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2018年4月17日 星期二
深读 05

许光达（1908—1969），湖南长沙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5期
学员，曾参加南昌起义。先后任红六军参谋长兼红二纵队政委、红十七师师
长、红八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晋
西北地区独立第二旅旅长兼晋西北军区二分区司令员、 晋绥野战军代参谋
长、第三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三军军长、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兼
甘肃军区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
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9年6月3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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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泱

许光达故居负责人胡群义，也是黄兴
故居纪念馆馆长，他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近
20年。他说：“人们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
工程师，我觉得我们从事爱国主义教育的
工作者也是。我从中受益许多 ，能够更加
积极地面对人生。”

说到爱国主义教育，由于过去有的表
达方式不太恰当，有的甚至把人物塑造得
“高、大、全”，事件过于戏剧化 ，让人们觉
得不接地气，不易接受。

“深入了解这些人物，你会发现，他们
是伟人，也是平凡人。”胡群义说 ，伟人有
许多共通之处，如黄兴和许光达，他们都
坚韧勇敢 、严格自律 、谦虚低调 、艰苦朴
素，只不过具体事件不同 。作为研究黄兴
和许光达的专家， 胡群义的讲解立意高，
视野广，生动有趣，与现实结合紧密，受到
游客欢迎。 常常有游客听过他的讲解后，
表示要带家人孩子来，再请他讲解。

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触及灵魂，能打动
人 、感染人 、引导人 。如何讲好 “红色故
事”？一方面，要尊重事实，尊重生活，让故
事有“人情味 ”；另一方面 ，形式要活泼多
样，尤其是近年来新媒体发展迅猛 ，采用
新媒体手段要符合其传播规律 。 关键的
是，要紧扣时代特征 ，成为当代人“爱听 ”
的好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沿着长沙地铁2号线一路向东，终点名
叫“光达站”。人群聚散，步履匆匆。你是否
知道“光达”背后的伟岸光辉？

光达站位于长沙县黄兴镇光达村内，
共和国开国大将许光达在这里出生成长。

和诸多开国名将一样， 许光达戎马一
生，战功赫赫，德行高远。他严于律己，严以
用权，严格要求亲属，留下了自请降衔、拒
金不受、不准儿子“打着我的牌子到外面去
唬人” 等诸多佳话。 毛泽东主席称赞他为
“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这一切被许光达凝练为“清白传家”4
字家训。其匾额挂在许光达之子、少将许延
滨在北京的家中， 成为许家后人的人生准
则。

几番自请降衔，
拒金美德不宣扬

在光达村农副产品市场对面，有一条不
起眼的乡村小道。许光达故居就在这条小道
旁边。

一汪绿水，碧树掩映，围墙低矮，许光达
故居所在的院子与周围农家和谐相融，只有
一辆威武静立的坦克显示出这里的不寻常。
这是在许光达主持下，我国自行研制和生产
出的坦克。

故居院内有一块“让衔碑”，记录了许光
达自请降衔的故事。

1955年，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常人
眼里的大喜事，他却十分焦虑，一连3天沉默
不语，后来跑到贺龙家里要求降衔。

不久，许光达直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
份“降衔申请”，细数自己的革命历史：前期

“战绩平平”；后来去苏联疗伤，“毫无建树”；
自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
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
么”……结论是，贡献微不足道，心中有愧。

彭德怀得知后，特意做他的工作，许光
达还是坚持自己的请求。为此，毛泽东主席
赞他为“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感慨“五百
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
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
扬”。

最后，中央根据许光达的贡献，仍授予
他大将军衔。许光达又坚持要求降低行政级
别，这一申请被批准。因此，在10位大将中，
其他9位都是4级，唯独许光达是5级。

对金钱、地位和荣誉的态度，彰显一个
人的品质。

1935年，许光达在苏联学习期间，被党
组织派往新疆调解盛世才和马仲英之间的
矛盾。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通晓军
事，精通俄语，又熟悉国际、国内形势，圆满
完成了任务。

苏联方面觉得许光达很优秀，请他留下
来工作，被心系祖国的许光达婉拒。当时，在
苏联的马仲英为了感谢许光达， 赠送了
357.1格兰姆黄金作为其回国的路费。 许光
达极力推辞未果，便将黄金全数上交给共产
国际经济管理委员会，请求将黄金转交中国
的救济会。

许光达一生淡泊名利， 对此事闭口不
提。直到2006年，其子许延滨到俄罗斯查找
父亲在苏联时期的资料， 发现一张写于
1937年5月、 署名洛华的上交黄金的字据，
记录了这些内容。洛华是许光达在苏联期间
使用的俄文名字。

为儿子立下“3条规矩”，
拒绝为亲属安排工作

在儿子许延滨的回忆里，父亲严格得近乎“冷
漠”。

许光达立了3条规矩管教儿子：第一，许延滨一
上学就要住在学校，过集体生活；第二，严格控制零
花钱，生活标准向工农子女看齐；第三，不准自己的
司机接送儿子，让许延滨自己跑路。他还严厉警告
儿子：“在外面不准打我的牌子，如果你对别人讲自
己是司令员的儿子，就不许你回这个家。”

面对威严的父亲，许延滨严格遵守3条规矩，在
学校填表时，家长栏从来只写母亲的名字。许延滨
品学兼优，高中毕业时，学校准备推荐他出国留学。
负责政审的同志查看档案，发现他没有写过父亲姓
名，去家中了解情况，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
鼎的许司令员。

让这名同志意外的是，许光达不准许延滨去留
学。许光达恳切地说：“高级干部子女在国外会受到
特别照顾，对子女的成长没有好处，还是推荐那些
优秀的工农子女去吧。”

这样的事情，在许光达家中数不胜数。
许光达家中兄弟多，侄儿侄女也多。家里出了

大官，有些亲属为之自豪时，也想沾沾光。一次，许
光达收到一个侄女的信， 要求五叔许光达在北京
给她找个工作。 许光达在回信中批评了侄女不安
心待在农村的思想，鼓励她好好读书，为建设家乡
出力。

1957年，许光达90岁的父亲去世。按照长沙当
地风俗习惯，要办隆重的丧事。在家乡的几个兄弟
多次拍电报，要他回去主持葬礼，还提出许多要求。

许光达认为，他回去要惊动许多“地方官”，如
果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为父亲送殡， 此举与
国民党的官僚无异。 他只派了一位熟悉当地风俗
民情的工作人员，带着200元钱，代为料理丧事，
并反复交代当地政府一定不能超过老百姓办理丧
事的标准。许光达的几个叔伯和兄弟对此不满，以
提出“不葬”表示“抗议”。许光达反复做工作，亲
属终于同意下葬。 整个丧事共花费了150元。后
来，许光达的母亲去世，家乡再也没人提出额外要
求了。

“将军并非冷漠无情，只是严格要求，不谋私
利。”许光达故居负责人胡群义说。父亲去世，许光
达非常悲痛，但他要以身作则；他虽然不帮侄儿侄
女安排工作，却出钱供他们上学。一直到“文革”含
冤去世前， 许光达和妻子共资助了9个亲戚的孩子
上学。

在战争年代，10年没有丈夫或妻子的音讯，你
会选择再婚还是等待？

1928年10月， 许光达在长沙与邹靖华结婚。几
天后，许光达为逃避敌人追捕，夫妻分离。直至1938
年，许光达打听到妻子下落，把她接到延安。分离的
10年间，二人始终忠贞不渝。重逢当年，许光达为妻
子写下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信， 感叹相聚时间短暂，
“不知流过了多少伤心泪”，又鼓励妻子说苦难“丝
毫也不能摧毁我们铁的心愿”， 要像从前一样冲破
生命旅途中的狂风巨涛。

这封信的照片可以在许光达生平业绩陈列室
里看到， 它的旁边是几幅许光达和妻儿的黑白照
片。他们从青年到暮年，从战火岁月到和平年代，一
直相濡以沫。其中一张邹靖华和孩子的照片，许光
达在贴身的衣袋里珍藏了一生。

多年来，许光达与邹靖华既是生活上的恩爱伴
侣，又是事业上的亲密战友。他们志向相投，总是把
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1952年， 中央决定军队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
邹靖华是1938年参军的老战士，根据政策，完全可
以继续留在军队。 许光达第一个劝说妻子转业，邹
靖华带着不舍脱下了军装。

2004年，93岁的邹靖华去世。她在遗嘱中说，不

要搞仪式，使参加仪式的老人伤感，浪费公家的钱。
她留下2万多元钱，其中1万元交党费，剩下的钱留
给许光达诞辰100周年时为他出书。

志向高远的和睦家庭，无疑对孩子产生了良好
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光达受命组建装甲
兵。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领导组建了装甲兵的机
关、部队、院校、基地和科研机构，主持研制了我国
第一代T-59式坦克， 创建了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铁甲雄师。

1959年，没能出国留学的许延滨考上了哈尔滨
军事工程学院导弹自动化专业， 从此子继父业。他
担任陆军坦克二师师长期间，建立了全军第一个等
级战备转换程序，研发了我军第一个数字化试验部
队基本系统。

许延滨长大后，尤其是成为少将后，更加懂得
了“清白传家”家训的含义。

始建于清末的许光达故居， 原本有14间房子，现
在仅修复了5间。胡群义说，当地政府做了全部修复的
打算，但许延滨不同意。许延滨认为，有功之臣很多，
如果每个人都要修建故居、纪念馆，政府财政负担太
重，父亲的故居重修小部分就行了。他每年都会到许
光达故居祭拜，但从来不惊动当地政府，只告知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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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红色故事”
更“好听”

这是一面明镜 ， 共产党人自身的明
镜。五百年前，大将徐达 ，二度平西 ，智勇
冠中州 ；五百年后 ，大将许光达 ，几番让
衔，英名天下扬。

———一代伟人毛泽东
刑威不能屈 ，烈火出纯钢 。节节皆忠

骨 ，寸寸是刚肠 。句句腾正气 ，字字发奇
香。宜作军民范，永为邦国光。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中国佛教
协会原会长赵朴初

许光达 “清白传家 ”的家训传承是长
沙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注脚。近年
来，长沙县引导群众自发挖掘传承的家风
家训精神内核，形成了“孝文化”“和文化”
“家文化”“福文化”“诚文化”“勤文化”“善
文化”等诸多群众认可、自发遵守、主动弘
扬的“精神文明建设品牌”，以好家风带好
民风，为乡村振兴中实现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提供了强大支撑。

———长沙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
杨溢

共产党人
自身的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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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许光达故居。许光达在此度过了童年和学生时代。（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