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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香凝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有过众多的秘书和下属，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
成为她志同道合的好友，而黎沛华更是成为她亲如家人的朋友。
何香凝与黎沛华同为广东人，她们相识于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上世纪 20—
30 年代，何香凝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是抗日救亡的领袖，是叱咤风云的女
中豪杰；黎沛华则是她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她最为信赖和倚重的秘书，也是她志
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

黎沛华与何香凝、廖梦醒（何香凝女儿）合影

虽说黎沛华常以何香凝秘书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但实际上在她们交往的
近半个世纪中，她担任何香凝秘书的时间并不算长。1937 年上海沦陷后，她们
先后离开上海，此后再无工作上的交集。
不再是领导和秘书，她们的交往显得更为亲近。何香凝晚年常在书信中以“沛
华贤妹”来称呼这位当年的秘书，道出了她们之间非同一般的亲密和友情。
一
1924 年 8 月，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廖冰筠辞职，何香凝被推为代理妇
女部长1，不久又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长。两个月后，时任广州市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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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何香凝实际上一直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一职，直至 1927 年大革命失败。

五女子高等小学校长的黎沛华来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兼任书记员一职，成为何香
凝麾下一员。从此，她追随何香凝，投身于国民革命妇女解放运动。

何香凝赠送黎沛华的照片

黎沛华来到中央妇女部参与的第一件大事是筹组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4 年 11 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国是，离粤之前他发表宣言，主张
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统一。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这一主张，并在全国发起国
民会议促成会运动。此时，身在广州的何香凝积极响应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亲
自主持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和组建工作，并以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和贫
民医院的名义捐助筹备会费，又担任总务部的领导工作。时为书记员的黎沛华全
程参与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组工作，担任每次会议的记录，参与促成会章程、
通电稿的起草，等等。2由于她在实际工作中的能力和成效，4 个月后便从书记员
升任为秘书。此后，她致力于争取妇女权益和妇女解放，协助开展救助罢工工人、
开办女工学校、举办妇女运动讲习所、筹建广东各界妇女联合会、支持东征北伐
等一系列活动，成为何香凝手下一员得力干将。
1925 年 6 月，沙基惨案发生后，何香凝立即发动妇女界组织慰劳队，赴各
医院慰问伤者；又创办广州妇女救伤团，进行培训以救死扶伤。为了妥善解决罢
工女工生活困难，她“特设罢工妇女工读传习所”，“日作工，夜读书”，还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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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开办妇女学校，专门训育女工。3此时，黎沛华除跟随何香凝到各处慰问视察，
协助创建各类慰劳队、传习所、劳工学校外，还经常参与筹办各类活动，受派出
席或主持会议。10 月 9 日，她出席国民党女党员大会，提出罢工援助、女子学
校及美术提倡、女工人调查等报告十则。4 次年 5 月 19 日，她又代表国民党中
央妇女部出席广州车衣女工大会并发表演讲，支持和帮助车衣女工为争取自身利
益，谋求妇女解放而奋斗。5
何香凝长期致力于争取和维护妇女的权利和平等。早在 1924 年 1 月的国民
党一大上，她就提出“妇女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促使
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政纲中明确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
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此后，她在开展妇女运动的同时，力争在
法律层面保障妇女的各项权益。1926 年 1 月的国民党二大上，何香凝向大会作
《妇女运动概要报告》（由邓颖超代为报告）6和《妇女运动决议案》（该决议案
事先由宋庆龄、何香凝、邓颖超组成的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审定）。决议案
共 11 条，其中第九条提出“本党应督促国民政府从速”实施包括法律和行政方
面的各项内容。7之后，她又多次组织广东各界妇女团体向国民政府请愿，督促
实施决议案。在筹划“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时，她指定黎沛华为总指挥，组织
广东各界妇女团体大巡游。3 月 8 日下午，巡游队伍在黎沛华的指挥下，先后至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
“一、修改法律；二、各行政机关开放容纳女子；三、
实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何香凝代表各界妇女发言：
“关于妇
女各案如‘修改法律’、
‘行政机关开放’等，当时决定从速实行，至于修改法律
一案，并定为六个月修改完竣，但开会至今将达三月，六个月之期瞬届，甚望国
民政府速将决议各案早日实行，以慰妇女界之愿望”。85 月，国民党召开二次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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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时，何香凝又联络广东 80 多个妇女团体，
“联名呈请督促国民政府迅速实行
‘妇女运动决议案’，以孚众望”。9在争取和维护妇女权益的活动中，何香凝总
是指派黎沛华负责具体工作，包括活动的筹备、各妇女团体的联络以及各类文稿
的撰写拟定，等等。何香凝所作《妇女运动概要报告》、
《妇女运动决议案》等文
件极有可能是由黎沛华拟稿，并参与讨论和定稿。
随着妇女运动的开展，何香凝呼吁成立统一的妇女团体，以动员广大妇女投
入国民革命运动。为此，黎沛华积极协助何香凝成立海外同志家属联爱会、开设
妇女补习学校、举办广州河南各界妇女联欢会、组织省立女师同学会，陪同她出
席各类活动和会议，并参与各类文稿包括大会宣言的撰写和拟定。8 月 6 日，黎
沛华还受派代表中央妇女部，主持召开了由 50 多个妇女团体组成的广东各界妇
女联合会成立大会。10
何香凝一贯注重与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合作。当时，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加入了她主政的中央妇女部和广东省妇女部，何香凝对他们充分信任，并委以重
任。她还大力扶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简称广东妇协），并于
1925 年欣然受邀担任该会顾问，共同发动妇女参加革命。11黎沛华也积极参与其
中，于次年加入广东妇协，担任调查一职。12黎沛华还曾出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
和广东省妇女部的机关刊物——《妇女之声》的主编，经常刊登何香凝、宋庆龄、
蔡畅、邓颖超、杨之华等国共两党妇女运动领袖的重要文章，指导妇女运动的开
展。13她还常与时任广东省妇女部秘书的邓颖超商讨，解决刊物的编辑问题。14
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时，何香凝与共产党人一起组织妇女团体，进行慰问
和欢送。1925 年 10 月，第二次东征军出发后，何香凝领导的中央和省妇女部与
广东妇协联合，发动慰劳东征军的活动。在征集大批慰劳品后，她亲自赴惠州前
线，慰问讨伐陈炯明的革命军，又派黎沛华、高恬波等人赴虎门慰问驻扎在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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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四团官兵。15 次年 6 月，何香凝又带领中央妇女部、广东省妇女部、广东
妇协等各界妇女团体，两次到黄沙车站欢送北伐军，
“致欢送词，并致送纪念旗”，
勉励将士英勇杀敌。当时，黎沛华不仅作为秘书陪伴在她身边，还以校长的身份
代表广州市立第五女子高等小学欢送北伐军。16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中央妇女部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在如火如荼的革命中
心，黎沛华成为何香凝开展妇女运动最为信赖和倚重秘书。
武汉时期的中央妇女部设在汉口华商街华商总会的三楼，仅占有一间大房和
利用走廊修成的一间小房，不仅没有部长办公室，连部长专用的办公桌也没有。
17

但相对于简陋的办公场所，中央妇女部的组织机构却比广东时期扩大了许多，

共有 20 多人，其中 9 人为共产党员。部长下设一等干事 6 人、二等干事 3 人、
三等干事 4 人、助理干事 6 人，此外还有一名录事、一名工友。黎沛华与邓颖超、
蔡畅、刘清扬等为一等干事，但她又被任命为妇女部的秘书。18妇女部的工作十
分繁杂，“要支持北伐，慰问前方将士和救护伤员，另外还要组织妇女，搞宣传
工作，深入群众摸情况，作调查，等等”。每位干事都承担了繁重的任务，每天
向秘书或部长汇报工作情况。19
何香凝在赴武汉途径南昌时因风寒引发肺炎，此时虽已痊愈但身体仍十分虚
弱。因此，她不常到妇女部办公，而是每天多次听取秘书黎沛华的汇报，了解工
作情况，并作出指示。她还委托黎沛华主持召开部务会议，有时也与会听取各项
工作汇报，讨论解决问题。20当时，何香凝的住所关公馆也在华商街，离妇女部
很近。每天数次往返于关公馆和妇女部的黎沛华，除了向何香凝请示汇报，组织
协调妇女部各项工作，筹划各类活动等工作外，也经常陪同何香凝出席活动和会
议。另外，她与刘蘅静（一等干事）还担任记录和整理何香凝口述文稿的任务，
并帮助她写复一些私人信件。后来因黎、刘两人都增加几项新的重点任务，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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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晶清（三等干事）去学习记录整理何香凝的口述文稿，帮助写复不重要的私人
信件。21
在革命运动蓬勃高涨的武汉，何香凝与宋庆龄在推动妇女运动方面有了更多
的联手。她们携手出席各类会议和活动，共同策划战时慰问和救护。作为秘书，
黎沛华在陪同何香凝出席各类活动时，还承担相关的准备工作。1927 年 5 月 7
日，何香凝与宋庆龄、孙科夫人陈淑英等招待欢迎国际妇女代表，欢迎会定在中
央妇女部召开。黎沛华具体操办了此次欢迎会，她还随何香凝之后发表讲话，陈
述中国妇女愿与国际妇女携手共进的愿望。22
为了支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战争，救护北伐军受伤官兵，宋庆
龄与何香凝等发起组织“北伐伤兵救护会”。5 月 27 日的成立大会上，宋庆龄被
推选为委员长，何香凝、邓演达夫人、陈璧君等被推选为常务委员。接着，中央
妇女部在宋庆龄的倡议下筹办了妇女救护班，培训救护人员，一批随军出发到前
线服务，一批留在后方，分配在各医院协助救护伤兵。救护班由宋庆龄主持，何
香凝特派黎沛华、刘蘅静、刘天素等去负责实际工作。23何香凝还经常在黎沛华
的陪同下，前往北伐伤兵救护会设在武汉甲站、丁站、贡园的三个临时后方医院，
视察救护工作、慰劳伤病员。24
正当国民革命轰轰烈烈之时，武汉形势却已经出现了逆转。7 月 14 日，汪
精卫召开“分共”会议，遭到国民党左派的反对。宋庆龄拒绝参加会议，她发表
《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3 天后秘密离开汉口回上海。
何香凝也“愤而离开妇女部”，黎沛华“随同离去”。25不久，何香凝到庐山小住。
然而，庐山亦非清静之地，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很快，传来妇女部的黎沛华、
陆晶清、伍夏理、刘天素作为“准共分子”被列上了黑名单。何香凝立即致函国
民党组织部：我是妇女部长，若认为妇女部的人员都是“共党”和“准共”，我
是她们的头头，有事找我，不要为难她们，26又电告谓：黎沛华、莫国康、陆娜
君（即陆晶清）、刘天素 4 人非共产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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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陆晶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
，载《团结报》1984 年 1 月 21 日，第 3 版。
24
刘天素：《良师、慈母——回忆在何香凝先生身边的日子》，载《回忆与怀念——纪念革命老人何香凝逝
世十周年》
，第 172—188 页。
25
见黎沛华 1968 年 11 月 6 日自书简历。
26
陆晶清：
《在何香凝先生身边》，载《回忆与怀念——纪念革命老人何香凝逝世十周年》，第 201—221 页。
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21
22

二
1927 年 9 月，何香凝离开庐山到上海，入住一品香旅馆（位于今西藏中路
汉口路），又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租得两间房，作为到上海投奔她的妇女部人员
的宿舍。当时，黎沛华与刘蘅静等妇女部人员一直跟随在她的身边。不久，何香
凝偕黎沛华等人南下广州，营救清党时被捕人员和办理仲恺农工学校事务。28
11 月，回到上海的何香凝先是住在辣斐坊（现改称复兴坊，位于复兴中路
553 弄）的一栋三层楼房，后迁至名曰“海庐”的寓所。由于心情郁积烦闷，又
心脏病复发，她应好友经亨颐之邀，于 1928 年夏到浙江上虞白马湖休养，一个
多月后又邀柳亚子前来相聚，一起吟诗作画。年底，她发表声明，毅然辞去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等一切职务，表示与南京国民党政权决绝。此时，黎沛华与爱人
黄祖培已在南京安了家。1928 年春夏，她在何香凝介绍下，先后任南京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军医监理委员会宣传股主任，管理伤兵医院，约三个月；任南京市
妇女协会秘书，约两个月。29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何香凝以读书、作诗、绘画为日事，也与定居南京的黎
沛华书信往来不断，还通过黎与妇女部的一些人员保持经常的联系。1929 年 6
月 1 日，何香凝由上海赴南京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第二天去黎沛华家看望并
住宿一晚。次日，她又偕黎沛华等人去镇江、扬州游览两天，借以消愁解闷，之
后返回上海寓所。30
9 月 18 日，何香凝携带自己和其他名人的字画 300 余幅，赴南洋各国举办
书画展览会，为仲恺农工学校卖画筹款。黎沛华、黄佩兰以秘书身份相随，同行
的还有张发奎夫人刘景荣、甘乃光夫人陈杏容。何香凝一行来到菲律宾马尼拉，
受到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她们首先在马尼拉华侨青年会举办展览，
卖画筹款。何香凝的画“以狮、虎、梅、松为多。狮表国魂，虎表勇敢，梅表淸
高，松表坚毅，皆勃勃有生气”，参观者极为欣赏。31 但卖画筹款“一度为 CC
匪徒和特务分子”以“帮助共产党为词，进行攻击破坏”，成绩不佳。故在筹得
卖画款 5、6 万元时，何香凝即请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邝某将款汇回广州仲恺农
年版，第 1329 页。
28
陆晶清：
《在何香凝先生身边》，载《回忆与怀念——纪念革命老人何香凝逝世十周年》，第 201—221 页。
29
见黎沛华 1960 年后自书经历。
30
廖梦醒：
《何香凝大事纪年》未刊稿，转引自尚明轩著：
《何香凝传》，北京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0 页。
31
《申报》1929 年 10 月 19、20 日，第 21 版。

工学校，以应该校经费之急需。32菲律宾书画展览会结束后，何香凝与黎沛华等
前往菲律宾的著名风景区碧瑶游览，接着赴新加坡筹款。

1929 年，黎沛华（二排左一）随何香凝赴菲律宾时与当地华侨合影。

不久，黎沛华、黄佩兰离开新加坡回国，何香凝与刘景荣、陈杏容则乘船赴
法国。33在法国巴黎，何香凝深居简出，日以绘画、读书自遣。1930 年，她专程
到德国柏林小住，看望留居在那里的宋庆龄。

尚明轩、余炎光编：
《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0 页；
《何香凝谈话录》
（1962 年 8
月 30 日—9 月 5 日），未刊稿，转引自尚明轩：
《何香凝传》，第 202 页。
33
见黎沛华 1968 年 11 月 6 日自书经历。
32

何香凝赠黎沛华《松菊犹存图》。书画表露心迹，何香凝常将自己的书画赠予身边人员。
她赠黎沛华的书画作品，题款往往为“沛华同志”。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时在巴黎的何香凝闻听“悲愤填膺”，决定尽快回
国“做救国工作”。她写信给黎沛华，请她去上海“准备住宅”。3411 月 28 日，
何香凝乘坐法国邮轮抵达上海，她不顾旅途劳顿，在黎沛华的陪同下立即驱车前
往莫里爱路与宋庆龄会晤，两人就抗日事业畅谈甚久。35之后，何香凝便入住黎
沛华为她代租的新居。为追随何香凝参加反日救伤工作，黎沛华随之在上海定居。
很快，何香凝发起组织“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将“积存时贤墨宝，并香
凝个人历年所作画件”，及所征得各地名流作品进行义卖，
“悉数变价出售，即以
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3612 月 6 日，她在华安大厦召开书画展览会
筹备会，会议推定包括她和黎沛华在内的 18 人为常务委员。常务委员又多次召

见黎沛华 1968 年 11 月 6 日自书经历。
《申报》1931 年 11 月 29 日，第 13 版。
36
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
（下），第 120 页。
34
35

集会议，商酌销券及募集书画事宜。37何香凝登高一呼，立即得到了上海、北平、
广州、南京等地书画界的积极响应，仅一周时间便征得书画 1500 余件，何香凝、
陈铭枢、柳亚子、叶恭绰、王一亭、王晓籁等还认购捐款达 1 万余元。38华侨巨
商胡文虎也就此书画义展义卖，表示捐献飞机２架，以为助何香凝办理抗日救护
之用。3912 月 28—31 日，
“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大厦
（今西藏中路 480 号）开幕。展览不收取门票，出售的展览券分为 30 元、2 元、
1 元 3 种，参观时可选购书画。40书画展览会取得了很大成功，
“售券及卖画共收
款两万两千余元，除去开支一千八百余元及捐助马占山将军等抗日各团体救伤药
费一千三百余元外，尚存一万八千八百六十五元有零”。41

1931 年，何香凝为义卖作画，支援抗日战争。

展览会结束后，何香凝于 1932 年 1 月 21 日召集会议，提议将“现存经费拟
以三分之一办国难妇女救护训练班，分甲、乙两级，甲级六个月毕业，乙级三个
月毕业，每级招生四十人，即日开始报名，二月二十二日可以开班训练。另三分
之一，留备救护训练班将来出发时医药费用。又三分之一，则剖分为二，一半捐
助抗日各团体救伤医药费，一半留备经济绝交时，援助罢工之用”。会议推定国
难妇女救护训练班董事 10 人，何香凝担任主席董事，黎沛华担任主任。又选出
黎沛华等 6 人为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经理委员会委员，何香凝被选为委员长。42
《申报》1931 年 12 月 7 日，第 10 版。
《申报》1931 年 12 月 20 日，第 20 版。
39
《救济国难书画展消息》，载《申报》1931 年 12 月 27 日，第 15 版。
40
《救济国难书画会开幕》，载《申报》1931 年 12 月 28 日，第 11 版。
41
《何香凝救国画展结束 收款捐助抗日救国活动》
，载《时事新报》1932 年 1 月 22 日，转引自上海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86 页。
42
《何香凝救国画展结束 收款捐助抗日救国活动》
，载《时事新报》1932 年 1 月 22 日，转引自上海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
，第 86 页。
37
38

于是，黎沛华“奉派在展览会及训练班服务”。43
一星期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当夜，何香凝即与宋庆龄联系，商
议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事宜，并通过黎沛华联系有关人员，约定次日到辣斐德路（今
复兴中路）寓所商量办法。次日下午，何香凝召开了有医护人员、慈善团体、工
商界负责人和知名人士参加的会议，共同商议支前、慰劳和救护事宜，决定组织
三个工作组，分头开展赴前线慰劳和救护等任务。44第二天，何香凝偕同宋庆龄
一起，带着两辆满载慰问品、救护用品的卡车到前线阵地慰问十九路军官兵。451
月 31 日，何香凝在新闸路海关监督公署成立了办事处，每天处理前线慰劳、救
护、难民救济、救护训练班等事务。黎沛华负责的“国难妇女救护训练班”有队
员 60 人，被编为红十字会第七救护队，分派在指定战区救护受伤官兵。46
何香凝除了坐镇办事处主持一切事务，也与宋庆龄一起开展救伤、慰问和创
办伤兵医院等工作。她经常派黎沛华、陆晶清等人去莫里爱路向宋庆龄汇报工作，
“请示所作计划、所采措施是否适当可行”，宋庆龄总是很耐心地听取汇报，很
慎重很诚恳地给予指示。47当时，何香凝先后与公时中学校长郭凤鸾（爱国人士
蔡公时遗孀）在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创办红十字会第十一伤兵医院 ，与陈铭
枢夫人朱光珍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创办红十字会国难战士救护会临时伤兵
医院，又协助宋庆龄在交通大学内创办国民伤兵医院。48在那段时间里，黎沛华
协助何香凝开展支前救护工作，也受派跟随宋庆龄开展各项活动。她多次陪同何
香凝、宋庆龄到前线阵地及后方医院和难民收容所慰问视察，并参与创办伤兵医
院。但在伤兵医院服务应是她的主要工作，她在简历中陈述：“宋庆龄先生办了
一所国民伤兵医院（在交通大学）。何先生办了一所伤兵医院（在公时学校内，
校址在现在的巨鹿路）以救护抗敌受伤人员。我随宋、何二位先生在伤兵医院服
务。”49

见黎沛华 1968 年 11 月 6 日自述简历。
陆晶清：
《在何香凝先生身边》，载《回忆与怀念——纪念革命老人何香凝逝世十周年》，第 201—221 页；
尚明轩：
《何香凝传》，第 214 页。
45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 37 辑，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10 页。
46
《申报》1932 年 2 月 2 日，第 4 版。
47
陆晶清：《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文汇报》1981 年 6 月 4 日。
48
《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统计》
，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
民抗日运动史料》
，第 360—363 页。
49
见黎沛华 1968 年 11 月 6 日自书简历。
43
44

1935 年 9 月 1 日，何香凝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廖仲恺灵柩安葬仪式。

由于宋庆龄身边缺乏合适的秘书，何香凝便向她推荐了黎沛华。从 4 月开始，
黎沛华正式担任宋庆龄的秘书，“追随宋庆龄先生做一些工作，如在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工作等”。50虽然专任宋庆龄的秘书，但她与何香凝依然私交甚好。在抗
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宋庆龄开展的一系列救亡活动，何香凝也是当然的组织者、
领导者或参与者。因此，黎沛华与何香凝之间于公于私始终有着密切的交往。1935
年初，国民政府决定为廖仲恺举行国葬，将他的墓由广州迁葬南京中山陵。6 月
18 日，当灵榇运抵南京时，国民党将领、中央军校学生，以及各界代表 5、6 千
人到车站迎接。当时，黎沛华专程到南京，与刘蘅静、黄佩兰、刘天素等原妇女
部的人员一起来到何香凝的身边，向她致意，使抱病南下又护榇到京的何香凝甚
感宽慰。51

黎沛华保留的廖仲恺、何香凝照片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何香凝不顾年老多病，立即展开联络，与宋
50
51

见黎沛华 1960 之后自书经历、1968 年 11 月 6 日自述简历。
原载刘天素：《回忆何香凝先生》
，未刊稿，转引自尚明轩：《何香凝传》
，第 235 页。

庆龄等人共同发起“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7 月 22 日的成立大会上，何香凝被
推选为主席理事，宋庆龄等被推选为理事，黎沛华和胡兰畦担任秘书，该会会务
“分总务、慰劳、救护、征募四组”。52 8 月 4 日，后援会改组为中国妇女慰劳
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分组一仍其旧。在何香凝的领导下，妇慰上海分会开
办伤兵医院，救护伤兵；举办妇女救护训练班，训练救护人才；募捐征集款物，
慰劳抗敌将士；还参加难民的救助教育，开展战时宣传等工作，极大地推动了上
海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作为“专司对内外一切文件函札”53的秘书，黎沛华参与各类文件的起草讨
论和修改定稿，包括后援会的简章、发表的宣言、告妇女书，以及“妇慰上海分
会”的一切文件、文稿、信函等等。除此之外，她还陪同何香凝到各处视察慰问，
协助开展各类活动，做了大量工作。但为人处世十分低调的她对此的陈述十分简
单，她说：
“七七”事变后，
“何先生在上海组织‘上海妇女抗敌后援会’作救护
慰劳及动员妇女抗日的工作。我在该会服务”。54这是黎沛华最后一次在何香凝
领导下的工作经历。
上海沦陷后，何香凝、宋庆龄先后离沪赴港。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
国同盟，宣传中国人民抗战，争取国际援助。何香凝全力支持保盟，呼吁国际友
人和海外华侨支持抗战。黎沛华则随爱人黄祖培赶赴兰溪，1938 年夏任战时儿
童保育会浙江分会常务理事兼经济组长，次年又被推举代理理事长职务，负责浙
江地区战灾儿童的收容教养、创办《浙江妇女》杂志和开办妇女及儿童识字班等
工作。55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从事战后重建工作。何香凝寓居香港，致力
于爱国民主运动。黎沛华“由浙江省临时省会云和县迁回原省会”，定居杭州。56
三
1948 年 11 月，黎沛华应宋庆龄之召到上海定居，57并在上海解放后参与筹
沈兹九：《中国妇女慰劳将士会上海分会略述》，原载《战时联合旬刊》第 1 期，转引自上海市中共党史
学会编：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 1985 年 6 月，第 397—400 页。
53
沈兹九：《中国妇女慰劳将士会上海分会略述》，原载《战时联合旬刊》第 1 期，转引自上海市中共党史
学会编：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第 397—400 页。
54
见黎沛华 1968 年 11 月 6 日自书简历。
55
见黎沛华 1968 年 11 月 6 日自书简历、黎沛华 1960 年后自书经历。
56
见黎沛华 1968 年 11 月 6 日自书简历、黎沛华 1960 年后自书经历。
57
见黎沛华 1968 年 11 月 6 日自书简历；黎沛华外孙女沈瑜对笔者复述其母亲在多种场合的叙述，外婆“当
52

办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同年 12 月，黎沛华担任中国福
利基金会（1950 年 7 月改为中国福利会）秘书，至 1963 年 8 月退休。在此期间，
她主要随宋庆龄往来于京沪寓所做秘书工作。58退休后的黎沛华仍帮助宋庆龄处
理各种事务，直至 1967 年回沪，不再工作。

黎沛华保留的宋庆龄与何香凝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何香凝长期定居北京。虽年已古稀，但精神矍铄，热情不减
当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在女儿廖梦醒的协助下准备撰写自传，便将黎沛华
请去，帮助回忆过去的历史。59黎沛华不仅提供回忆材料，也将自己的简历交廖
梦醒参考。60
生活在南北两个城市，何香凝对黎沛华常书信问候，有时还以书画相赠，书
画上的题款依然是“沛华同志”。年龄相仿的黎沛华和廖梦醒还成了至好的朋友，
她们早年即已相识，曾一起陪同宋庆龄赴东北三省考察，还曾一同陪伴宋庆龄在
北京参观游览。61两位“老友”62同样鱼雁传书，回忆往事，谈论各自家庭，谈
论何香凝的健康状况。

年在即将解放前因宋庆龄的来信邀请才回上海的”
。
58
戴辉：《黎沛华（1899—1972）》
，载《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 年第 1 期，第 18 页。
59
李云：《随宋庆龄走过最后三十年》
，载《炎黄春秋》2002 年第 3 期。
60
在一份 1957 年 2 月 27 日所写简历上，黎沛华特别注明“交廖大姐”
。
61
见黎沛华留存的照片，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藏。
62
廖梦醒在书信中对黎沛华的称呼。

宋庆龄、廖梦醒、黎沛华等在北京公园游湖时留影。

何香凝进入九十高龄后，一直病患不断。回到上海后的黎沛华，一直牵挂着
年事已高的何香凝，经常去信问候。好友廖梦醒知其牵挂，总将母亲情况一一禀
告。1970 年五一前夕，何香凝不慎跌倒，又感染肺炎住院治疗，好在到 10 月出
院时已基本痊愈，精神尚好。廖梦醒高兴地写信告诉好友“母亲自十一出院后，
当日还上了天安门，下来后一回家，精神已日渐恢复。虽然只能卧床不起身，但
在床中看史记，参考，都头头是道，也很关心国家大事，除却不能坐起之外，都
和跌伤前无大异。请舒远念”。63不久，何香凝再次因病住院，数月后病情又突
然恶化。心乱如麻的廖梦醒立即写信给黎沛华：
“医生已通知我们要有精神准备”，
“知你关注，并告诉这个消息。”64一个月后，何香凝还是“一点精神也没有”，
“有时昏昏沉沉地睡”。65但很快就有了起色。看到母亲病情好转，廖梦醒又兴
奋地给黎沛华写信：“昨天去看母亲，居然在看《史记》，母亲的嘴唇比我的红，
面色亦都比我好看。我有此好消息，如何能不马上给你写信呢？我告诉她你问候
她，你的信也送去了医院。”66
黎沛华得到好消息总十分宽慰。实际上，她也已年届古稀，身体本来就弱，
又患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风湿痛等疾病，时常受病痛折磨。此时，何香凝虽
经常病重住院，但也时时记挂着黎沛华。1971 年元旦，她从女儿处收到黎沛华
63
64
65
66

廖梦醒 1970 年 12 月 24 日致黎沛华函，黎沛华后人藏。
廖梦醒 1971 年 9 月 25 日致黎沛华函，黎沛华后人藏。
廖梦醒 1971 年 10 月 26 日致黎沛华函，黎沛华后人藏。
廖梦醒 1971 年 11 月 2 日致黎沛华函，黎沛华后人藏。

的来信，得知她腰腿痛“尚未痊愈”，便立即由女儿代笔写信问候，并寄上 20
元，嘱咐她购买补品增加营养。67作为好友，廖梦醒也同样关心黎沛华的健康，
当得知她需要“益寿宁”治病，又苦于无法买到时，便想方设法托人去广州购买，
得到两瓶寄去，并说“希望你用了对你的病有好处”。68

1971 年元旦，何香凝致黎沛华函。

黎沛华十分感激她们的关爱，经常写信问候，每年春节前夕总要寄上贺卡和
年历，送去祝福。进入 1972 年，黎沛华血压一直很高，身体甚是不好。春节前
夕，她像往年一样给何香凝、宋庆龄和廖梦醒写信寄贺卡。此时，住在北京医院
的何香凝病情又出现了一次反复，但稍好些便想着给黎沛华写信，得悉她身体不
好，即让女儿代笔，嘱咐她好好休息，并给她寄去一笔钱。69
3 月 19 日，黎沛华突发脑溢血被送入华山医院，由于未得到及时救治，不
幸于 3 月 22 日逝世。好友的突然离世，令宋庆龄和廖梦醒甚为悲痛。鉴于何香
凝病情严重又一直记挂着黎沛华，宋庆龄特别嘱咐廖梦醒，不要将此消息告诉其
母亲，怕她难受影响身体。7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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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香凝 1971 年元旦致黎沛华函，黎沛华后人藏。
廖梦醒 1971 年 4 月 13 日致黎沛华函，黎沛华后人藏。
见宋庆龄 1972 年 3 月 15 日致黎沛华函，黎沛华后人藏。
廖梦醒 1972 年 3 月 26 日致黄小丽、沈志正函，黎沛华后人藏。

3 月 27 日，黎沛华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宋庆龄、廖梦醒、廖承
志送了花圈和鲜花。此前，廖梦醒特致电中福会：
“妈妈年事已高，不告诉她了，
请代送花圈，以示哀悼。”71
何香凝和宋庆龄一样，是黎沛华生命中最重要的领导和朋友。在相知相交数
十年中，黎沛华一直尊称何香凝为“何先生”，并将她视为自己可敬的长辈和引
路人，直至晚年，仍一如当年“受到她的教导”。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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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辉：《黎沛华（1899—1972）》
，载《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 年第 1 期，第 18 页。
见黎沛华 1960 年 3 月 7 日干部履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