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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加入和脱离中共内幕
——
— 李登辉入党介绍人吴克泰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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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台湾大选前后，海外及港台媒体

舍。李登辉与刘茂本是同学，
常来宿舍聊天。那

披露了一则令人震惊的秘闻——
— 有 “ 台独教

时候吴克泰与李登辉只是认识，没有更深的交

父 ”之称的李登辉曾是中共党员！随着台湾政

往。李登辉个子很高，
有一米八几，
这给吴克泰

局的风云变幻，这段秘闻又时不时地被台湾及

留下了较深印象。后来李登辉考入日本京都帝

香港媒体炒热。吴克泰先生作为李登辉加入中

国大学农经系，离开了台湾。吴克泰则考入台

共的介绍人，因此成为港台媒体追踪的对象。

北高等学校，只上了一年半，就主动要求去大

笔者曾两次登门拜访吴老。吴老向笔者出示了

陆，
寻找抗日途径。

《联合报 》
《中国时报 》
《紫荆》
台湾
、
和香港
杂志

)’%" 年，吴克泰就读于台大期间，课外开

等媒体的相关报道文章，并详述了这一尘封达

办了一个教普通话的讲习班，地点就设在曾文

半个世纪的史实。

（后为李登辉的夫人 ）
惠
家的楼下。曾家俩姐妹

吴克泰原名詹世平，)’#, 年 # 月 ), 日出

也常下楼听课。一天，
吴克泰正在给学员讲课，

生于台湾宜兰县三星乡阿里史村 （现拱照村 ）

发现一位高个子进来了。高个子朝他微笑着点

一户佃农家庭。他少时家境贫困，
勤奋好学，
是

了点头就上了楼梯。原来是李登辉从日本回来

台湾著名的台北二中和台北高等学校品学兼

了。吴克泰给学员上完课就上楼去找李登辉叙

优的高材生，因而在学生中有广泛影响。这为

旧。李登辉去日本正是二战后期，日本军国主

他日后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奠定了基础。

“志愿兵”
“志愿兵 ”
义强迫学生去当
。校方给当

)’%" 年 + 月，吴克泰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学生一张“假毕业证 ”
，承诺打完仗后可换正

随后回台湾就读于台湾大学，在中共台湾省工

式毕业证。日本战败，
校方的承诺无法兑现，
李

委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台湾媒体称他是

登辉没有完成学业就提前回到了台湾。不久，

“传奇式的人物 ”
，原因有三：一是领导了台湾

李登辉也进台大读书。他本来比吴克泰高两

学运史上规模空前的 “一·九”学生运动（即

届，这回成了同级的同学。二人交往开始密切

台湾学生抗议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

起来，很快就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吴克泰印

的大游行 ）
；二是成为最先报道“二二八”事变

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李登辉说他有一个小小的

的新闻记者；
三是介绍李登辉加入了中共。

烦恼。李登辉的父亲与曾文惠的父亲曾在日据

吴克泰与李登辉相识是在 )’%+ 年。当时，

时期当警察，是非常要好的同事，因此李家与

吴克泰是台北二中的学生，李登辉是台北高等

曾家是世交。曾家有两个女儿，曾父对李登辉

学校的学生。吴克泰与刘茂本兄弟同租一间宿

很赏识，想让他当女婿，两个女儿任他挑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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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而让李登辉烦恼的是不知挑选哪一个好。

吴克泰在“一·九 ”学运中的出色表现受

李登辉在台北读书就住在曾家四层的一间小

到中共台湾省工委的表扬，被任命为新成立的

屋里。当然，
二人谈论更多的还是时事，
观点相

台北市学委会书记。同时，他又是台湾新闻界

近，很是投机。李登辉当时的政治观点显然倾

异常活跃的人物。中共台湾省工委还成立了一

向于社会主义，他将从日本带回的几本马列主

个三人“新闻小组 ”
，吴克泰是其中一员。 ’&#%

义书籍推荐给吴克泰看。李登辉对列宁的《组

年 ! 月 !% 日晚，吴克泰和他在《中外日报 》的

织论 》一书特别推崇，那是写地下党的组织原

同事周青亲眼目睹了台湾民众包围警察局，要

则的。有意思的是这年暑假，
吴、
李二人都在学

“严惩 ”
“凶手 ”
求
以缉私为名滥杀无辜的
。这是

《资本论》
习马列主义经典
。吴克泰在台北一家

“二二八 ”
著名的
事件的导火索。吴、
周二人连

咖啡馆里与两位同学一起学习德文版的《资本

夜赶往报社赶写新闻稿，社长拒绝刊登溜之大

论》
，由于吴不懂德文，只好由同学念给他听，

吉。在闻讯而来的印刷工人和一位外省藉排版

加上《资本论 》太深奥，因而进展较慢，暑假结

编辑的支持下，吴、周的新闻稿当晚排版印刷，

束时没有读多少。李登辉声称回乡下老家将一

于次日清晨出现在台北市面，并很快发向台湾

《资本论》
部袖珍本的日文版
通读了一遍，
收获

“二二八 ”
各地。这是最先详尽客观报道
事件的

不小。

新闻稿。!( 日，
台湾人民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

吴克泰除了在学校秘密从事学生运动之

强烈不满终于如火山喷发了，随后是反动军警

外，
还兼做新闻记者，
在台北社会很活跃。这年

的血腥镇压。吴克泰被通缉，
被迫离开台湾，
到

& 月，他向中共地下党组织汇报了李登辉的情

上海台湾同乡会任总干事。

况，
想发展李登辉入党。党组织批准后，
他正式

吴克泰回忆，由于“二二八 ”是突发事件，

向李登辉公开了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并

整个事件中他忙得不亦乐乎，因此他想不起曾

示意要发展李登辉入党。李登辉没有犹豫，很

指示李登辉去做过什么工作。李登辉在这一事

快就按要求写了一份自传，这是当时申请入党

件中的表现，
吴克泰也记不清楚了。

的一种手续。中共台湾省工委组织部长张志忠

’&#% 年 ( 月底，吴克泰奉中共台湾省工

批准了李登辉入党，并要求吴克泰与李登辉保

委的指示秘密返回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当

持单线联系。李登辉每月的党费由吴克泰转交

“组织上决定你从现在起完
面向吴克泰交待：

给党组织。李登辉的地下活动由吴克泰负责。

全脱产（即脱离党外工作，专做党内工作）
，已

吴克泰每周到曾家去见李登辉一次，交流思

经决定任命你为台北市工委委员。市工委书记

想，
算是过组织生活。这年秋天，
李登辉邀请吴

还是廖瑞发，另两位委员是孙古平和郭

琮。

克泰到他三芝乡的老家去作客。那是一个星期

另外，你还担任台北学委会书记，由省工委和

六的黄昏，李登辉到车站迎接吴克泰。李家不

市工委双重领导，实际是省工委领导为主。原

算富裕，大约属中农或富农的样子。李登辉和

来由你单线联系的钟浩东和李登辉仍由你恢

吴克泰一样，也是一家辛苦劳作供一人读书。

复单线联系。李登辉正要求退党，你去同他谈

李登辉的弟弟在家放牛。晚饭时，李家摆了一

一谈，
最好劝他不要退党。 ”

桌丰盛的饭菜盛情款待吴克泰。当晚吴、李二
人畅谈了一个晚上，
几乎通宵未眠。

吴克泰到曾文惠家的楼上找到李登辉，劝
说李登辉不要退党。李登辉执意要退党，说是

’&#% 年的“一·九 ”学生运动，吴克泰是

党内不纯，有些人有野心，但说对吴克泰很尊

主要组织者。中共台湾省工委指示，为了避免

敬，没有意见。吴克泰猜测可能是在他离开台

暴露身份，地下党员一律不参加公开的示威游

湾的这段时期，李登辉与党内同志发生了矛

行，所以吴克泰并没有指示李登辉参加游行。

盾。李登辉还要求为他加入中共的这一事实保

可是李登辉却主动参加了，他走在队伍的最前

密，他也保证保守党的秘密。吴克泰见李登辉

面，
一米八几的个子非常显眼。

无法回心转意，就回去向蔡孝乾汇报。蔡孝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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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批准李登辉退党。吴克泰将党组织的处理

出要在“二二八 ”纪念日组织百万人手牵手从

结果通知了李登辉。双方重申了相互保守秘密

台湾北部摆到南部的造势活动，并歪曲历史，

的君子协定。

“二二八 ”
说
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开端。吴老得知

吴克泰讲述了介绍李登辉入党及李登辉

这一消息后，给有关部门写信，建议召集在大

脱党的经过之后，又道出了一则新的秘闻：原

陆的曾参加过“二二八”起义的人士，举行活

来李登辉在 &’%( 年还有一次入党和脱党的经

动，批驳李登辉等台独分子的谬论。他的这一

历，
事实上李登辉是两入中共、
两脱中共。吴老

建议被上级有关部门采纳了。吴老说，在大陆

说他是近几年才知道这一史实的。

很多人不了解“二二八”
的真相，
很容易上当受

&’%( 年夏天，李登辉参加了一个读书会

骗，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连一些历史学教授也对

“新民主同志会”
性质的
，
是党的外围组织。他

此缺乏常识（根本谈不上研究 ）
，甚至公开发表

第一次退党后，仍参加这一组织的活动。这年

是非不分、颠倒黑白的错误言论。吴老交给笔

“新民主同志会 ”
年底，
的成员要求集体加入中

者一篇未发表过的长文——
— 《台湾“二二八 ”
事

“保守秘密 ”
国共产党。大概李登辉因有
的君子

件真相》
。他的夫人高莲子女士说，
吴老为写这

协定，不好公开反对，也就跟着该会成员集体

“差点累死了 ”
篇长文
。

加入了中共。入党不久，他就向党内上级徐懋

笔者当着吴老的面，粗略浏览了部分章

德提出了退党要求，很快被批准。徐懋德现居

节，认为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

天津，
仍健在。

当即表示要将此文发表在《军事历史 》杂志上，

国民党得知吴克泰返回台北的消息后，加

只是文章太长，
是选载，
还是连载，
要与领导商

紧了追捕行动。吴克泰离开台北，继续在岛内

量。吴老的文章 % 万多字，还附录了不少史

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年 ) 月，
国民党在大

料。笔者用了两个星期，
想将篇幅尽量压缩，
以

陆败局已定，吴克泰奉上级指示离开台湾去参

便能一次刊登，
编完后仍有 ) 万多字。

加在北平举行的全国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临

) 月 ) 日上午，笔者准备将整理好的访谈

行前，蔡孝乾说，估计 ) 个月后就可随解放军

录和编好的文章清样送给吴老过目，请他最后

打回台湾。岂料吴克泰重返故乡之时已隔了近

审定。岂料吴老已于 ) 月 & 日突然病逝。吴老

半个世纪。

“他是因‘二二八 ’去世
的夫人高莲子同志说：

&’’( 年春，曾任两届全国政协常委的吴

的。 ”原来在 # 月 #" 日前，许多媒体记者纷纷

克泰在开完政协大会之后，前往台湾探亲。据

要求采访他。吴老不顾年高体弱，接受了不少

说是李登辉亲自批准的。 #$$$ 年台湾大选期

台湾记者的采访。最后一次，本来约定半个小

间，身为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演出了一幕令

时，吴老却整整讲了一上午，提起“二二八 ”他

世人瞠目结舌的闹剧。他居然背弃本党候选人

“他讲得脸都涨红
有太多的话要说。高夫人说：

连战，
公开和幕后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不久，

了，
当天就住进医院，
后来病情稳定了，
以为没

李登辉公开背叛他曾任主席长达十几年的国

多大事，谁知 ) 月 & 日，心脏衰竭了。他是因

民党，操纵黄主文等台独分子组建了一个新的

‘二二八 ’
（包括新
去世的。”
高夫人说大陆记者

政党——
— “台湾团结联盟”* 台联党 + 。他一再背

华社的）要求采访都没有来得及安排。笔者也

叛自己的组织和政治信仰，甚至背叛自己的民

许是最后一位采访吴老的大陆记者，遗憾的是

族。他与陈水扁等台独死硬分子将台湾一步一

我还有很多问题要向他老人家请教，如 #$$#

步推向与祖国大陆分裂和对抗的危险边缘。吴

年春他在台湾与李登辉见面的详细情况。作为

老说他自己深深热爱台湾的土地和人民，期盼

一名历史研究人员，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中共台

祖国的和平统一，因此，对李登辉的表现非常

湾地下组织的斗争史。笔者抱着深深的遗憾，

失望。当 #$$% 年台湾大选到了白热化的时候，

只能仰望西天那抹绚丽的晚霞，遥祝他老人家

“泛绿 ”
李登辉为了支持陈水扁为首的
阵营，
提

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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