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办学校
支持中共地下党工作

出狱后，施剑翘为救国救民
而努力奉献。 抗战爆发后，她奔
波于长沙、重庆等地，为军队筹
措慰劳品，不辞辛苦地为慰劳前
线抗日将士忙碌。

在从事抗战爱国活动期间，
施剑翘看到无数面黄肌瘦、饱经
苦难的少年儿童，心里很不是滋
味。 抗战胜利后，施剑翘迁居苏
州，想创办一所平民小学，让那
些失学的孩子能读上书，解决贫
困孩子的失学之苦。 为筹建学
校， 她特地到重庆找冯玉祥帮
忙， 冯玉祥非常支持施剑翘办
学，欣然担任学校董事长，还介
绍施剑翘去拜见平民教育家陶
行知。 随即，施剑翘拿着介绍信
求教于陶行知。 陶老夫子传授了
办学经验和教育思想、 办学方
针，并向她推荐了经验丰富的苏
州人士孔令宗协助其办学（孔后
来即主管从云小学教务工作），
另外还请剧作家田汉为学校谱
写校歌。 当时，书画家马公愚在
苏州平江重建安徽同乡会，会馆
有空余房子，他欢迎施剑翘去办
学，于是校址也很快选定。

1946 年初，施剑翘倾注精力
创办的私立小学，在苏州平江南
显子巷的安徽同乡会馆正式开
办，施自任校长。 为纪念辛亥革
命中牺牲的烈士、施剑翘的四叔
施从云， 学校取名为“从云小
学”。 从云小学招收的绝大多数
是工人城市贫民子弟，也有部分
孤儿和流浪小孩。 半数以上的学
生学费全免，其余的免三分之一
至三分之二不等，只有附近家境
较好的 7 名学生交纳全费。 对家
境贫寒但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的
学生，学校除免收学费外，还每
天免费供应一顿午饭。 学校的教
师大多是进步青年， 待遇菲薄，
基本是尽义务。 学生免费入学，
师生关系平等友爱，学校办得颇
有特色。 新奇的校规在当时的教
育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不久学生
总数就从最初的 70 多人发展到
400 多人。

在苏州办学期间，施剑翘常
去南京探望母亲， 那时周恩来、
董必武、邓颖超等都住在梅园新
村。 施剑翘经常去拜望他们，有
过多次接触，不时受到启迪和教
益，逐渐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深
厚感情。 1946 年，国民党飞行员
刘善本驾机起义，其家属受到特
务迫害和严密监视，处境十分艰
难。 施剑翘接受周恩来安排的任
务，利用合法身份，冒着生命危
险，把 500 元法币送到刘善本同
志的家属手里。 在主持从云小学
时，施剑翘积极支持中共地下党
和进步青年的革命行动，为地下
党的活动做了不少掩护工作。

由陶行知介绍来学校主管

校务工作的孔令宗，其实是中共
苏州县委委员，1947 年秋， 孔令
宗介绍中共苏州地下党县委书
记陆兆书（即卜明）和陶掌珠（中
共无锡县委委员） 来校任教，地
下党县委机关就设在从云小学
内。接着，1948 年，史良推荐民盟
成员金祺（又名金若年）到从云
小学任校务主任兼教导主任。 金
祺到校后， 同其他盟员一起编
辑、印发地下刊物《民工通讯》和
《光明报》，把这些刊物投寄到许
多单位并秘密贴到大街上，学校
成为地下民盟的活动据点，尽管
当时中共党员和民盟成员的身
份是不公开的，但他们的革命活
动都得到施剑翘的支持和帮助。

施剑翘多次表示，外面的事
由她负责对付，她特将通过社会
关系在苏州城防指挥部办到的
盖有关防大印的“学校重地，禁
止驻军”的牌子挂在门口。 所以，
在国民党吴县当局多次到校搜
查时，她总是挺身而出，使敌人
阴谋不能得逞。 1949 年 2 月，金
祺接上级指示，配合中共地下党
组织在苏州城内设置秘密电台。
金祺同施剑翘商量，想把电台设
在从云小学内，其理由一是庭院
深，闹中有静；二是校门上悬挂
着的“禁止驻军”的告示对国民
党特务耳目有相当的震慑作用。
施剑翘表示全力支持，愿为人民
的解放事业冒风险。

她的八弟施则凡是国民党少
将，施剑翘凭姐弟手足之情，向其
反复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说服他为共产党出一份力，最
终施则凡听从施剑翘的劝告，留
在大陆， 解放后在南京解放军步
兵学校任教员。 她还和史良一起
给阎锡山部中将参谋长郭宗汾发
出一封长信，劝他认清形势，弃暗

投明，争取起义。后郭宗汾终于离
开太原，随傅作义部起义。

史良牵线
得到宋庆龄办学资助

施剑翘既无产业， 又无钱
财， 办学经费全凭她奔波各地，
向父亲同僚友好筹措而来，经费
时常捉襟见肘。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是施剑
翘的好友。 1947 年冬，施剑翘到
北平，徐悲鸿邀请在北平的叶浅
予等 8 位著名画家，为施剑翘办
学集资而作画。 画家们深为施剑
翘的义举所感动， 奋笔挥毫，将
作出的画全部赠给从云小学。 叶
浅予还拿过纸笔，勾勒出剑翘的
画像，赠给剑翘。 其余几位画家
也先后在圆月形折叠画册上为
剑翘作画留念。 徐悲鸿在画册上
写下诗句：“岂有蛟龙愁失水，只
磨故剑问青天”， 并在次页画了
一匹昂首奔腾的骏马，题款“赠
剑翘女士留念”。 施剑翘从北平
带回的书画， 无一不是上乘之

作， 但在从云小学举办画展时，
参观者寥寥无几，出钱购画者更
是少得可怜。

此时，支持她办学的董必武
已撤回延安，而冯玉祥还在美国
考察水利，孔令宗因吐血请长假
休养使她失去重要的帮手，施剑
翘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之
中。 据其子施羽尧忆述，当时施
剑翘踌躇不决进退两难。 然而，
施剑翘实在不忍将精心操办的
事业毁于一旦。 正在此时，故交
史良得知施剑翘和从云小学的
窘境后，向她建议说：“你为什么
不见一见宋庆龄女士呢？ 她现在
兼任战灾儿童义养会的主席。 你
向她呈述从云小学的办学宗旨，
她肯定会支持你的。 ”

原来宋庆龄为了救济解放
区的儿童，在中国福利基金会下
设立儿童工作组，呼吁美国进步
朋友义养中国孤儿。 早在 1946
年 4 月， 陶行知为了晓庄的 10
个孤儿，就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找
宋庆龄帮忙，宋庆龄立即与美国
救济机构“战灾儿童义养会”联
系，让自愿认养中国孤儿的国际
友人当义父、义母，按月给每个
孤儿寄 10 美元作抚养费用，并
寄给他们大米、 奶粉及鞋子、毯
子、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将他们
寄养在晓庄小学， 解决了这 10
名儿童的生活和上学问题。 1947
年 3 月 10 日， 中国福利基金会
与“战灾儿童义养会”合作，成为
其在华代表，组成“战灾儿童义
养会”中国分会。

根据“战灾儿童义养会”中
国分会的章程和工作计划，凡是
战争孤儿与难童，由所在学校或
保育机构提出申请，经中国分会
认定合格后报请总部批准，即为

“义养生”。 由在美国的认养人为
其每月提供 15 美元的生活费，
直至能独立生活为止。 受援助的
中国孩子经常写信给捐款人保
持联系，汇报学习成绩，彼此建
立感情。 第一批义养生名额为
200 名， 至 1949 年扩大到 350
名，以后陆续增至 579 名，全国
共有 30 多所学校和儿童团体、
5000 余名儿童，受到“战灾儿童
义养会”的资助。 按中国分会规
定，义养金除用于义养生本人生
活费外，多余部分用于义养生所
在学校或团体的其他儿童。 因
此，实际受益的儿童达 5870 名。

经史良牵线搭桥，施剑翘到
上海拜会了宋庆龄。 在详细询问
了从云小学的创办经过和具体
情况后，宋庆龄肯定了施剑翘为
贫苦孩子办学的精神，对教师们
的努力也大为赞赏，当即同意从

“战灾儿童义养会” 的基金中按
月拨款，长期对从云小学进行资
助。 同时，为表示对施剑翘的特
别支持，孙夫人还同意担任“从
云小学”的名誉董事长。 此外，中
国福利基金会第一儿童福利站
站长马崇儒积极推行陶行知“即

知即传”“小先生” 活动，1947 年
12 月 23 日， 宋庆龄邀请马崇儒
和陈维博、周尔贤等 3 个站长以
及中福会儿童工作组组长顾锦
心，一起参加圣诞家宴。 席间，宋
庆龄对马崇儒等表示亲切慰问
和新的期望。 1948 年夏，马崇儒
得到顾锦心转达宋庆龄的口信，
他的行动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注
意，遂于 8 月 7 日撤离转移到苏
州。 马崇儒担任中共苏州工委委
员，分管青年学生工作，对从云
小学也有所指导和帮助。

自纳入“战灾儿童义养会”
中国分会义养生计划后，1948 年
冬，从云小学得到战灾儿童义养
会补助义养生额每月 50 美元。
到 1950 年，从云小学的义养生增
至 16 名， 每月得到 112 美元，同
年还得到上海临时救济会捐助木
料，另有图书费等若干。正是因为
有了宋庆龄的资金资助， 从云小
学才得以维持办学。然而，由于中
美关系发生变化，1950 年 12 月，
战灾儿童义养总会停止拨给中国
义养儿童的经费， 中国分会随即
宣布结束中国的义养活动。

潜心修行
在京安度晚年

1949 年 4 月 27 日， 施剑翘
与中共地下党、地下民盟的同志
一起，迎接苏州解放，并先后把
两个儿子送入二野军大和三野
军大（后改华东军大）。 9 月 27 日
至 10 月 8 日，苏州市在乐群社召
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施剑
翘当选为代表之一，随后当选为
苏州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1952 年，因学校经费困难无
法维持，施剑翘将倾尽心力创办
的“从云小学”移交给苏州市人
民政府，共有 7 级 7 班，270 名学
生，12 名教师， 完整地贡献给国
家。 8 月 25 日，从云小学被接办
为公立学校，合并于大儒中心小
学，成为大儒中心小学二院。 就
在这个时候，施剑翘拖延已久的
疾病发作，感到异常劳累。 于是
赴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被诊断为
子宫癌，手术后前往五台山光明
寺村疗养，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
寺修行。 不久返回北京，在邓颖
超的关照下定居北京， 安度晚
年。 其间，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会第二至五届特邀委员。 1979 年
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由北京医
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亲自主刀，手
术成功。 然而，由于尿毒症并发
心肌衰竭，于当年 8 月 27 日猝然
去世，享年 73 岁，骨灰葬于苏州
城西天灵公墓。

同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杰
出女性，施剑翘与宋庆龄都十分
关心儿童的学习教育，并竭尽所
能为之奋斗以使更多的孩子受
益，二人的交往，为世人留下了
一段佳话。

（据《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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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义助侠女施剑翘

� � 施剑翘，
原名施

谷兰， 是民国时
期刺杀军阀孙传
芳、 为报父仇的
‘侠女’， 扬名于
天下。案后，施剑
翘被判处有期徒
刑七年， 后经各
界努力，于 1936
年 10 月得到国
民政府特赦而出
狱。出狱后，这位
民国侠女继而与
中国福利基金会
和宋庆龄共谱了
一曲慈善佳话。

“民国第一女刺客”施剑翘

施剑翘与战灾儿童义养会的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