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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黄祖示， 湖南韶山人，1940年7月出生，
1959年6月入党，1959年12月入伍。 1964年
4月全军、全国开展向“廖（初江）、丰（福生）、
黄（祖示）”学习活动，被誉为“学毛著积极分
子”“雷锋式的好战士”。后历任班长、排长、营
教导员、团政委、师政委等。 1990年，任湖南
省军区副政委，1990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9年4月从湖南省军区副政委岗位上卸
任。 中共九大代表，共青团九大特邀代表，第
八届湖南省政协常委。 2009年7月被解放军
总政治部评为 “100位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
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具有重大影响的
先进模范人物”。

� � � �将军对家乡的感情太深了，为
家乡的建设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
操碎了心。从修路栽树，到打井挖
塘，从办学修史，到养牛办厂，只要
对家乡的发展有好处的，老将军出
钱出力，毫不犹豫。在他的影响下，
长湖民风淳朴， 村民安居乐业。要
说长湖的乡贤，黄将军当仁不让。

———长湖村党支部书记周赐元

我快80岁了，是一个老党员，
也是与黄祖示将军从小玩泥巴长
大的。从来没有人像他这么关心家
乡，年纪这么大了还在跑。他扶贫
帮困，敬老爱幼，修党史教育基地，
在长湖营造了一种和谐奉献、互帮
互助的风气，大家信服他。

———长湖村村民汤能先

他对我家的帮助太多了，从父

亲墓地的修整，儿子的参军、工作，
到家中砌新房，都离不开他。儿子
前些年因病做手术，也是他找医生
定方案。 他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但
胜似亲人。

———彭公达烈士养子彭树庄

我家是特困户， 自己有肺气
肿，老婆有残疾，儿子是弱智。这些
年， 多亏了黄老将军的对口扶助，
每月都给钱， 日子才越过越好，前
年还住上了新房。

———长湖村村民彭中桂

黄祖示将军是我爷爷辈的人
了。他为家乡做了许多好事，当地
人都很尊重他。我还记得小时候喝
过黄爷爷免费提供的新鲜牛奶。

———长湖村村民汤希婷
（湖南日报记者杨丹整理）

■众说新乡贤

义举善行满长湖

� � � �长湖村是一片被烈士鲜血染红的热土，是潭湘
宁边区旧址驻地， 也是湘潭游击抗日根据地之一，
先后有彭公达、林蔚、沈一之、周政等13位在湖南革
命战争史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在此从事过革命
活动。2008年12月，长湖被授牌为“湘潭市党史教育
基地”。

汽车转过几道弯，黄祖示将军带着我们拜祭了
彭公达、林蔚烈士墓，参观了位于韶山冲酒厂内和
烈士墓路口处的7块“革命纪念墙”。纪念墙巍峨壮
观， 记载着永义乡的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事迹，
与烈士墓、英烈亭相互呼应补充，组成了一个鲜活
生动、完整系统的党史教育平台。

这个党史教育基地也是黄老一手建设而成的。
对于当初的设想， 他是这样回答的：“在建设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索，怎样建设精
神文明？怎样教育子孙后代牢记历史，传承先辈的
光荣传统？”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 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
用，黄老从2002年开始，历时6年多，从基地的申报、
史料的整理编辑，到石碑的雕刻和安装等一系列工
作，都是他亲力亲为的。纪念墙建好后，长湖村民和
市内许多学校的师生经常来参观悼念，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将军更是这里的“义务讲解员”：“我要用这
些抗日故事，告诉人们尤其是学生不忘先烈，牢记
历史，当好红色接班人。”

他不仅是党史基地“义务讲解员”，还是雷锋精
神“义务讲解员”。身为全国第一批学雷锋标兵，将军
多年来一直担任湖南省雷锋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

中国华夏廉洁协会顾问、 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对雷锋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先后在
省直机关、部队、学校、街道作过上百堂报告，结合反
腐倡廉，宣讲“胸怀天下，大爱无疆”的雷锋精神，为
推动全省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余热。

“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
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
映，极目遐迩，有如图画。”1916年，毛泽东在写给萧
子升的信中曾以自豪的笔调描绘韶山。 时隔整整一
个世纪， 又一位老人也满怀豪情赞美家乡韶山。“我
的家乡美不美”，这是采访途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一
句话。似发问，更似自语。热爱之情，尽在其中。

山美水美，景美人美。目前，长湖村用电、喝水、
修路问题得到解决，家家户户住上了小楼，有的还买
了小汽车，走上了小康之路。在黄祖示将军的榜样带
动下，长湖一定会越来越美。

杨 丹

采访黄祖示少将，一开始闹了
点乌龙。

6月初的一个周末， 我们将采
访意图与他汇报后 ，将军说 ，下周
三我刚好在长湖村要作一场报告，
晚上我就不回长沙，你们周四来长
湖，我等你们。

我们几个记者定好周四早上7
点从长沙出发，直奔韶山长湖。 周
三晚上再次与将军确定采访事宜
时，手机没接通。 但我们还是决定
按原计划行事。 哪知第二天一早，
将军回话了：“抱歉抱歉，我昨天有
事回长沙了。 ”我们一听愣住了，那
今天的采访岂不是泡了汤？ 想想毕
竟是76岁的老人啦，事儿一多将约
定忘了也属正常。 我们虽略感遗憾
但表示理解。 正准备打算转身返回
长沙，改日另约 ，不想将军用不容
置疑的口气发话了：“你们等着我，
我马上出发。 咱们在韶山的高速出
口处会合。 ”

将军说到做到、雷厉风行的脾
性，让记者有了深刻体会。

两天时间内，两次在长沙和长
湖之间长途奔劳，他并不是为了自
己。 他很高兴有后辈去瞻仰革命先
烈，去了解长湖的历史 ，感受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面貌。 他愿意当个领
路人。 他一再说：“我老了，不需要
再作宣传。 少写我，多写长湖。 ”确
实， 这个老人一生所获荣誉无数，
青年时期即家喻户晓，晚年的他真
的不需要再博虚名。

修路打井 、扶贫帮困 、养牛酿
酒、建党史教育基地……放弃在省
城含饴弄孙的舒适和乐趣，戎马一
生的老将军退休后如此折腾，究竟
是为了什么 ？ 无数人问过这个问

题。 我心中也同样充满疑问。
在将军给彭公达、林蔚烈士墓

肃穆鞠躬的身影中，在与乡亲彭树
庄和彭中桂的握手中 ，在 “我的家
乡很美吧”的深情发问中，在“永远
跟党走”的坚定告白中 ，我渐渐触
摸到了那个答案的轮廓。

这是一个从骨子里渗透着信
仰的共产党人。 他的一生都与国家
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 他始终将
责任扛在肩上， 牢记党的宗旨，将
人民挂在心间。 这位“毛主席的好
战士”，在他的晚年，以自己特有的
方式延续着人生的激情与梦想，用
浪漫和执著书写后半部大写的人
生。

作为一名行者，他在自己的梦
想中穿行。 其实，不是没有艰辛、酸
涩与疲惫 ，不是没有非议 、流言与
不理解。 但他还是挥挥手，义无反
顾地继续前行。

为了节约时间，在下午返回长
沙时， 将军提出坐我们的采访车，
这样便于进一步交流。 从早上直到
下午， 我们一行未有片刻休息，加
上阳光正烈 ，车行摇摆之中 ，更让
人心生倦意。 连同行20多岁的摄影
记者都有点扛不住，靠在坐椅上眯
起了双眼 。 可将军却始终神采奕
奕、激情四射。 哪来这么好的精神
头？ 我感受到，除了早年在军营历
练打下了良好的身体底子外，支撑
他的，是一股“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的理想主义豪情。 这股豪情气冲霄
汉，经久不息，让他不畏艰难，不知
疲倦。

在满天的晚霞辉映下，我们和
将军在街头挥手作别。 他的白发在
风中有一丝凌乱，但他的腰板依然
挺直。 目送他穿过喧闹的人流，心
中除了敬佩，还有深深的祝福。

■采访手札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黄祖示：

将军解甲不下鞍
湖南日报记者 杨丹 曹辉

如果要用一个最简洁的词来形容黄祖示
少将，最恰当的莫过于“传奇”二字。

他5岁给地下党放哨，16岁当生产队长，19
岁入伍，25岁成为“学毛著积极分子”，40岁参
加自卫反击战， 住过猫耳洞，50多岁在湖南抗
洪，被喻为“追着洪水走的将军”……轰轰烈烈
过，也风风雨雨过。他的一生，与共和国的大事
紧密相系。

甲已解，鞍未下。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黄
祖示又回到故乡续写“传奇”。修路、种树、打井、
挖塘、帮困、养牛、酿酒、办党史教育基地，他每
样都干得有滋有味，忙得不亦乐乎，也赢得了村
民的一致称赞：“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村
民，没有一点架子，做了许多好事实事。”

他是一名战士，是一名将军；他亦是个普
通的村民，是四邻八舍心中公认的“乡贤”。

初夏的一天， 我们驱车前往将军的家
乡———韶山市永义乡长湖村，现场感受他造福
家乡百姓的事迹。

� � � � 将军弱冠盛名，青年时期，就以其忠诚和
献身精神成为军中模范。

1957年修韶山水库，17岁的黄祖示被推选
为工地民兵营长。 他带领广大青年日夜奋战，
只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把水库修好了。由于
表现突出，1959年12月,他应征入伍,当上了一
名防化兵，曾深入原子弹爆炸中心出色完成辐
射侦察任务。

“我当兵的历史，就是读毛主席著作的历
史。毛主席的思想已渗透到我的血液中。”入伍
后4年内，黄祖示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毛泽东
选集》1-4卷，写下了13本近30万字的笔记。从
1964年4月开始，中央军委、中宣部、全国总工
会、共青团中央相继发出通知，号召在全军、全
国开展向“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
习的活动。当时20岁出头的黄祖示在全国家喻
户晓，“学毛著积极分子”“雷锋式的好战士”等
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印有他头像的连环画封面
至今仍能在网上查到。

“1964年我到北京军事科学院礼堂作报
告。 院长叶剑英元帅对满座的军事专家说，平
时都是你们给别人上课，今天我特地请了个战
士当老师，给大家上课。就餐时叶帅把我拉到
身边坐下，不时给我碗里夹菜。同年五一劳动
节,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等亲切接见了
我。毛主席还知道我来自他的家乡。”黄祖示自
豪地说。

之后，无论是从连队到机关，还是从内地
到边疆，抑或从战士到将军，岗位变了，职务变
了，但他始终没有丢掉战士本色。在大西南戍
边8年，他蹲猫耳洞、住草棚、吃咸菜，誓死坚守
国门，年年与战士在一线共度春节。

从1990年到1999年，黄祖示在湖南省军区
任副政委9年间，有5年的汛期是在抗洪第一线
度过，被誉为“追着洪水走的将军”。1998年夏
天，正在北京住院准备做心脏搭桥手术的黄祖
示从广播里听到湖南又遭严重洪灾，不顾医生
劝阻，连夜赶回长沙组织抗洪抢险。

2009年7月， 黄祖示被解放军总政治部评
为“100位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
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 � � �已过古稀之年的黄祖示将军，精神矍铄，身板
硬朗，军人威仪犹在，但华发满头。乡亲们说：“黄将
军的头发是为家乡人民而白的。”

从韶山下高速后，只20来分钟，就到了长湖。
这里离毛主席故居不到10公里。

平整干净的水泥路，几方鱼塘，几畦菜地，一幢
幢新修的小楼掩映在茂林修竹中。 随着汽车的缓缓
行驶， 陪同的村干部告诉我们：“脚下这条水泥路是
黄老募资修建的，原先是黄泥巴路。这边是黄老募资
修建的长湖小学、村委会。”“看，这口井是黄老请人
打的，这条高压线也是他请人架的……”

指着路边的一栋白色小楼，黄老叫司机停车：
“这就是我的老家。”只见门口挂着一副对联：敬天
敬地敬父敬母敬乡谊，爱国爱党爱军爱家爱人民。
这副对联是黄祖示撰写的， 也正是他人生的真实
写照。早年，疆场征战报效国家；暮年，帮困创业反
哺故乡。“他为村里做的好事太多了， 不止是修学
校修路，打井栽树，他还养牛酿酒，真正是呕心沥
血，不遗余力。”一个过路的张娭毑和黄老打个招
呼后，热情地给我们介绍。

为什么养牛酿酒？ 黄老说：“我不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用自身实践探索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新路
子。”他用筹措来的近百万元资金，承包了家乡300
多亩荒地，建起了水奶牛科技示范养殖基地。2004
年农历小年这一天，这位“养牛将军”将第一批价值
近50万元的50头良种水奶牛，无偿赠送给长湖村乡
亲。他说：“有好牛大家同养，有甜头大家同尝。”

村民周建新第一个领到了编号为01号的水奶
牛。忆及往事，他依然不胜感动：“牛有577公斤重咧，
肚子里还怀着一头小牛犊。”

他还四处“化缘”，带着仅有的几个人劈出一条
山路，挖掉两座荒山，建起了1万多平方米的花园式

酒厂，酿造出“韶山冲一号”等系列名酒。
由于气候的原因，奶牛基地最后关闭了，但酒厂

目前运转正常，解决了30多个人的就业问题。
反哺韶山，反哺老区，需要虔诚而又恒久的诚心

和耐心。当我们问将军这些项目干得怎样时，他实事
求是地说：“干得很辛苦， 干得很起劲， 干得很有希
望。一代人搞不好，二代人上。不断努力，发扬愚公移
山的精神，坚定不移，农村落后的面貌一定会改变。”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卫国何曾惜血汗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造福桑梓愚公志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红色精神永相传

� � � � 韶山市永义乡长湖
村党史教育基地宣传长
廊， 黄祖示将军经常在
这里当“义务讲解员”，
为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
讲解发生在永义的抗日
故事。 这个山沟沟里的
教育基地已成为红色文
化代代传承的基层“堡
垒”。

� � � � 韶山市永义乡长湖村美义亭，里面举办有永义
乡国防教育展。

� � � �黄祖示将军近照。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