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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战到底！”1947 年 3 月
15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
会上攻击共产党“武装割据，妨碍统
一”，并煽动说，“这真是国家最大的
不幸。”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的嫡系亲
信陈诚也口出狂言：“共党无理拒绝，
紧闭和平之门，甘做人民之敌，破坏国
家统一……”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主席
台一侧的机要速记沈安娜是中共特
工，正见证着这一幕。“我成功获得国
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的全部文件，特别
是陈诚在小范围会上所做的绝密军
事报告……”沈安娜在《丹心素裹：中
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以下简称

《丹心素裹》）中回忆。
“1935年，沈安娜打入国民党浙

江省政府作速记员，为党搜集情报。
1938年至1949年，在周恩来的指派
下，她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当机要速
记，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
会议上为党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7

月31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
中心原主任厉华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

在长达 14 年潜伏敌营的特工
生涯中，沈安娜为何隐蔽得如此成
功？

“为了情报工作需要，要
甘当无名英雄”

“你这个小速记，不是什么官，作
用可大啊！你是打入敌人核心的内线
同志。”1983年7月7日，邓颖超在中
南海接见沈安娜和其丈夫华明之时，
对沈安娜说。

“小速记”是如何打入“敌人核心”
的？

沈安娜于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
兴，1932年毕业于江苏省泰兴中学，
后到上海求学、谋生，1939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我在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
读完高二时，认识了 1933 年、1934
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校友舒
曰信、华明之两人……接受了舒、
华两人所讲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
能救中国’的道理。”沈安娜在《在
周恩来教导下坚持隐蔽战斗》一文
中写道。

1934年，因经济来源断绝，沈安
娜进入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半工半读。
原本半年的学业，她只用了3个月就
基本掌握了速记要领。

1934年底，沈安娜在中国共产党

的安排下，应聘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速
记员。她以高超的速记专长打入浙
江省政府，并得到浙江省主席朱家骅
的赏识。沈安娜的情报生涯就此开
始。

全面抗战开始不久，在周恩来等
人的指示和部署下，沈安娜利用朱家
骅的关系很快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并加入了国民党。

长期在国民党官场工作，沈安娜
倍感压抑。1938年冬，当她得知八路
军重庆办事处要送一批青年去延安
后，思想出现了波动。“我忍不住跑到

‘八办’，先向博古要求去延安，他不同
意。我又去向董老（董必武）请求，董
老也不同意。”沈安娜在《教导勉励
永记在心——忆周恩来指导我做情报

工作》一文中回忆。
沈安娜希望到延安学习的事被

周恩来知道后，周恩来和邓颖超都
强调：“为了情报工作需要，要甘当
无名英雄。”周恩来的这一番话，提
高了沈安娜对情报工作的认识，她
当即表示一定在国民党机关“扎”下
根去。

上线被捕，沈安娜过“家
门”而不入

“你为什么要向徐仲航借钱？他
是共党，已经被抓起来了。”1942年秋
的一天，两个特务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找到沈安娜，其中一个特务质问她。

“这是什么话？我一个小职员，孩
子生病向朋友借点钱，算什么？”沈安
娜反问。

“他的抽屉里全是反动书籍！”该
特务说。

“这就能证明他是共党啦？书局
嘛，什么书没有？”沈安娜的这句话让
该特务哑口无言。

在《丹心素裹》一书中，记录了上
述惊心动魄的一幕。

特务为何会怀疑沈安娜呢？原
来，1942年夏，沈安娜和华明之的直
接领导人改为徐仲航。当时，徐仲航
已打入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管理
处任部门处长，急需有国民党员身份
做掩护，要沈安娜为他办“特别入党”
手续。

由于徐仲航没有在规定时间来联
系，于是，沈安娜便以国民党机关人员
的身份给徐仲航写信，进行试探。不
料，此时徐仲航被逮捕，这封信被特务
查获。

至此，沈安娜和华明之同党失去
了联系——由于红岩村“八办”日夜有
敌人监视，他们夫妇二人也不能主动
去找组织。

沈安娜的女儿华克放在《丹心
素裹 智闯虎穴》一文中写道：“由
于徐仲航的被捕，党组织为了保护
重要情报员，与父母亲高度默契，双
方同时按下了‘静默’键，时间长达
三年。”

“这期间，虽然沈安娜和华明之
时常往来于曾家岩50号和红岩村附
近，但由于特务对我党机关的严密监
视，他们只能坚守党的秘密工作纪

律，过‘家门’而不能入，他们为此承
受了巨大的意志考验和情感磨练。”
厉华说。

1945年10月，经过3年漫长的煎
熬，沈安娜和丈夫才恢复了与党组织
的联系。

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
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则在《丹心素裹》
中对沈安娜和华明之评价道：“他们出
于污泥而不染，身居浮华而慎独。这
种革命情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
值得大力提倡。”

“回忆当年我们遇到这样的险情，
能够化险为夷，坚守岗位，全靠周恩来
在我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后，说服我
安心工作，又及时进行了革命气节教
育，要我随时准备对付突然事变。”沈
安娜曾这样表示。

弥留之际，仍关心红岩
精神研究工作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隐蔽战
线统帅周恩来》一书中，对沈安娜的功
绩作出了如下表述：从1938年秋至
1949年春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
要处当机要速记。她在国民党历届中
央全体会议、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
高委员会及军政会议上都负责速记工
作，曾记录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
陈诚及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构的
报告。前后10年，取得了大量很有价
值的情报……

这些成绩的取得也是集体智慧
的结晶。华明之曾说：“中国共产党
的隐蔽战线，一直是以党的领导为
核心，组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集
体……隐蔽战线上每一个无名战士，
譬如我和安娜，就是这个大机器中的
部件和螺丝钉。取得的成绩，都是党
的领导的结果，是集体智慧和力量的
结晶！”

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辞世。
逝世前，沈安娜嘱咐华克放，将

自己省吃俭用积蓄的10万元捐赠给
母校江苏省泰兴中学，设立奖学
金。记者从江苏省泰兴中学获悉，

“沈安娜”奖学金每年都在持续发
放。

如今，在红岩革命纪念馆、沈安娜
生平事迹陈列馆、泰兴博物馆等地，观
众都能瞻仰沈安娜的事迹。

1935年，沈安娜
打入国民党浙江省
政府作速记员，为党
搜集情报。1938 年
至 1949 年，在周恩
来的指派下，沈安娜
打入国民党中央党
部当机要速记，在蒋
介石主持的党、政、
军、特高层会议上为
中国共产党搜集了
大量重要情报。曾
和沈安娜共事的速
记专家居正修评价
她：“为求真理入虎
穴，冷对群魔若等
闲。”

为求真理入虎穴 冷对群魔若等闲

沈安娜潜伏敌营14年搜集大量情报
本报记者 赵迎昭

追寻先辈的足迹

7月31日，红岩革命纪念馆，市民正在参观了解沈安娜的革命事迹。 记者 齐岚森 摄

7月21日上午，武警重庆总队执
勤二支队士官长封宇恒前往北京，领
取了武警部队的最高荣誉——“中国
武警十大忠诚卫士”称号。

封宇恒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成绩
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是天生
优秀，只是努力罢了。可就是这“努
力”二字，让他赢得了认可。

“当兵就要精武强能”

5月的重庆，丛林深处一场特殊
的较量正在进行。随着现场指挥员一
声令下，士官长封宇恒带领应急班如
离弦之箭直插敌方窝点，一时间硝烟
弥漫，枪声、爆炸声此起彼伏……

“如果光看指挥素养，不注意领
章，你绝对想不到眼前这个指挥员是
个士官长。”现场观摩的武警重庆总队
副参谋长高亚伟感慨，封宇恒训练有
素、指挥灵活，十分优秀。

这，又岂是一日之功。
刚参军那会，中队组织器械训练，

封宇恒的单杠卷身上项目成绩总是不
好。可他不甘落后，凌晨2点多，完成
站岗执勤任务后，他偷偷来到器械场
抓紧练习，直到掌心磨出了一个个厚
茧、手臂练出一道道血痕。

步枪实弹射击，安排的训练项目
是打100米固定靶，而封宇恒却把射
击距离设在90米、110米、160米等
不同距离，靶子也是时隐时现，以培
养准确判定距离的能力；刺杀训练，
他主动用真刀真枪换下塑料刀，锤炼
血性虎气。

这争先争优的性格，在他当上班

长后，也未改变。
“当兵就要精武强能，扛着军衔不

是来‘打工’，而是来打仗的！”封宇恒
不仅对待自己要求严苛，研究战法训
法更是“入魔”。

回想起第一次接触封宇恒极限训
练法的情景，如今已当班长的李康佑
仍心有余悸。那是执勤二支队应急班
比武前期，第一次接触搏击训练时，封
宇恒让大家先极限冲刺两三个400米
后直接进行两两对抗，筋疲力尽的李
康佑一上场就挨了不少拳头。“那天，
我是被抬下训练场的。”李康佑说，“正
是封班长的训练方式，最大限度激发
了我们的战斗潜能。”

一次，支队考核中队执勤方案演
练，封宇恒担任蓝军模拟犯人脱逃。
出乎意料的是，封宇恒没有按照要求
出现在预定位置，而是跑出大门藏进
一处工地仓库里，弄得参演官兵当场
发蒙，没能按预案成功实施抓捕。

“你这不是故意刁难吗？这是要打
分排名的军事考核，不是一般的演练。”
有人责怪他不按套路出牌。封宇恒回
答得理直气壮：“真实情况下，犯人是不
可能按照我们的想法跑的！”

凭着这股子劲头，在支队同一批
入伍的战士中，封宇恒第一个立功、第
一个当班长、第一个入党，成为全总队
响当当的训练尖子。

“当兵就要爱岗敬业”

在执勤二支队，自从封宇恒被任
命为士官长后，他就多次跟中队长李

勤业“叫板”。
一次组训中，封宇恒发现部分新

战士擒敌动作花拳绣腿，当即决定调
整计划，组织开展定型训练，打牢动作
基础。

李勤业却认为，所有训练课目都
要严格按计划进行，他要求封宇恒先
拉进度，另找时间给新战士“开小
灶”。但一根筋的封宇恒却坚信“基础

不牢、训练徒劳”，丝毫不让步：“我是
士官长，训练场上我也有发言权！”在
他看来，士官长作为主官助手，直接参
与部队带兵训练，在练兵上就应当提
出意见建议。

一次党支部议训会，一开场封宇
恒就站起来，向因备课、开会未能及时
参加训练的指导员开了一炮：“按照规
定，主官应严格跟班训练，你自己不带

好头，还怎么带领大家？”该指导员心
服口服，当场作了自我批评。

在单双杠项目上，中队有几名战
士始终不达标。封宇恒拍着胸脯立下
军令状：“给我3个月，完不成这个任
务我就不当士官长！”

为了帮助战友，他请教专业健身
教练，科学拟制计划，并从兄弟单位请
来训练尖子辅训。不到两个月，中队
器械课目训练成绩全部达标。

“当兵就要爱岗敬业，无论是训练
还是带兵，都是我的职责所在，容不得
半点马虎。”担任士官长以来，封宇恒
提出合理化建议30余条，创新7种训
练方法，革新6类20多种训练器材，有
效解决了基层部队训练场地受限的现
实难题。

“战友就要手足相惜”

对于“毫不留情”的封宇恒，战士
们的评价只有一个“好”字。这源于封
宇恒对战士们真心真情的关怀。

去年3月，封宇恒调离武警重庆
总队渝北区中队，“抱怨”了他7年的
中士刘学达却搂着他哭了：“士官长，
你不仅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我，还教会
了我如何当个好兵。”

刘学达从小自由散漫，性格孤僻
好强，刚参军时，是新兵连挂了号的

“刺头兵”。当时的班长嫌他是个烫手
山芋，不愿意接纳他，刘学达就破罐子
破摔。

一次，中队应急班选人参加上级
比武，封宇恒推荐刘学达参加。“就我

这素质，不是故意整我吗？”刘学达认
为封宇恒是存心为难自己。

“没有焐不热的石头，更没有带不
好的兵。”封宇恒暗自想。

刘学达体能基础差，5公里“吊车
尾”，封宇恒就绑着背包绳拉着他跑；
器械项目不过关，封宇恒就为他规定
时间陪他练……

有一天，中队组织400米障碍考
核，虽然刘学达的成绩距离及格还差
1分钟，但因为比平时进步了15秒，封
宇恒专程跑到中队长面前美言：“这小
子是个‘顺毛驴’，多表扬他冲破及格
线没问题。”

以真情换真心，刘学达明白了封
宇恒的一片苦心。参加应急班比武，
他夺得射击课目个人第五名，当年还
被评为“优秀士兵”。

有一回，封宇恒多次深夜查寝，发
现战士刘森都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原
来刘森因家人出现涉法问题，愁得睡
不着觉。封宇恒找来相关法律法规帮
他分析，让他明白法律公平公正，并陪
他一起站岗，为他进行思想疏导。

几天后，刘森激动地找到封宇恒
说：“士官长，经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我
家人的涉法问题解决了，我心里总算
踏实了。”

“有些班长经常抱怨现在的兵
难带，其实是没找准用情的‘穴
位’。”封宇恒认为，关心问候固然重
要，但更重要的是切实解决他们遇
到的难题。

有一次，中士赵吉国左肩习惯性
脱臼，医生建议他做手术，但赵吉国
怕错过应急班选拔考核，一直忍着不
开口。了解情况后，封宇恒利用周末
轮休时间，专程到医院挂号咨询骨科
专家，请教康复训练法，并坚持每天
用中药帮赵吉国外敷，指导他开展康
复训练。一个月后，赵吉国伤势明显
好转。

“来到军营，都是我的战友，战友
就要手足相惜。”封宇恒说。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二支队士官长封宇恒

“我不是天生优秀，只是努力罢了”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钟婷婷

封宇恒（右二）带领战士进行战术训练。
通讯员 曹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