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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通讯员 李飞

4月3日，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六
塔山上，大片野樱花争相怒放，如霞
似雾。在通往六塔山“山河圆”烈士陵
园那条海拔1200多米的山道上，前来
祭奠全国扶贫楷模王新法的社会各
界人士络绎不绝。

王新法相濡以沫的妻子孙景华
来了，他生前十分疼爱的女儿王婷来
了，曾与他朝夕相处的乡亲们、一起
奋战的战友们来了，许多与他素不相
识的社会各界人士也来了。

这天，记者登上六塔山，看到王
新法墓碑前鲜花堆积如山，当中薛家
村的乡亲们用松枝和野花编成的花

篮格外显眼。
在祭奠的人群中，有一个叫曾德

平的村民与众不同， 他没有带鲜花，
而是提着一壶开水，带着贴有“名誉
村长” 茶叶商标的杯子和当天采摘、
炒制的“清明茶”来了。在王新法墓碑
前，他泡上一杯新茶，眼里噙满泪水，
说：“新法大哥，多亏你帮助，乡亲们
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一起试种的生
态有机茶园又丰收了。今天我赶制了
新茶，给你尝尝鲜。”曾德平把茶水洒
在墓碑前，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蹲在一旁的王婷抽泣着说：“爸
爸，您看看今天的薛家村吧。您累倒时
还惦记着的第7座桥就要完工了，从省
道到‘山河圆’的10公里新法大道已修
4公里，由薛家村小学改建的纪念您的
展馆也开放了， 村里又落户了岩蛙养
殖基地、 光伏发电项目……您虽然走

了，但薛家村人没有忘记您。您的外孙
女也长大了，越来越可爱……”

王新法生前曾借住薛家村简发
成家。清明节前这段时间，简发成每
天来到墓前陪他唠嗑：“新法大哥，你
走后，乡亲们想你啊！”

这天，在薛家村刚落成的王新法
同志先进事迹展馆前坪， 还举行了
“常德市干部教育培训党性教育基
地”授牌仪式。

走进展馆，展出的一件件物品、一
幅幅照片， 讲解员讲述的一个个真实
故事，令在场的人感动落泪。常德市委
党校学员管理中心主任崔晓伟擦了擦
眼泪说：“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王新法同
志的坚定信仰、为民情怀和实干精神。
市委党校已把薛家村列为处干班现场
教学基地。”

此前， 常德军分区司令员李辉
忠、政委董亮带领官兵和民兵，专程
登上六塔山，祭奠王新法，并在王新
法事迹展馆举办了主题党日活动。石
门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夏永新也
来到王新法墓前，为部里20多名党员
干部上了一堂党课。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黎治国

4月4日，位于桑植县洪家关白族
乡的桑植烈士陵园， 气氛庄严肃穆。
一批批市民、 学生自发来到这里，凭
吊长眠在此的240位革命烈士。

“敬礼！”人群中，7位身着旧式军
装的白发老人，缓缓举起右手，军礼
整齐划一。他们都是住在洪家关光荣
院的革命老人。

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桑植
是一片英雄的土地， 前后有5万热血
儿女背井离乡，将自己的命运与风雨
中的祖国紧紧相连。洪家关是贺龙元
帅的故乡，这里爆发过著名的桑植起
义，经历过解放战争、湘西剿匪等战
争洗礼。

“这些烈士中，有我们的长辈、乡
亲，也有来自五湖四海，不曾谋面的

战友。”88岁的谭泽然说，他是在革命
前辈感召下参军入伍的，参加了抗美
援朝战争。 回忆过去血与火的场面，
他记忆犹新：“相对于这些烈士，我们
是幸运的， 享受到了今天的幸福生
活。”

谭泽然还用朝鲜语和汉语，为烈
士们唱起了秧歌调：“正月里来是嘛
新年啊，村里村外锣鼓喧天啊，小佳
人房中巧打扮啊……”

循着歌声，扫墓的人群逐渐围拢
到老人们身边。

“‘富强’二字，是一辈辈奋斗出
来的。”应大家要求，退伍军人梅祥海
讲起了贺锦斋烈士的故事，讲到动情
之处，不禁老泪纵横。贺锦斋是湘鄂
边革命武装创建人之一，1928年9月，
为掩护贺龙主力部队突围， 壮烈牺
牲，年仅27岁。

“向烈士致敬，向老人们致敬！”
贺龙中学学生谷小雨听完故事，感动
不已。她说，继承先烈遗志，为祖国强
大努力奋斗，是新时代青年的历史使
命，要用革命精神锤炼自己，争取为
建设强大祖国多作贡献。

洪家关光荣院院长贺小英告诉
记者，每年清明是院里最为庄重的节
日，老人们会早早起床，穿上军装，精
心打扮，为烈士祭扫。虽然革命老人
走了一批又一批，但这个传统从未间
断。

一阵风吹来， 老人们矗立风中，
身形不乱，仍显伟岸。

“只要能走动，就一定要来陵园
扫墓。”一位老人表示，自己不入土，
就要为烈士们多敬一次礼，也为革命
精神传承多尽一份力，“壮志在心中，
精神永留存。”

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张和生 陈伟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

4月3日， 在一向宁静的炎陵烈士
陵园， 当地参加清明纪念革命先烈活
动的数百名党员， 站在庄严肃穆的烈
士纪念碑前，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

当天，炎陵县共有1000余名社会
各界人士来到炎陵县烈士陵园，参加
“我们的节日·清明———缅怀革命先
烈、传承革命精神”群众性纪念活动。

炎陵烈士陵园建于1978年，为省
级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由烈士
纪念碑、英烈墙、英烈雕塑园、烈士纪

念馆、烈士墓区等组成。烈士纪念碑
高19.28米， 寓指1928年毛泽东亲自
指挥工农红军进行的接龙桥战役。碑
的正面朝向井冈山，镌刻着“酃县革
命烈士纪念碑”9个大字。

炎陵县（原酃县）是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进行了一
系列首创性革命实践，境内现存毛泽
东第一次连队建党（水口镇叶家祠）、
朱毛第一次会面（十都镇万寿宫）等
红色遗迹，建有全国唯一的红军标语
博物馆。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先后有3
万多炎陵优秀儿女为革命英勇献身。

又是一年清明到。在这个特殊的
时节，炎陵人民特别怀念那些为革命

牺牲的先烈们。烈士纪念碑前，人们
低头默哀3分钟，奏响雄壮的国歌，党
员们重温入党誓词……

烈士陵园里，安葬着几十位烈士
的遗骨。瞻仰完烈士纪念碑，人们手
持菊花， 缓缓走到每一个烈士墓前，
伫立、默哀、鞠躬，然后把一束束菊花
放在墓碑上。

组织这次活动的炎陵县委宣传部
负责人告诉记者，缅怀革命先烈、传承
红色基因，是组织此次活动的主旨。之
所以在活动中安排重温入党誓词，就
是要激励大家立志学习英烈， 继承先
烈遗志， 坚定崇高信念， 树立远大理
想，践行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刘慧云）今天，衡阳市公安消防支队官兵
走进衡阳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祭奠消防英烈
活动，深切缅怀张晓成等20名“11·3”革命烈
士，及“爱民模范”宋文博。

青山肃穆，铭记历史；松柏凝翠，默寄
哀思。上午8时许，公祭活动正式开始。礼
仪兵在庄严肃穆的哀乐声中向“11·3”烈
士纪念碑敬献花圈。支队政治委员刘兴强
代表全体官兵上前整理花篮缎带，整理完
毕，全体人员肃立，脱帽，向“11·3”革命烈
士纪念碑三鞠躬，默哀一分钟……春风轻
拂，青山无语，浩气长存！默哀完毕后，全

体官兵一一走到20名“11·3”革命烈士
和宋文博烈士墓前， 献上鲜花， 洒下醇
酒，表达对烈士的敬仰、哀思之情。祭奠
仪式结束后， 官兵们来到衡阳市革命烈
士陈列馆参观了“11·3” 烈士遗物陈列
区。

官兵们表示，一定要发扬英烈精神，继
承先烈遗志，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拼搏、甘
于奉献，为建设和谐社会、造福驻地人民作
出更大的贡献。

当天， 社会各界群众也走进衡阳革命
烈士陵园，来到“11·3”烈士纪念碑前瞻仰
纪念，深切追思，祭奠消防英烈。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唐世日 蒋思家)4月3日， 清明将至，
开国中将韩伟之子韩京京、 少将吴烈之女
吴时建、 少将黄鹄显之女黄玲等人来到江
华、道县等地，寻访长征时中央红军34师
师长陈树湘等烈士战斗遗址和烈士安葬
地，祭拜先烈。

韩京京一行来到陈树湘负重伤战斗地
江华瑶族自治县牯子江渡口， 现场触摸战
斗遗迹，聆听当地88岁老人唐善安回忆当
年红军战斗的故事。

1934年11月26日， 红军长征湘江战
役打响后，在最后突破敌人重围时，为掩
护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突围，34师师长
陈树湘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

殊死激战四天五夜， 后陷入敌人的重重
包围。他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身负重
伤。 最后， 部队弹尽粮绝。1934年12月9
日，在押送途中，陈树湘绞肠自尽，慷慨
就义，年仅29岁。

韩伟中将当时为34师100团团长。他
在去世前， 嘱咐韩京京要寻访陈树湘烈士
的足迹。从2012年起，韩京京夫妇退休后，
从陈树湘出生地长沙县福临镇开始，6年坚
持寻访陈树湘烈士足迹， 先后寻访到了长
沙清水塘、江华牯子江、道县四马神村等多
处陈树湘生活、学习、革命的地方。

“作为革命后代，我们有责任继承、传
扬‘大爹爹’陈树湘等革命烈士的遗志和革
命精神。”韩京京说。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
员 肖燕 )“今天的活动让我们深刻感受到
了先烈们的革命精神， 将激励我们好好学
习，将来为祖国建设多出力!”今天，在韶山
烈士陵园首次参加清明祭扫的援疆班学生
赛依拜·买买提江激动地说。

清晨， 掩映在青松翠柏中的韶山烈士
陵园庄严肃穆。上午8时，首届“湖南援疆韶
山初中班”40名学生在以“红旗卷起农奴
戟” 为造型的革命烈士塔前， 列队肃立默
哀，敬献花篮。随后，他们在烈士塔前重温

了少先队入队誓词，唱响《中国少年先锋队
队歌》，诵读毛主席诗词《七律·到韶山》。

同来缅怀先烈的， 还有韶山市400余名
干部群众。据了解，清明期间，韶山烈士陵园、
天润园、 毛泽东塑像公园等地准备了大批菊
花，引导前来祭扫的市民免费领取，同时开展
了公祭活动。“用鲜花缅怀英雄， 这种方式绿
色环保，我们非常赞成!”市民汪先生说。

当天，韶山还组织开展了慰问烈属、义
诊等活动。 各中小学校也组织学生开展了
网上祭英烈等活动。

通讯员 伍洁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肃立、默哀、鞠躬、献花……4月4
日上午9时， 邵东县政府在流泽镇杨
柳村举行“清明祭·迎英烈回家”主题
纪念活动， 来自各地的300多名志愿
者手持菊花，来到新建成的抗战烈士
宋汉武纪念碑前，表达深深敬意。

10天前， 宋汉武烈士的英魂被
他的家人和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从
浙江衢州迎回家乡。为了回家，他整
整“走”了76年。

一封特殊的求助信

宋汉武是谁？ 其回家之旅为何
如此艰难？故事得从一封来信说起。

今年3月下旬，浙江衢州日报报
业传媒集团收到一封来自邵阳的求
助信， 信中讲述了宋汉武烈士的抗
战故事。

信是由宋汉武烈士的孙女宋晓
风女士发出的。她在信中说，她的爷
爷宋汉武抗战时是国军少校营长，骁
勇善战，1942年6月牺牲在浙江衢州，
时年39岁。70多年来， 爷爷是他们一
家最大的牵挂。如今，她的父亲、宋汉
武的长子宋培基已85岁高龄，准备在
邵东县修建一座烈士纪念碑，纪念宋
汉武。她希望通过媒体帮忙，找到爷
爷牺牲地和埋葬地， 取一抔当地黄
土，带回家乡，以寄相思。

一段悲壮的抗战往事

纪念活动现场， 宋汉武家人和
志愿者向人们讲述了一段尘封多年
的悲壮的抗战往事。

1942年初夏， 侵华日军悍然发
动浙赣战役， 企图摧毁包括衢州机
场在内的浙江机场群。 同年6月初，
浙赣会战之衢州保卫战打响。 宋汉
武时任86军16师46团2营少校营长，
率部于5月下旬进驻衢州城，负责衢
州南面城防。

6月2日，日军进攻目标直指宋汉
武部防守的衢州城南一带。 连续3天
暴雨如注， 国军防守阵地积水盈尺，
但宋汉武仍然士气高昂地指挥部队

与日军血战，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
“人在城在，我决心与阵地共存

亡， 誓死保卫衢州。 若不幸为国捐
躯，亦心甘情愿，虽死犹荣。”这是当
时16师46团2营中尉书记官包崇跳
后来在文史资料中回忆宋汉武发出
的豪迈誓言。

6月6日， 日军全力进攻衢州中
南门外火车站， 坚守火车站的二营
官兵予以迎头痛击， 但因日军炮火
猛烈，伤亡惨重，不得不放弃城外阵
地， 退回城内防守。 战至当日14时
许， 宋汉武胸部中弹倒地， 壮烈殉
国。 临终前犹叮嘱部下：“继续战
斗！” 此后， 宋汉武长眠衢州大地。
1991年， 国家民政部追认宋汉武为
革命烈士。

一程温暖的回家路

为进一步考证核实宋汉武烈士
的牺牲地和埋葬地， 衢州日报报业
传媒集团邀请当地文史专家进行考
证，衢州文史界老、中、青三代学者
纷纷提供史料， 得以还原出宋汉武
烈士牺牲的细节， 并确定他牺牲在

“新开门”。 为方便宋汉武烈士后人
取土， 浙江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徐文
奎专程送来一件精美的衢州莹白瓷
作品。 邵阳市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
团队赶赴宋汉武家乡村落查询家谱
等资料，进一步详细考证烈士生平。

3月24日，邵阳市关爱抗战老兵
志愿者陪同宋汉武孙女宋晓风一家
人，抵达衢州。在当地志愿者和文史
专家指引下， 宋晓风一家来到宋汉
武牺牲遗址附近取土， 并经同意带
走遗址城墙下一块青砖。3月25日，
衢州各界人士代表在市革命烈士陵
园举行了“清明祭·送英烈回家”主
题纪念活动。连日来，《衢州晚报》推
出《清明祭·送英烈回家》系列报道，
引发当地各界关注和热议。

在邵阳各地志愿者和杨柳村村
民帮助下，宋汉武烈士纪念碑在清明
节前落成。4月4日上午， 宋汉武的家
人将装有烈士牺牲地遗址的黄土和
青砖埋葬在新建的墓碑旁，长眠衢州
大地76年的宋汉武终于魂归家乡。

六塔山上祭英灵
———常德各界祭奠扶贫楷模王新法侧记

“壮志在心中，精神永留存”
———桑植烈士陵园凭吊革命烈士侧记

纪念碑下的思念
———炎陵县举办“我们的节日·清明”主题活动侧记

76年后，抗日烈士“回家”了

衡阳祭奠“11·3”消防英烈

红军后代到永州祭拜红军先烈

韶山援疆班学生向先烈敬献花篮

杏花清明雨 诗酒祭忠魂

4月4日， 道县第一小
学的学生在红军烈士陈树
湘墓前鞠躬并默哀。 清明
节临近， 该县12万多名师
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来
到革命烈士陵园， 举行文
明祭扫活动， 缅怀革命英
烈，传承民族精神，激发爱
国热情。
何红福 蒋施龙 摄影报道

缅怀英烈
不忘历史

� � � � 4月2日，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六塔山，常德军分区官兵缅怀扶贫楷模
王新法。 廖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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