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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是在误传杨开慧已牺牲的情况下
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慎明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年
谱》记载：“1928 年 6 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一起工作的日
子里，结为革命伴侣。”1 同书此后又作如下记载：“1930 年 11 月 14
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2
在阅读此史料和其它相关史料时，人们心头有时会泛起这样的疑
团，杨开慧 1930 年在长沙才牺牲，毛泽东为什么在 1928 年在井冈山
就与贺子珍结婚了呢？
在现在有的小报小刊上，特别是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有人尤其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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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地借此诘难甚至攻击毛主席他老人家。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么一
回事呢？
笔者就这一问题先后请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些专家；又与《前
奏 — 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冈山》一书的作者马社香作过交流，她直
接采访过朱旦华和袁文才的嫡孙袁建芳、继子肖常隆3 等人；还尽可能
查阅了所能查阅的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试对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
山联姻问题作如下七点粗略分析，以求教各位。

一、从促成毛贺联姻的袁文才妻子谢梅香
及毛泽民夫人朱旦华的回忆分析
谢梅香生前曾对其嫡孙袁建芳和后夫儿子肖常隆等人说：“1927
年，贺子珍和永新赤卫队先上的井冈山，贺子珍就住在我家里，毛主席
和秋收起义队伍是后上来的。毛主席住在八角楼，与我家相隔不远。当
时长沙城里白色恐怖很厉害，毛主席十分牵挂杨开慧。因当时党的地下
交通已被敌人破坏，他就动员茅坪一个小店主吴福寿下山打听消息。第
一次，吴福寿到了湖南茶陵和酃县，没有打听到。毛主席又提供杨开慧
具体住址请他到长沙一带打听。第二次，吴福寿到了长沙，按地址也没
有找到杨开慧，听到的却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的消息。吴福寿上山
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毛主席、袁文才和王佐。后来，毛主席生病了，袁文
才、王佐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并力促毛主席和贺子珍结合。”4“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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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王佐张罗在象山庵请人聚了聚，吃了一顿饭，算是为毛主席和贺子
珍办了婚礼。”5 关于这一点，马社香对朱旦华访谈录亦可作为佐证。
朱旦华说：“我听毛泽民说过，1927 年 9 月至 1928 年长沙到井冈山秘
密交通被敌人切断，井冈山上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袁文才这才安
排贺子珍照顾毛主席起居，后来在一座庙里为他们办了简单酒水。”6

二、从井冈山武装力量的特殊性分析
笔者请教过曾到井冈山实地采访过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
陈晋说：“1928 年，在井冈山，当袁文才、王佐同志听说杨开慧同志
牺牲后，他们即对毛主席说，毛委员，你们红军要在井冈山安家落户，
你必须要有个‘压寨夫人’，这个‘压寨夫人’就是我们的干妹子 — 贺
子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不担心你们耍弄我们。”当然，毛泽东与贺
子珍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也建立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与贺
子珍结的婚。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率部队出击赣南、闽西后，1930
年 2 月仍在井冈山留守的袁文才、王佐被其他领导同志所错杀，这也反
证了当时袁文才、王佐坚持让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的考虑，不是没有道
理的。

三、从 1928 年五六月间杨开明上井冈山，
不可能带去杨开慧生死确切的消息分析
杨开明是杨开慧的堂弟，也是网上所传为杨开慧带鞋子等物给毛泽
东并告知杨开慧没有牺牲之人。据湖南、江西省委党史办相关资料证明，
5

马社香：《前奏 — 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第 82 页，

以及肖常隆一些回忆记录等。
6

马社香：
〈对毛泽东婚姻家庭的几点认识 — 朱旦华访谈录〉，
《党的文献》2012 年第 5 期。

3

杨开明于 1927 年 5 月“马日事变”后一直在安源工作，并为组建秋收
起义中以安源工人为主的第二团作出较大贡献。大革命失败后的湖南省
委是几经严酷破坏。1927 年 11 月，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叛变；1927
年 12 月，新任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等 20 余位地
方领导人被捕，先后就义。7 1928 年 1 月，湘鄂赣边特委成立，郭亮任
书记，3 月又被叛徒苏先骏告密在长沙被捕牺牲。同月，中共安源市委
交通员邓贞谦牺牲，市委工作中断。8 1928 年 5 月，湖南省委从长沙迁
往湘潭，6 月，又迁往安源。在这段时间里，杨开明没有也不可能回过
板仓。研究井冈山革命斗争史著名学者陈钢9 曾查看了当年几乎所有相
关资料，均没有查到杨开明是带着杨开慧依然活着这一消息上井冈山的
依据。陈钢和马社香等人看法完全一致，即 1928 年 6 月底杨开明上井
冈山时带去的只能是湖南省委机关和地下交通多次被严重破坏、交通
员被杀、白色恐怖严重、杨开慧很有可能牺牲的信息。此时井冈山上
上下下关于对杨开慧已经牺牲的传言，对杨开明也会有一定的误引。

四、从板仓杨开慧纪念馆掌握的相关材料分析
杨开慧从 1927 年 9 月返回板仓至 1930 年 10 月被捕，这三年除了
几次短时出外，其他时间都是在长沙县板仓故居躲隐。板仓距长沙市约
110 华里，是平江、汨罗、长沙三县交合处，丘陵蜿蜒，较为封闭，毛
泽东和杨开慧的三个孩子，此时均改姓杨。据板仓杨开慧纪念馆
1962~1972 年搜集的座谈资料，敌人曾三次来板仓捉拿杨开慧，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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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都被当地群众掩护并蒙骗敌人化险为夷。为了更好地保护杨开慧，
当地群众还刻意四下传播杨开慧已死用以迷惑敌人视听。10 毛泽东动
员的小店主吴福寿下山探寻杨开慧消息时，或许听到的正是这种保护
性的说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三年间杨开慧曾多次寻找湖南
省委，因省委数度被破坏和搬迁，一直联系不上。11 由此可见，我党
在 1928 年井冈山和板仓之间的信息交通已完全断绝。井冈山上流传的
杨开慧已牺牲的消息，在当时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五、从板仓杨开慧故居发现的杨开慧手稿分析
杨开慧在 1928~1930 年间写的信件、文稿等一直藏匿在杨开慧故居
的墙壁之中，直至 1982 年和 1990 年故居两次整修才被发现。其分别是
4000 余和 1000 余字共八篇文稿。对杨开慧这些文稿，湖南省博物馆专
门成立了杨开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组，2010 年在湖南省委主办的《新湘
评论》对其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披露和解读。从中可以发现相关数点：
（1）
杨开慧在秋收起义数月后曾收到过毛泽东的一封信，在 1929 年“古历
四月”收到杨开明一信前再无毛泽东任何音信。（2）杨开慧书写的对
毛泽东思念诗文及信件，一封都没有送递出去。这些均与湖南省委和交
通站点多次被破坏相吻合。（3）1929 年 1 月 14 日朱毛红军下井冈山
进军赣南，1929 年 1 月 13 日杨开明奉命从井冈山出发，代表前委前往
上海汇报工作。1929 年 2 月 25 日杨开明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
合报告》中对此有专门记载。1929 年初由于“军阀重开战”，革命形
势有所好转，地下交通不断恢复。杨开明到达上海后，在中央可能听到
杨开慧还没有牺牲的消息，便向板仓试投一信与杨开慧联系。他还在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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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向杨开慧透露了党中央有可能要调毛泽东到上海工作的消息。这封信
从上海辗转到达板仓，杨开慧在 1929 年古历四月初八（即公历 1929
年 5 月 16 日 — 笔者注）给杨开明即“一弟”回信。回信说：“接到
来信，万分喜慰”；“他（指毛泽东 — 笔者注）未必能来上海吧？我
到（应为“倒”— 笔者注）愿意他莫来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啊！”
杨开慧在此信中还写到“你（指杨开明 — 笔者注）能回家一转，极所
盼望。”12 从此信中也可以进一步证实杨开明自大革命失败后，再未
回过板仓。这一点与板仓杨开慧故居的研究也是吻合的。另外，杨开慧
手稿中也明确标明此回信“没有发去”。
这说明，即使在 1929 年，板仓对外的地下交通尚且没有完全恢复，
更遑论 1928 年了。

六、从 1929 年 11 月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中分析
1929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从福建长汀给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
一信：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
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
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
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13
这封信反映了以下信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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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7 年 9 月~1929 年 11 月，上海与根据地之间的详细信息主要
靠来往人转达，当时两地间沟通往返转达高层生活信息的人，陈毅当为
第一人。陈毅于 1929 年 7 月底离开闽西上杭，代表红四军前委去上海
向中央汇报工作，10 月 22 日携中央“9 月来信”回到闽西。故信中第
一句话是“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一个才
字，突显了陈毅此次往返第一次带来“情形”其中可能包括杨开慧尚
未牺牲消息的重要性。
2. 由于是红四军前委代书记陈毅前往中央，才能与李立三、周恩
来等负责同志有比较深入广泛的交谈，毛泽东的故友李立三也才可能会
问及毛泽东的生活实况，故毛泽东信中第一句“你的情形”应该同时包
括着第二重含意“你（告知的）的情形”，言下之意可能会包括杨开慧
尚未牺牲的信息，同时包含陈毅汇报的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井冈山误传
杨开慧牺牲的情况下联姻的缘由。所以，毛泽东信中自此以下的内容均
是围绕此展开的。
3. 由于陈毅在上海中央和福建长汀红四军两地间，在李立三与毛
泽东间，可能已汇报沟通了杨开慧尚未牺牲与井冈山在误传杨开慧已经
牺牲的情况下毛贺在井冈山联姻的情况，故毛泽东才在给故友李立三的
信中坦诚、坦然的真切表示：“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
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对于这一点，还可以反设理解。如果毛
泽东在与贺子珍联姻时明确知道杨开慧还在人世，那么，在陈毅去上海
全盘向李立三等人如实汇报后，人之常情，毛泽东会在此信中对先前的
毛贺联姻解释一二。
4. 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同时从侧面证明了陈毅是带给毛泽东杨
开慧还活着消息的第一人。所以，毛泽东即使大病初愈，精神还未复元，
即迫不及待地向李立三要杨开慧的通讯处。进一步写到：“闻说泽民在
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
7

给我。”
5. 接上继续分析，毛泽民在上海既然知道杨开慧的通讯处，又知
道毛泽东对杨开慧母子的牵挂，为什么不及时告知毛泽东呢？这只有一
个可能解释，毛泽民深知哥哥对嫂嫂的感情，哥哥与新嫂嫂是在 1928
年井冈山误传杨开慧牺牲的情况下结婚的。如果哥哥后来知道杨开慧还
活着，情感将何等痛苦。故毛泽民到上海知道了杨开慧还活着，便一方
面未及时告知毛泽东，另一方面从上海寄钱接济杨开慧母子。据板仓杨
开慧纪念馆解说，杨开慧在最后一年唯有毛泽民从上海接济她们。在
1929 年古历四月杨开慧给杨开明的一信中写道：
“我决定把他们 — 小
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
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14 此处深刻揭示了毛泽
东兄弟对杨开慧母子感情在特定条件下的不同牵挂，对革命女性杨开
慧、贺子珍的信息传递均包含着一种发自肺腑的尊重，这种知心知情，
跃然于纸。
故从以上五点分析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清晰可见毛泽东是陈毅归
来交谈后，才可能确切知道杨开慧依然活着这一消息的。从这一点反过
来更加可以看出，在 1928 年毛贺联姻之日，正是井冈山误传杨开慧牺
牲之时。
1928 年井冈山内外斗争极为严峻，毛泽东被中共中央撤销政治局
候补委员，此决定于 1928 年 3 月传达到井冈山时，却被误传成开除党
籍。6 月，杜修经、杨开明代表湖南省委对前委做法仍提出严厉批评。
面对湘赣之敌连续四次对井冈山进剿，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井冈山上
几乎所有人都在九死一生之中。回归历史，我们不应把 1928 年初夏井
冈山误传杨开慧牺牲后，毛贺这才在井冈山联姻，与 1929 年 10 月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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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才得知杨开慧依然活着这两个基本事实的先后顺序相混淆和相颠
倒。正因残酷复杂的战争岁月，造成了如此令人遗憾的史实。1930 年
11 月 14 日，杨开慧英勇就义于长沙识字岭。当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这
一消息之时，毛泽东写下了“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如此悲痛欲绝、
字字千钧的绝响，其情之深，其悲之切，其中还可能包括自我责备之
烈，更可能是对敌人凶残暴行痛恨之烈，日月可鉴。1957 年 2 月，杨
开慧当年的好友、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抄寄毛
泽东 1920 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李淑一的来信，又
一次掀作毛泽东内心世界那难以平息的波澜，他又满怀深情地写下感天
动地的千古绝唱《蝶恋花‧答李淑一》。在这首词中，毛泽东向苍天倾
泼其对杨开慧的眷恋、思念之情，调遣月宫嫦娥舒展广袖，在万里长空
为杨开慧、柳直荀等千万忠烈翩翩起舞。这是何等的大爱、深爱！这一
切均与 1929 年 11 月与李立三之信反映的感情一脉相承。如此深情真情
才能化作倾盆泪雨穿越历史，穿越心海，穿越苍穹，写出“我失骄杨”
之绝唱。

七、从戚本禹就此事请教周恩来的回忆分析
1994 年，海外出版了国外相关情报机构刻意编造的李志绥的《毛
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此所谓回忆录，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刻意
从个人私生活角度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笔者认为，戚本禹
在文革中是罪人，但是在此事上却为毛泽东讲了公道话。香港《明报月
刊》1996 年 6 月号上发表〈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一万多字
的问答录把李志绥厚厚的一本书，批得淋漓尽致。戚本禹在其中说：
“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
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
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1966 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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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
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指伍若兰仍在狱中，
误以为牺牲，朱德与康克清结婚 — 笔者注），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
已有过解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的联姻，是鉴
于当时处于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特别是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之中，由于
人们的误传和误判所造成的。处于和平时期特别是通讯异常发达的今天
的我们，则不应对此进行过多甚至不当的责难。
现在，国内外一些媒体在资本的操纵下，集中力量非议特别是诬
蔑攻击毛泽东。对毛泽东能否正确评价，绝不仅仅是关涉甚至并不是
关涉他老人家个人的是非、功过和荣辱，而且是关涉党、国家和民族
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大事。2013 年是毛泽东 120 周年诞辰，利用此契机，
专门组织力量，有选择地、有理有据清理回答人们心头的疑问，特别
是回应别有用心人的肆意造谣和攻击，十分有必要。
有所谓的“权威人士”撰文说毛泽东自己在 1950 年中宣部起初拟
定的五一口号中亲手加上“毛主席万岁！”中央有关部门组织专人撰写
文章，用当时一手档案进行有力地澄清和批驳。有人说，毛泽东的诗文
大部分都是胡乔木代笔的，中央有关部门和俞正声同志、胡乔木的子女
都用不同方式进行了有力地澄清。2013 年 4 月 1 日即清明节前夕，北
京卫视在《家国情，长相忆》访谈节目中，展示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
总理等领袖的高风亮节，述说了历史的事实与真相。针对网上有人说陈
云评价毛泽东是“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
传言，陈云的女儿陈伟力同志 2013 年 5 月 6 日辟谣：“这是有人恶意
将某某的话栽赃给我父亲！我父亲非常热爱、崇敬毛主席，从来没讲过
这样的话！”这对一些人误传的模糊认识，特别是对资本操纵的恶意攻
击，都进行了恰当地回应。这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十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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