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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小叔比安志洁小几岁，却无比敬爱

着忠贞刚强的嫂子，深明大义的安志洁思虑良

久，征得母亲的同意后，由公公做主，与俞秀松

的弟弟俞寿臧结了婚。 婚前。 安志洁曾向俞寿

臧提出一个重要条件：婚后子女应先过继给秀

松。 使秀松永有后人祭祀。 所以。 当长子俞敏

与长女俞雁降生时。 他俩即按约过继并在户籍

备案，直到他们的三子俞宏出生后，才到了俞寿

臧名下。 这中国传统社会血缘亲情的体现，让

韵琴老人深感欣慰。 从此，安志洁多了一位探

寻俞秀松下落的忠实助手和参谋。

我们着实有必要在此对革命老人俞寿臧作应

有的介绍，俞寿臧出生于浙江诸暨溪埭村，那一年

正是哥哥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年头。 他是

上海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的高材生， 早年积

极参加学生革命运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

成立后长期在教育系统工作， 是俞氏家族中最早

发起并开展俞秀松研究、俞学研究、家谱文化研究

的重要倡导者。作为俞秀松的弟弟，他深为哥哥能

拥有这样的妻子而骄傲，他认为这是哥哥的福气，

可惜他们幸福的日子太短了。 他也曾明确地公开

表达对妻子的爱意，他说：“我很爱她，我是她的助

手和参谋，我更愿意做她坚强的后盾。 ”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份坚实的爱情，他们才

一同度过了以后的艰难岁月。 要知道，作为盛世

才的亲妹妹，不管安志洁怎么样地宣布和各个势

不两立，她还是被诬为潜伏特务。 污蔑者甚至异

想天开地杜撰说她把盛世才藏在她家的楼上，结

果家被抄了， 安志洁自己还被关了二十一天，经

过公安派出所到五省市调查。 才证明她的清白。

1958年。在组织的鼓励下。安志洁为俞秀松

办理了烈十烈士登记手续。 1962年，安志洁收到

了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

光荣纪念证”。 后又领到统一的“革命烈士证明

书”，安志洁成为烈士家属，受到社会的尊重。 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志洁被聘为上海市文史

研究馆馆员，并被推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我的作家朋友黄仁柯多年来一直把红色传

记作为自己的创作主题，1996年 5月 16日。 他

曾前往上海， 在黄浦江畔采访了安志治这位年

逾八旬的老人。 三年后， 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老黄出版了反映安志洁、俞秀松生死爱情的

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天山》。 我正是在他赠我的

这部书的封面上， 第一次看到这对爱人的婚纱

合影。 从此， 那有着一双清澈明亮大眼睛的安

志洁，就闪耀在吴越儿女的群像之中了。

同年，也就是 1999 年，《当代青年》杂志第

二期发表了署名晓辉的长篇纪实文章《蒙难半

个世纪的国际冤案追踪》，深入细致地记录了那

段历史。 尤其记录了晚年安志洁寻求了解俞秀

松政治生命的一片赤诚之心。 在此转摘部分内

容， 以便读者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这段近八十

年前的爱情悲歌：

艰难的追踪

尽管俞秀松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但他牺牲

的真相，仍然是一个谜。1988年，安志洁去北京请

国家主席李先念为俞秀松烈士纪念碑题词，并上

书中共中央组织部， 要求查明俞秀松牺牲真相，

由苏联方面出具书面证明，为他平反昭雪。 中组

部和中联部联系后，认为时机不妥，以后再议。

不查明真相， 安志洁心里总是有个疙瘩。

1991年她又致信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 要求苏

联政府查明真相， 为俞秀松书面平反。 同年 10

月 29日安志洁收到该领事馆的回信。 安志洁又

伤感又高兴， 她终于弄清了秀松牺牲的确切时

间、原因和地点。但不久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了，

这件事又搁浅了下来。

1993 年和 1995 年， 安志洁两次应邀去新

疆，正巧有一位朋友的外甥在哈萨克斯坦留学。

1995 年 9 月，安志洁便托他捎去两封信，一封

给哈萨克斯坦外交部， 一封给中国驻哈萨克斯

坦大使馆，请他们早日查明秀松冤案的真相，尽

快给予书面平反证明。

1996年 1月 3日， 陈埭大使第二次致信安

志洁。 告知哈萨克斯坦方面没有查到有关俞秀

松抑或王寿成的档案材料。只在一个“六人集团”

的档案中查到了王寿成的名字。 但这部分档案

材料大约保存在当时的突厥斯坦军区（现属乌兹

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档案库中，哈方已去文查询。

1月 25日。 陈埭大使再次来信，说他已收到哈萨

克斯坦总检察院关于俞秀松烈士平反问题的答

复，他们提出，此事应找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解

决。 信中说驻俄大使李凤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

外交家，他一定会全力协助的。

安志洁立即给李凤林大使写信。寻求帮助。

并随信附去一些历史资料作为依据。 2 月 21

日，李凤林大使来信告知安志洁，他已向俄罗斯

联邦总检察院递交照会， 要求尽快查清此案。

为俞秀松烈士平反昭雪。

俄方答应抓紧办理。l月 31日，陈埭大使第

四次来信， 说他通过哈律师查到乌兹别克斯坦

军事检察院中俞秀松烈士的案子卷宗号是

7925， 要安志洁马上与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

联系。 并通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

6 月 1 日， 我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大

使关桓广致信安志洁，经过有关部门和友人的

反复催促查询，乌方已正式告知大使馆，经乌国

防部档案中心查证，俞秀松的档案材料 1934 年

没有送达军事检察院。 由于当时战争初期出现

的混乱局面， 莫斯科批转的档案材料实际上后

来并未送出。 因此，有关档案查找及俞秀松烈

士的平反问题需通过俄总检察院解决。

冤情大白于天下

安志洁决心一追到底。 1996年 7月。安志洁

又叫儿子俞敏（俞秀松的继子）专程去莫斯科拜

见李凤林大使，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在大使馆人

员的陪同下，俞敏去顿河坟地火葬场凭吊了俞秀

松英灵，送上一簇鲜花。 坟地的墓碑上写着：“这

里埋葬着无辜蒙难者及受政治迫害而枪决的牺

牲者们的遗骨。 1930－1942。 永垂不朽！ ”

坟地管理人员告诉俞敏，当时许多“政治犯”

是被集体杀害，火化埋葬在一起，烈士的遗骨已

无法找到。俞敏还去访问了俞秀松曾经学习过的

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 希望终于成为

现实。 1996年国庆前夕，安志洁收到了中国驻俄

罗斯大使馆李侗杰参赞的来信：这一趁机半个多

世纪的历史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俄罗斯军事检察院的平反证明书是这样写

的：“中国公民王寿成（即那利曼诺夫或俞秀松），

1889年生，汉族，中国浙江省人。 逮捕前居住在

中国西部的乌鲁木齐市， 曾任新疆学院院长兼

第一中学校长、反帝联合会秘书长、督办公署政

训处副处长兼教官。 1937年 12月 10日被苏联

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门无证据逮捕， 并于 1939年

2月 21日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根据《俄罗斯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刑法》第 58条第 6、8、

11款判处刑事处罚极刑———枪决、没收财产。判

决于 1939年 2月 21 日在莫斯科市执行。 根据

1991年 10月 18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关于给

予在政治大清洗中受害者平反法》第 3条，现兹

证明，王寿成（即那利曼诺夫或俞秀松）被彻底平

反。 在卷宗里没有关于王寿成埋葬地记录。 ”

读完外交官热情洋溢的来信，看到梦寐以求

的俄方为俞秀松彻底平反的证书，安志洁心中掀

起感情的狂澜，一任泪水奔流。“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近六十年的冤情终于大白了！

遗憾的是俞秀松烈士的尸骨永远无法还乡

了。 这是安志洁老人终生的伤痛！

读了此文我才知晓，1992 年和 1993 年间

我们一行到俞秀松家乡拍摄时， 安志洁正在一

次次地与前苏联有关方面联系， 寻找俞秀松人

生最后的踪迹， 弄清他遇难的真正原因。 我们

所看到的村头李先念为俞秀松烈士纪念碑的题

词，也是由安志洁亲自赴京请题的。

1996年，安志洁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她饱

蘸了一生的深情给俞秀松写了一封长信， 诉说

了她半个多世纪的思念与牵挂。 安志洁后来说：

“儿子到俄罗斯到坟地去了， 我给他写了 封

信， 我给俞秀松讲， 你的事情经过是怎么怎么

的，我把平反证明书也给他，我叫儿子到那儿也

给他烧了，信也烧了。 ”

2002 年 12 月 28 日，在上海福寿园文化名

人墓区， 安志洁和她的家人在此为俞秀松塑铜

像并立了一块墓碑。 她对俞秀松一生的追随，

就要落下幕了。

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女性啊， 这样的女性

世上无双， 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如此漫长的一

生中，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忠于爱情，由此也就

选择了忠于中国共产党。其中那锥心折骨之痛，

无人替代，但她无怨无悔。 安志洁啊，从嫁给俞

秀松的第一天起，您就嫁给了革命，您就是一朵

从天山开放到江南的雪莲！

！！！！！！！！！！！！！！！！！！！！！！！！！！！！！！！！！！！！！！！！！！！！！！！！！！！！！！！！！！！！！！！

安志洁与俞秀松（5）

先烈之血 主义之花

之

1917年，俞秀松（右）与一师同学

邵人模合影及照片背后的文字

1962年颁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杭州高级中学，在繁华的凤起路。 这座历

史悠久的学校，身处聒噪处变不惊。

“推开古朴的校门，是一条长长的甬道，曾

走过鲁迅、李叔同等名家大师，俞秀松、施存统

等先驱志士和姜立夫、徐匡迪等科技精英。 我

相信，有志于报考杭高的同学，将从这条甬道

走向杭高，也将从这条甬道走向中国、走向世

界。 ”富有浪漫情怀的杭高校长尚可，以一段充

满诗意的话，开始了“名校长面对面”的讲座。

校长支招

教育不是教唆、不是强迫、不是控制

尚可校长和家长们分享了一个故事。

故事是“手机事件”。一位住校女生在自修

室丢失了新买的手机，显然是其他晚自修的同

学拿了。

该怎么处理？ 尚可说，当天晚自修结束前

10 分钟， 政教处主任到自修室进行晚自修阶

段点评，最后谈及当晚发生的“手机事件”，分

析了学生“错拿”行为的性质，每个人成长的

过程，都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未成年人发

生行为偏差是可以被理解并被宽容的， 重要

的是能否直面过错，勇于改正，学校期待“错

拿”手机的同学能主动将手机放到政教处。 第

二天一早，政教处主任开门，惊喜地发现，办

公室窗边出现了那只手机和一张字条： 感谢

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恳请不要再追究一个有

一念之差的学生。

“学生发生这样的偏差，作为教育工作者，

重要的是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对待，促成学生

的回归。 这样的处理方式，既是出于对学生的

爱护，以保护孩子的自尊，同时也为了唤醒孩

子的自我反省意识和道德自律意识，从而使学

生获得成长，走向成熟。 ”尚可说，“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但要实现孔子所说的‘君子不贰

过’，那就要靠教育发挥作用了。‘学者，觉也。

以反其质’， 事件处理的过程， 就是教育的过

程，学生成长的过程。教育需要等待，但不能后

退；教育需要宽容，但不能纵容。 杭高追求的，

正是这种具有宽厚之胸怀、宽容之态度、宽松

之氛围与平等之关系的教育。 ”

尚可说：“教育不是教唆，是学生向善向

上的心理活动历程；教育不是强迫，是学生主

动接纳认同的方式；教育不是控制，是学生发

生精神转变的过程。教育是外在环境与内在教

化相结合的过程，从这点上看，学校教育大有

作为。 ”不管不行，管死也不行，重要的问题是

如何管，如何从“管”走向不管，从“教”走向

“不教”。

家长提问

Q：尚校长，中考临近，您对复习迎考的孩

子有何建议？

A：考前最要紧的，是要让孩子拥有最佳应

试心态。 我提四个建议。

1.正确归因。 考生要将成功归结为自己的

能力和努力，将失败归因于努力不够，方法不

当，安排欠妥，这样，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可为

的，可变的，便会坚持不懈。

2.充满自信。 影响考试结果的因素众多，

如果信心缘于结果，会使心情起伏，不妨把信

心、掌控力建立在每天的学习行动中。 而学习

行动是可控的，可累积的。 考试是对我们每天

学习状态的检验，我每天在踏实学习，每天都

在进步，我便有足够的自信应对考试。

3.适度紧张。 要保持专注与稳定的平衡。

专注强调认知状态，要排除杂念、杂事、琐事、

闲事，要专心致志，注意力高度集中；稳定强调

情绪状态，要恰当看待面临的困难，不心烦气

躁，做到内心安宁，思维有序，学习便高效了。

要摒弃能不能、行不行的纠结，增强还可以做

什么、怎样做得更好的正向暗示。 还要以适量

温和的运动、 高质的睡眠以及有效的人际沟

通，来保持自己稳定的情绪。

4.时间优化。 必须明白每个人不是需要有

多少时间来复习，而是怎样高效地复习。 可以

采用文理交叉、即时训练、定量练习、先难后

易、先纠错后更新等方法进行时间优化。

Q：孩子学习动力不足，怎样才能让孩子

具有持续而强烈的学习动力？

A：要让孩子拥有强烈的学习动力，人生目

标的设定是重中之重。

孩子的人生目标必须高远。 心有多大，舞

台就有多大，动力就有多强。 我讲一个“一匹

马和一头驴子”的故事。 在长安城西磨坊里，

有一头马和一头驴，是好朋友，马在外运送东

西，驴在屋内推磨。 贞观三年马被玄奘大师选

中前往西天取经，17 年后马荣归长安，会见驴

子朋友，马所经历的神话般的际遇，使驴大为

惊异，“你经历了那么丰富的见闻， 走了那么

遥远的道路，我想都不敢想。 ”老马说，其实我

们跨过的距离大体相等，当我向西天前进时，

你也一步没有停止。 不同的是，我和大师心中

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始终在前进，而你被蒙上

了眼睛，一生围着磨盘转，永远也走不出狭窄

的天地。

孩子的人生目标必须清晰而长远。 清晰而

长远的目标，是人生获得持续动力的源泉。

孩子的人生目标还应科学分解。 我讲第

三个故事。 早在 1984 年，在国际马拉松邀请

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出人

意料地夺得了冠军，当有人问他凭什么获得

这样的成绩时，他说：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

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看一遍，并把沿途比

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 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

行，第二个标志是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

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 比赛

开始后，我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向第一个目标

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就又以同样的

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 四十多公里的赛

程， 就被我分解成了这么几个小目标轻松地

跑过去了。

可见， 实现人生追求要分解自我的野心，

把大野心藏于灵魂， 让小野心付诸于行动，小

野心不断实现，大野心就越来越近，动力便会

越来越强，自信也便会越来越强。

（摘自《钱江晚报》 记者 章咪佳)

“教育需要等待，但不能后退；教育需

要宽容，但不能放纵”，是尚校长常对老师

说的一句话，他说，“三宽”并不代表放任不

管， 如何管理学生才能更加凸显教育的意

义，这才是重中之重。

新学习运动 帮学生实现初、高中衔接

2010年 7月， 尚可调至杭州高级中学

担任校长一职，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场“新

学习运动”。 所谓“新学习运动”，就是改进

学生的学习方法，告别过去的旧学习方式。

进入高中，学生不适应现象普遍存在，

课程多了、难度加大了、学习的方法和要求

也与初中截然不同。 初、高中如何衔接？ 尚

校长说， 杭高的老师通常都会花上半个学

期的时间，帮新生渡过这方面的难关。

“我们会帮助学生充分认识高中的学

科特点，还要落实四大学习规范，形成良好

学习习惯。 ”所谓四大学习规范，尚校长解

释道，除了课前、课堂、课后学习都要规范

之外，还有作业也要规范。

课前要自学，课上“听”比“记”重要，作

业前先复习， 培养做单元小结的能力……

这些都是尚校长友情提醒学生们需要注意

的地方。

用行动累积信心 稳定情绪专注复习

中考渐近，如何备考，是在座的家长和

学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讲座上，尚校长给

大家提了三点建议。

首先要保持自信。 用什么方法？ 尚校长

给出的答案是行动、 行动再行动。“对于错

题、难点，要抓牢不放。 考生要把对考试的信

心建立在每天学习的行动中，也不要因为一

两次的考试失败而影响了心情。 要坚信，每

天的踏实学习都是在累积着你的进步。 ”

其次正确归因也很重要。 如果把成功

归结于自己的能力， 把失败归结于努力程

度不够或方法不当， 那么这种归因是积极

的。 切勿把成功或失败归结于自己的智力。

最后，要专注、稳定。 一方面复习时要

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而另一方面，要保持

情绪的稳定。

讲座结束， 尚校长还针对家长的现场

提问进行了互动回答。

(二)成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钱报“名校长面对面”，杭高校长尚可建议，孩子的人生目标应该高远

（上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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