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失踪 14 年，
1949 年项南被省委书记叫去谈话后，
才知：父亲是红色特工——

项南与父亲项与年的聚散离合

项南
电视剧《风筝》里有这样的一幕：六哥
郑耀先被女儿狠狠地打了一耳光，因为她
误以为父亲是个大大的反派。
这一幕，让多少观众落泪。
对于这些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来说，不
但需要长年忍受敌人的猜疑，而且需要承
受被家人误会的无奈。但这是他们的选
择，他们无怨无悔，而这，正是他们的伟大
之处。
1949 年全国解放初期，时任安徽省团
委书记的青年干部项南接到省委书记曾
希圣布置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寻人。因
为前几天，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的梁明
德，突然联系曾希圣，希望他能帮自己寻
找失散多年的儿子。梁明德是曾希圣的
老战友，两人曾并肩作战多年，所以对于
他的重托，
曾希圣十分上心。
梁明德告诉曾希圣，他听人说自己的
儿子现在就在安徽省青年团系统工作。
于是这个“寻人”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
了项南头上。曾希圣叮嘱项南，老战友的
儿子已经失联 10 多年了，一定要尽快找
到，让革命功臣一家团聚。
项南对这件事很重视，只是曾希圣给
出的条件太宽泛，缺乏细节，这让项南的
寻找工作一时难以找到突破口。
一段时间后，曾希圣等得心急，便找
项南询问情况。项南只能据实汇报：
“能
不能再提供一些相关的具体情况？”
听项南这么一说，曾希圣意识到自己
操之过急，下任务的时候太过草率。曾希
圣告诉项南两个新信息：第一个信息，老
战友梁明德是福建人；第二个信息，梁明
德是地下党，20 世纪 30 年代时他们一家
住在上海八仙桥一带。
这番话让项南有点错愕，因为曾希圣
说的这些他太熟悉了。他随口说道：
“我
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桥住过……”
曾希圣听完项南的回答，觉得很凑
巧，急忙问道：
“你们家住八仙桥哪里？你
父亲做什么工作的？”
项南接下来的回答，让曾希圣很欣
喜。项南说：
“ 家住在法租界维尔蒙路德
润里 24 号，父亲是做生意的。
”
项南口中提到的这个地点，是 20 世纪
30 年代我党地下组织在上海的一个联络
点，曾希圣当年就经常到此地传递情报。
于是曾希圣赶忙追问项南，问他们家为何
当时会住在那儿，他还告诉项南这个地址
是我党的联络点。
这下轮到项南懵了：
“ 那是永安公司
大老板家住的地方，
怎么会有地下党呢？”
随着两人之间聊得越来越深入，曾希
圣越来越觉得眼前的项南和自己要找的
人很可能存在什么关系。只是过去了那
么多年，他对于这种猜测也没有什么把
握。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当年经常
到梁明德家去，还经常和他要找的儿子一
起玩。
于是曾希圣试探性地问项南：
“ 那时
你们家常有人来往吧？”项南点了点头。
父亲是个生意人，平时结交的人当然很
多。
听到这个回答，曾希圣便“意有所指”
地问项南：
“他的朋友中，是否有一个留着
大胡子的人？”
项南当即答道：
“ 有，有，有一个大胡
子叔叔常到我们家……”
事情发展到这里，相信大家也都猜到
了，项南就是曾希圣下任务要找的人，这
可正应了那句老话：
“ 远在天边，近在眼
前”
。
一时间曾希圣感慨良多，他怎么也没
想到要找的人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他
细细看着眼前的项南，越来越觉得他的眉
眼间和老战友梁明德是那么像。不过为
了准确起见，曾希圣又指着自己的鼻子问
项南：
“你仔细瞧瞧，
我像谁？”

项南望着眼前的曾希圣，忍不住大声
他已经很开心了。
喊道：
“胡子叔叔！”
一家人团聚后不久，组织上给项与年
至此，项南的身份算是彻底确认了， 一项新任务：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
时的上海，是敌人防控最严密的城市之
他就是梁明德要找的儿子。曾希圣跟项
南详细说了他父亲的真实身份、经历，以
一。那里表面上歌舞升平，一派繁华，实
则敌我斗争十分激烈。
及为什么会改名换姓叫梁明德。而这些
为了便于掩护，这一次项与年没有选
细节，也让项南终于确定了一件事：
“失
择只身前往，而是举家搬迁到了上海，他
踪”14 年之久的父亲，真的是我党的红色
们就住在八仙桥附近，这就是前文项南提
特工。
到自己在上海八仙桥居住的经历。
一下子，项南内心释然了。原来，父
当时，周恩来亲自在上海组建了中央
亲的身份真的不简单。其实早在 6 年前，
特科，项与年是其中“行动科”的重要成
他对于父亲的身份就很疑惑。
员。行动科的任务就是惩办叛徒和敌特，
1943 年，也就是父亲离家 8 年后，项
所以他们有个称号叫“红队”
。
南跟很多有志青年一样，在苏北根据地参
这 段 时 间 ，项 与 年 成 了 一 个“ 双 面
加革命。当时组织要审查他的家庭出身，
。
当同志们问到项南“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人”
在外面，项与年和战友们出生入死，
时，
他一时间犯起了难。
在枪林弹雨中执行任务。1929 年，为了除
对于父亲的职业，项南真的说不清
掉出卖彭湃等同志的叛徒白鑫，项与年和
楚。父亲说他是生意人，但在项南的印象
里，他平时就是经常跑码头。他不开店， 战友们精心策划并执行了锄奸行动。在
敌人的层层防控下，了结了叛徒。
不知道具体卖的是什么东西，而且他做生
在家里，项与年是一个“市侩”的生意
意好像从来赚不到什么钱。
人。他每天早出晚归，似乎永远有做不完
所以面对组织的问询时，项南的回答
的生意，忙不完的应酬。家里的大小事，
含含糊糊，都是“可能”
“大概”这种不确定
都由妻子作主。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胡
性的字眼。负责审查的同志们很聪明，他
子叔叔”等人经常来家里，小小年纪的项
们根据项南关于父亲的描述，发现这个人
南不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只知道他们每
很神秘，种种行为和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很
天行色匆匆。
像，于是不少同志就问项南：
“你父亲是不
1933 年 10 月，此时项南已经 15 岁。
是地下党？”
项与年又一次接到组织任务：前往江西德
这是项南第一次听说父亲可能是地
安，在国民党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的队
下党。对于项南来说，如果父亲真的是红
伍里开展情报工作。
色特工，那该有多好？作为儿子，他当然
莫雄虽然是国民党的将领，但他却有
希望父亲和自己是一个战线上的同志。
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和我党人员也素有
只是，那时项南并没有确凿证据，而
往来，在上海时曾提出加入我党。不过考
且当时他已经跟父亲失去联系多年，连对
虑到莫雄的特殊身份，继续留在国民党内
方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所以对于同志们
无疑更利于开展工作，所以党组织并没有
的猜测，
他只能无奈地表示：
“可能吧。
”
直接让他加入我党，而是让他以国民党将
那么梁明德和项南这对父子到底经
领的身份为我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历了什么？当年他们一家住在上海时，父
正好在 1933 年 10 月，蒋介石任命莫
亲梁明德到底在执行什么绝密任务呢？
雄为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让他自己组建班
梁明德“失踪”的这 14 年，都去了哪里？
子。这也就给了莫雄和我党一个好机会，
梁明德，原名项与年，1894 年出生在
我们可以趁机派自己人到其中任职，协助
福建省连城县朋口镇的一户农家。在成
莫雄从事地下秘密工作。项与年作为中
长过程中，项与年目睹了军阀混战和老百
央特科的骨干，这个任务自然少不了他。
姓的水深火热，于是便积极投身到革命的
就这样，项与年又一次离开妻儿，踏
浪潮中，并于 1925 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
上革命征程。对家里人，他只说去江西九
党。
当时很多福建人都到南洋去做生意， 江和朋友一起做生意，这是他和儿子的第
二次离别。
正好我党要在南洋等地发展建立组织，于
项与年的这次潜伏非常成功。
是这个任务就落在了项与年头上。毕竟
当时蒋介石任命莫雄为保安司令，其
他头脑灵活，又能说福建话，他去是最合
实主要任务就是“剿共”。为了配合莫雄
适的。
的工作，项与年等地下党员一边派人和当
就这样，1926 年初，项与年踏上了前
地红军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减少了在这一
往南洋的旅程。当时项与年已经结婚多
地区的游击活动，另一边还让莫雄主动出
年，儿子项南（原名项德崇）也已经 8 岁
兵，和当地红军打了几场仗，每次红军都
了。这是项与年第一次离开儿子，当时他
是佯装败退。
对儿子说自己是去南洋做生意。
这其实就是双方在唱“双簧”，在这些
项与年去的地方是东印度婆罗洲三
马林达，那里是荷兰的殖民地。他到当地 “剿共”的战斗中，项与年等地下党员想方
设法为当地红军提供了大量物资补给。
后积极奔走在华人中间，积极宣传革命思
蒋介石不知其中的内情，还以为是莫雄有
想，发展了一大批中共党员，还在当地建
能力，又尽职尽责，于是还专门通报表扬
立了党支部，并以此为基础，在当地组织
了莫雄“剿共得力，全省第一”
。
掀起了一系列工人运动，成为了当地华侨
所以在接下来的牯岭高级军事会议
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
中，蒋介石专门点名特邀莫雄前往庐山参
只是在那样的漩涡中，项与年屡屡身
处斗争一线，成为了殖民当局的眼中钉， 加。这是一次，级别很高的重要会议。
会议全程都极为保密，经过一周的
最终被当局逮捕。在当地华侨各界的努
商议研究，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蒋
力下，
项与年被释放，但被驱逐出境。
介石最终制定了一个名为“铁桶围剿”的
项与年回到老家，去南洋做生意的同
计划，内容概括起来就是纠集 150 万国民
村人多少都能赚到点钱，唯有他回来时是
党军队，对我军形成一个以瑞金为中心、
身无分文，亲朋好友们很难理解，因为不
半径达 300 华里的包围圈。为了保证这
管是论头脑还是论肯吃苦，项与年都不比
一计划的顺利，会议讨论出了很多细节，
同村的年轻人差。
比如如何吸引我军的注意力，如何布置
对此，项与年没太多解释，总是说：做
碉堡线。
生意嘛，本来就是有赚有赔的。那时，项
莫雄听完这个计划后，直接吓得捏了
南 9 岁，这些事他还不懂，能再见到父亲，

把汗。如果这一计划真的成功，对我军来
说可谓是“灭顶之灾”。情况十分火急，必
须把这些细节全部传送出去。
这一关乎生死的任务交给谁，成了莫
雄需要思考的问题。他自己出面，目标太
大，肯定是不行的。想来想去，他想到了
项与年。
项与年当然知道这一情报意味着什
么，这不只是莫雄和他自己的性命问题。
他当即和同志们一起做出了两个明智的
安排：首先，他们把计划的大致内容用电
台汇报给了中央苏区；其次，他们又弄来
了 4 本学生字典，用特制的药水把情报的
细节写在其中，由项与年送往中央苏区瑞
金。
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过 8 个县市，
通过几十个关卡，难度可想而知。好在，
项与年本身长得就文质彬彬，所以他一开
始装扮成一名教书先生。
当他到达南昌附近的一个关卡时，遇
到了搜查的敌人。敌人见他背着一个袋
子，伸手就要检查。
虽然字典里的情报是用特殊药水处
理过的，但如果他们详细翻看，难保不会
被发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项与年急中
生智，当即捂着嘴对检查的敌人说：
“老
总，我的牙痛又发作了，让我先找点牙痛
水点上。
”
同时他就在袋子里开始翻找牙痛水，
一边翻一边随手拿出那几本字典在检查
的敌人面前晃了晃，说：
“ 袋里几本字典，
本人教书用的。
”
检查的敌人看项与年的袋子里除了
字典也没啥东西了，而且看他文质彬彬，
也就没有过多纠缠，便放行了。可以说这
一次能够“逃出生天”，项与年完全就是靠
自己的机智。
到了南昌我党的地下办事处以后，项
与年考虑到这几本字典实在是有点显
眼。于是他赶忙找到几位地下党员协助，
将字典上的机密情报全部缩写誊抄到了
一张薄纱纸上，然后将它们藏进了布鞋垫
层里，穿着继续赶路。
只是随着项与年逐渐靠近瑞金，国民
党反动派的盘查也越来越严格，如果继续
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前进，很有可能会引起
敌人的怀疑。项与年思虑再三，决定扮成
一个乞丐继续前行，毕竟当时正值乱世，
很多老百姓颠沛流离沦为乞丐，这样的身
份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
不过项与年本身一幅文质彬彬的样
子，即便蓬头垢面伪装成乞丐，和这个身
份也有点格格不入。于是他钻进路旁的
僻静处，找了块石头，用力往自己嘴上招
呼，一下子就敲掉了自己的 4 颗门牙。虽
然项与年强忍着，但突如其来的巨大疼痛
还是让他昏倒在了路旁。
等他醒来，便强忍着疼痛继续前行。
此后的一段时间，他每天昼伏夜出，饿了
就随便啃两口干粮，渴了就喝一口河水，
困了就在树底下短暂休息一会儿。此时
的他早已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和鞋子
也是破破烂烂，和真的乞丐已无两样。
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遇到了敌人的
盘查，在经过一个关卡的时候，敌人凶狠
地盯着他问：
“你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
大？”项与年心里早就打好了腹稿，他假装
怯懦地说：
“我在一大户人家要饭时，主人
不但没给，反而放出恶狗来咬，我奔跑中
跌倒时摔的。”敌人见他衣衫褴褛、满身血
污的样子，嫌弃地赶他快走。
就这样，一路奔波一路被人嫌弃，项
与年终于艰难地抵达了中央苏区。当他
把鞋子垫层中的情报取出来，交到周恩来
手中时，在场的众人看到他满身血污的样
子，无不感动。

而他送来的绝密情报，也坚定了我军
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决心。可以说，这份情
报对我党是极为重要的。3 天后，红军开
始了长征，这距离国民党庐山牯岭会议制
定“铁桶围剿计划”还不到一个星期。
此后项与年就跟着党组织开始了长
征之路，不过在途中，为了反击敌人的围
追堵截，项与年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带领
爆破人员到南浔铁路炸毁桥梁和南昌机
场及油库，破坏他们的补给线。
不过这次任务并不顺利，他们在南京
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虽然项与年最终凭
借过人的智慧逃了出来，但他的身份已经
暴露。为了项与年的安全，也为了我党地
下组织的安全，党组织暂时让项与年回到
上海的家中，不要有任何行动。
当时项与年在上海家中待了一个多
月，这是项南记忆里父亲在家里待得最
久的一次，那也是他记忆中最幸福的一
段时光。只是这幸福过得太快，一个多
月之后，1935 年春节刚过，项与年接到组
织任务，又匆匆离开家人。这是项南和
父 亲 的 第 三 次 离 别 ，此 时 的 他 已 经 17
岁。
在此后的革命活动中，为了隐蔽身
份，项与年改名梁明德。而原名项德崇的
项南也参加了革命，把名字改成了项南。
他跟父亲一样，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
我党的优秀青年干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了。此时，这对
父子已经失联 14 年了。
解放后，项与年开始寻找儿子。但父
子皆已改名，所以这才有了本文开头“项
南找项南”的奇事。
好在，他们最终找到了彼此。得知父
亲的真实身份后，项南激动得一夜无眠。
他没想到，父亲是这么伟大的一名红色特
工。原来当年他多次匆匆离家，不是去做
生意，而是执行重要的革命任务。他为有
这样一个父亲而骄傲。
当晚，睡不着的项南拿起笔，给远在
沈阳的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他把自
己这些年的经历全部告诉父亲，他想让父
亲知道，这些年他没给父亲丢脸。
不过当时正值全国解放初期，他们各
自的工作都很繁忙。直到 1953 年，项南到
北京参加会议，这对阔别 18 年的父子，才
终于得以重聚。
那一天，看着长大成人，还这么有出
息的儿子，项与年硬是不敢认。他们面对
面地站着，都没有说话。许久后，项南主
动走过去，叫了一声：
“ 爸爸”。两人都哭
了。
此后为了新中国的建设，父子俩始终
聚少离多，再加上他们都很低调，所以知
道他们关系的人也不多。
1978 年 10 月 2 日，82 岁的项与年因病
去世。追悼会上，来了很多领导，项南作
为家属站在前排。追悼会用的是梁明德
这个名字，当时有同志还把项南拉到一
旁，问他：
“你是怎么认识梁老的？”项南这
才告诉大家，梁老是他的父亲。众人听
完，无不感佩。
项南是幸运的，因为他在父亲还健在
时，就知道了对方的真实身份。他为有这
样的父亲而自豪。但还有一些红色特工，
他们身份至死都没有为妻儿所知。比如
我党传奇特工阎又文，他至死都没有机会
堂堂正正告诉儿女：你们的父亲是一位优
秀的共产党人。直到他去世 29 年后，儿女
们才意外得知。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有一种
伟大，深埋于心。敌人不知道，战友不知
道，妻儿也不知道，但山知道，江河知道，
祖国不会忘记。谨以此文，纪念隐蔽战线
上的所有英雄。 （文史高科微信公众号）

疫情无情 海峡有情

责编：
责编
：冯聪颖 邮箱
邮箱：
：hxrcbfcy@
hxrcbfcy@163
163.com
.com

﹃互联网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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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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