争取
吴石。当年4月，吴石与共产党“确立了某
种联系”。之后何康开始与吴石单线联
系。

海峡有回响

1950年 6月 10日，台北马场町，两声
枪响，吴石倒在血泊中，时年57岁。

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陆军中
将、参谋次长。

郑立说，吴石将军是国民党政权垮
台、偏安台湾后被屠杀的第一位国民党高
级将领。

1949年 8月 16日，福州解放前一天，
吴石在清晨乘坐飞机，从福州飞往台湾，
从此再未归来。

抵达台湾后，吴石升任参谋次长，继
续向中共提供台湾的重要情报。每周六
下午 4 点，化身来台看望外孙的“陈太
太”——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会前往位
于台北市青田街的吴公馆，将吴石准备好
的情报取回，再经由秘密渠道从香港传到
内地。

这条情报链一直安然无恙。不料，
1949年底开始，中共台湾省工委遭国民党
保密局严重破坏，波及中共各级党员干部

619人、群众 96人。吴石等人受牵连先后
被捕入狱。

吴石在狱中遭受反复的酷刑审讯，哪
怕一只眼睛失明，他始终坚贞不屈。国民
党当局称“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在郑立看来，吴石赴台后，因为海峡
阻隔，他与中共的联系已经中断，完全可
以安心做他的参谋次长，享受荣华富贵。
但他却选择继续战斗在孤岛，与死亡近距
离接触。在当时岛内白色恐怖中，他冒着
极大的风险，两度只身赴香港，寻找党组
织，与中共在港情报机构建立起联系。回
台后，组织情报网，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
统一殚精竭虑，直至牺牲。

临刑前，吴石将军从容留下遗诗，最
后两句是“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
我翁”。

当时，与他一起被国民党杀害的还有
朱枫、陈宝仓、聂曦三位烈士。

2013年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成
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为吴石等四位烈
士立了雕像。吴石的孙女吴红经常去纪
念广场。她说：“每年9月28日，我们四家
以及其他烈士后人都会应邀到北京无名
英雄纪念广场参加纪念活动，每次去都看
到有人给雕像献花”。

吴石赴台时带去了一双小儿女，而把
另外两个儿女留在大陆。

作为孙女的吴红记得，1973年，河南
省民政厅给家里发放了烈士证，还发放了
650元抚恤金。“这在当时算是‘巨款’，但
父亲（吴韶成，中共党员）一分钱都没留，
全交了党费。”

1994年，吴石将军及夫人的骨灰安放
仪式在北京香山福田公墓举行。“在这个
仪式上，我对爷爷有了更多认识。”吴红
说。

2019 年，应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邀
请，吴红来福州参加吴石将军、何遂将军
铜像落成揭幕仪式。仪式结束后，她去了
三坊七巷——吴石曾在宫巷 22号住了一
段时间。这座中西结合的砖木大宅一楼
长廊上，挂着展板，介绍吴石将军的风云
人生。

“人们知道我是吴石孙女后很热情，
我能充分感受到家乡百姓对我爷爷的敬
仰。”吴红说。

福州人民不会忘记吴石的重要贡
献。当时，吴石将国民党福州守军的部署
情况提供给了共产党，还竭力阻止蒋介石
修建防御工事，让解放军几乎没打大战，
势如破竹地攻入福州城，最大限度地保护
了这座千年古城。

令林鸿坚分外高兴的是，今年 3月的
党史学习教育福建专场宣讲中，特别提到

“吴石将军等英雄群体”。
郑立整理了60多万字的《吴石遗墨》，

正争取出版。“正如周总理所嘱托的，我们
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
不要忘记吴石他们。”郑立说。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邹声文 许雪
毅 刘少卿 图/魏培全）

“红色密使”的“家国密码”
——“潜伏者”吴石的传奇人生

周恩来总理逝世前留下嘱托：不要忘记吴石他们……
“吴石”是谁？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却从国民党心脏送出大量秘密核心情报，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
他从未加入中国共产党，却甘为共产党工作，为了解放台湾而入岛潜伏，不幸暴露，1950年被国民党杀害于台北马场町。
吴石，这位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英雄，身上有着太多故事。他为什么愿意为共产党工作？他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谍战”经

历？他怎么从大陆接受绝密使命到台湾，又是怎样献出生命的？
在建党百年之际，记者走进福州螺洲吴石出生地、三坊七巷吴石暂居处等地，踏访这位神秘福州人的遗迹，探寻这位“潜伏者”的传奇人生。
今年6月10日是吴石将军就义71周年忌日。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走近一个真实的“红色密使”，探寻他背后的“家国密码”。

1949年，吴石离开大陆赴台湾“潜伏”时，将
长子吴韶成留在了南京。吴韶成后从南京大学毕
业，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河南省冶金厅
总经济师，于 2015年 8月病逝，享年 88岁。吴红
是吴韶成的女儿，吴石的孙女，现已退休，居住在
河南郑州。

记者：能否分享一些吴石将军不为人知的一
面？

吴红：爷爷特别关爱子女，尤其是对我父亲。
战争年代，家里的男孩从小身体就不好。后来还
经历了逃难，我父亲的哥哥在逃难路上去世了，我
父亲也得了伤寒、白喉，好不容易挺了过来。所以
从小爷爷就特别照顾我父亲。我姑姑和我说过：
那时我父亲是“家里的宝贝”。

记者：您小时候了解爷爷吗？什么时候意识
到爷爷“不一般”？

吴红：小时候我对爷爷印象不深，因为父亲基
本不愿提及爷爷的事情，一提他就特别伤心。
1972 年，父亲就爷爷的“成分”等问题给中央写
信。后来周总理和叶帅亲自过问此事。1973年，
河南省民政厅给我家发放了烈士证。1994年，在
北京福田公墓举行爷爷奶奶的骨灰安放仪式，仪
式前，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和我父亲、姑姑见
了面。谢筱 、家里的亲戚，还有父亲的一些好友
都参加了仪式。仪式上，原农业部部长何康作了
讲话。通过何部长的讲话，我对爷爷有了更多认
识。后来，福州党史学者郑立写的《冷月无声——
吴石传》出版，我对爷爷才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

记者：今年是吴石将军就义71周年。纪念吴

石，对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对年轻人，有什么意义？
吴红：我很敬佩爷爷。他才华出众、文武双

全、学识渊博，为了祖国解放不顾个人安危，抛头
颅洒热血。1949年解放前，很多人劝他不要去台
湾，他还是去了。他觉得为国家做的事情还是太
少了，他对共产党忠心耿耿。我为爷爷感到自
豪。就像我父亲写的，爷爷“无愧于中华民族、无
愧于家乡父老、无愧于列祖列宗”。现在中央很重
视革命传统教育，今年又是建党百年。在这个特
殊的历史节点，了解学习革命先烈的事迹，对青少
年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至关重要。

记者：您回过福州吗？去过哪些与吴石将军
有关的地方？

吴红：2019年，应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邀请，
我来福州参加了爷爷与何遂爷爷的铜像落成仪
式。铜像是在北京制作后运到福州的，当天仪式
场面盛大，让我感受到福建人民对爷爷和何遂爷
爷的尊重。我还去了三坊七巷，爷爷在那里短暂
住过，旧居仍在。当地人知道我是吴石孙女后，对
我很热情，让我充分感受到家乡百姓对爷爷的敬
仰。

2013年北京西山森林公园建成了一座无名
英雄纪念广场，为爷爷，还有朱枫、陈宝仓、聂曦等
立了雕像。每年烈士纪念日，我们四家后人和其
他烈士亲属在北京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举行中共隐
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的纪念活动，纪念他们在建
立人民共和国对敌斗争中的伟大功勋。也希望年
轻一代记住他们的故事，砥砺前行，肩负起时代赋
予的历史使命！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刘少卿）

静立在吴石将军广场上的吴石雕像静立在吴石将军广场上的吴石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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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孙女吴红：“我为爷爷感到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