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921年夏，湖南省立第一

甲种工业学校放暑假，陈

毅安和周传弟结伴回家。          

周传弟说：“快到书堂山了，

我们去看望一下邹老师吧 !”

邹老师是陈毅安读小学时最

敬佩的老师。

陈毅安说：“好的，去邹老师

家，好久没吃过师母做的饭菜了！”

邹老师家门前有一片荷塘。荷

塘边，有一位着淡蓝色学生裙的

少女正嗅着荷花的清香。

周传弟对陈毅安说：“这是我

表妹李志强，她是邹师母的外甥

女，在维新女子职业学校读书，

比你小一岁，思想蛮新潮的。”

陈毅安望着眼前的李志强，

一头齐耳的新潮短发，柳叶眉下，

一双明媚的眼睛闪烁着聪慧和坚

毅。陈毅安内心怦然一动。

“这是我同学陈毅安，‘甲工’

的才子，湘阴人。”周传弟热情地

介绍。

李志强没有想到，她与陈毅

安这一次偶遇，爱神丘比特之箭就

将两颗年轻的心永远连在一起。

动荡岁月，这对恋人聚少离多，

只能靠鸿雁传递相思。李志强细

心保存了1922 至 1927年陈毅安

寄给她的54封信，这是爱人献给

她的滚烫的爱，也是爱人呈现给

她的比爱情更宽广的爱。

21931年3月，湘阴县神塘

湾陈毅安老家，李志强正

怀着陈毅安的孩子，她望着窗外

桃红柳绿的春色，满怀喜悦，盼

望着爱人突然回到这个温馨的小

家庭。

一天，她终于盼来了爱人寄回

的一封信。她欣喜万分，急忙拆

开信封，抽出了两张信纸，却是一

片空白。这是一封无字家书！

她想起了爱人曾经跟她说过的

一句话：“如果哪天我牺牲了，会

托人给你寄一封空白的信，你见了

这封信，就不要再等我了。”

可是，亲爱的毅安，你应该好

好的，不可能牺牲，家里还有我和

马上要出生的孩子等着你回来啊！

几天后，李志强生下一个大

胖小子，她给孩子取名“陈晃明”，

希望孩子和一家人“一晃就能见到

光明的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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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安李志强：红色家书背后的红色爱情
文 / 陈文革

1927 年陈毅安与李志强合影。

↑ 1922 年元旦，陈斌（毅安）给佩勋
寄来英文贺卡。
↓ 1927 年陈毅安寄给李志强的信。

编者按：
爱情是什么？万千个人也

许会有万千种答案。中国共产
党走过百年历程，许多先辈也
曾在金子般的年华里遇到过最
美好的爱情。就如革命先烈陈
毅安与李志强的爱情，虽然没
有花前月下的喃喃细语，却用
54 封家书诠释了革命人的浪
漫，也以生命和鲜血，谱写了
革命时期爱情的真挚与伟大。

李志强明白，自从爱上陈毅安，

也就爱上了他的理想，爱上了他的

革命。在长沙求学期间，陈毅安

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

1922 年 1月，他和同学郑延义、

谭瑞林来到清水塘，见到了仰慕

已久的毛泽东。

毛泽东听完他的介绍后笑道：

“原来你就是主张工业救国的陈毅

安啊，长沙的学生运动，北有陈

毅安，南有黄公略，你们两个一

北一南，遥相呼应，是了不起的学

生运动领袖啊！”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陈毅安很

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4 年，经毛泽东推荐，他

加入了共产党。

1926 年 1月，在陈嘉祐的帮

助下，陈毅安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

先后在炮科和经理科学习。

黄埔军校大门口有一副对联：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

入斯门。”读黄埔军校意味着随时

有可能为革命牺牲，李志强很担

心，来信劝说陈毅安毕业后去当

一名教师。

于是，陈毅安给正在湖南省立

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李志强写

了一封长信，劝导她一起进步。

在陈毅安的帮助下，李志强也

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6 年10月，陈毅安毕业后

分配到陈嘉祐的教导师，任第 3

团3营7连党代表，参加北伐战争，

并在毛泽东创办的农民运动政治讲

习所兼任教员。

陈毅安在信中向李志强表明志

向：“我们中国，受了帝国主义八

十余年来的侵略，事实上是不许可

我们求甚么高深的学问，造博士的

头衔的，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把

我所学的革命技能，不顾一切地

工作起来，不达到我的目的地——

烈士墓不止。”

1927年夏，陈毅安随北伐部

队到达武昌，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

第2 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辎重

队队长。警卫团是一支由共产党掌

握的正规军队。这一年，蒋介石

和汪精卫相继发动“4.12”政变和

“7.15”政变，国共关系破裂，国

民革命遭到重创，陈毅安毅然走

上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

道路。他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

起义，一起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

井冈山艰苦的革命环境磨砺出

超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写

信给李志强说：“我天天跑路，钱

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

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

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

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

陈毅安智勇双全，是井冈山的

一员骁将。

1929 年 1月，陈毅安在保卫

井冈山战斗中，左腿被敌人的弹片

击穿，伤势严重。因部队缺医少药，

彭德怀要他回老家养伤。陈毅安

秘密回到了神塘湾老家，恰好李志

强也从师范学校毕业了。一对恋人

久别重逢，相拥而笑。

李志强抚摸着陈毅安身上的

累累伤痕，心头泛起疼痛的波澜，

她多么希望身边的爱人从此远

离战争、远离伤痛

啊！

小两口温馨平

静的日子并没有过多

久，1930 年 6月，彭

德怀派红军第 3 军团

军团长的联络员邓萍到

李志强家。

于是，陈毅安告别怀

有身孕的李志强，重返战

场。到达井冈山后，他担任

红3 军团第8 军第 1 纵队司

令员，并在长沙战役中担任前敌总

指挥。

在红军占领长沙期间，陈毅安

与妻子有两次短暂会面。

第一次是在军团司令部，陈

毅安还领着李志强来到彭德怀的

办公室。

彭德怀笑着对李志强说：“你

和陈毅安恋爱的事，我们在井冈山

的同志都知道了。毛委员还说过，

早在秋收起义的时候，他就看见

过你的照片，是陈毅安从他的上衣

口袋里拿出来给大家看的。那时

候战争不断，我不能让陈毅安回家

哦。如今你们结婚了，我要送一

样礼物给你们。”

彭德怀想了片刻，就将身边的

一本《辞源》送给了李志强。

第二次是在红军占领长沙的第

九天，陈毅安来到李志强的住所，

他笑着对同来的几位战友说：“我

很快就要当父亲了，将来生下来的

不论是男是女，都要和我一起干

革命。”

陈毅安满面笑容地说完这些

话，便与李志强道别。一行人骑

马奔腾而去，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二天，8月7日凌晨，陈毅

安在掩护军团机关转移时，不幸

腰中4弹，壮烈牺牲，年仅 25岁。

31930 年长沙一别，李志强

再也没有见着陈毅安。面

对爱人留下的无字家书，她一直不

愿意相信他已经牺牲，一直在打

听着他的消息。

1937年 9月22日，李志强在

长沙街头忽然听到鞭炮齐鸣，到

处喊着“号外”的声音，原来是国

共两党再度合作，一致抗日。

李志强满怀希望，第二天就寄

了一封挂号信给延安八路军总指

挥部，询问陈毅安的情况。

二十天后，她收到彭德怀副总

司令的亲笔回信：“毅安同志为革

命奔走，素功卓绝，不幸在一九

三0 年已阵亡……”

心爱的人真的死了！就死在爱

人策马而去的第二天凌晨！就死在

他们一起求学恋爱过的城市！

李志强无法忍受七年来的思念

和悲痛，拥着年幼的儿子陈晃明失

声痛哭。

陈毅安为革命而死，李志强

决定要追随爱人的事业。

1939 年秋，她给彭德怀写信，

请求到延安去。

彭德怀回信表示欢迎，并寄

来二百元钱给李志强作路费。

1940 年，李志强读省立第一

女子师范学校时的校长徐特立担

任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他

指示李志强怎么去延安。

暮春时节，李志强带着儿子奔

赴延安途中，却被国民党特务盯上

了。母子俩走到湘潭的时候，被

湘潭县国民党县长逮捕了，关押在

一个不到10 平米的房间里。

李志强很精明，早已将徐特

立给她的去延安的路条缝在衣领

里了。审讯室里，有 20多个宪兵

看护着，但李志强毫不畏惧，与

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最后，国民党县长威胁她说：

“你丈夫是共军将领，你也脱不了

干系！”

李志强回击道：“不错，我是

红军的妻子，但民国法律并没有哪

条说红军妻子就要同罪！你们就是

杀了我，也只有碗大个疤！”他们

几经搜查和审讯，都没有找到他

们要的证据。

当时，陈毅安的堂弟陈嘉俊担

任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分会上校总

务科长，他赶到湘潭说情：“这是

我嫂子，一个人带着孩子，不会干

什么违法的事。”于是，他将李志

强母子保释出狱，李志强的延安

之行也随之夭折。 

4李志强回长沙后，靠着在

长沙市电信局工作的微薄

工资，维持着基本生活。

李志强终身没有再嫁，54 封

信化作了她对陈毅安的不尽思念和

爱恋，她精心保护着。

解放后，李志强和儿子得到了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1950 年，

她调到北京市电信局工作，儿子陈

晃明成为北京理工大学卓有成就

的光电工程教授。

1951年，毛泽东亲笔签发了首

批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陈毅安烈士的证书为第九号，由此

他被称作“共和国第九烈士”。

1958 年，李志强将自己精心

保管的54封信呈送给彭德怀，彭

德怀看后，感慨万千

地说：“陈毅安是一

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是一个革命的乐观

主义者。现在有的共产

党员的思想还赶不上那时

陈毅安的思想，我们要将

陈毅安的书信印刷出版，作

为思想政治学习的教材！”

听彭德怀这么讲，李志

强就请他为准备出版的《陈

毅安烈士书信集》题词，彭德

怀挥笔写下：“生为人民生的伟大，

死于革命死得光荣。毅安同志永

垂不朽！”

1983 年，李志强病逝，与爱

人陈毅安合葬在井冈山，一对恋

人终于可以长相厮守了。

一封无字书，两颗挚爱心！陈

毅安和李志强的红色爱情，直率、

忠诚、纯粹。

陈毅安用火热的生命，勇敢地

捍卫着革命的信念；李志强用忠诚

的品格，坚强地守护着高尚的爱情。

这世界，没有谁生而英勇，唯

有以天下人为念，为天下人谋永福

者，才会牺牲自我，换来后世繁华！

陈斌（陈毅安）给“佩勋女士”
（李志强）写出第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