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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季坤

去年6月，我满怀敬仰之情，网
购了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色
遗嘱》。 该书收有革命烈士、革命志
士的遗嘱90多篇，凸显出老一辈革
命家和普通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
与高风亮节。 这笔无比珍贵的精神
财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强大精神动力，是我们共产党人树
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感的
好教材。

今特录其中所载石涧湘烈士
写给妻子的绝笔信如下：

关秀：
我和你结婚仅十四个月，比二

三十年恩爱还要好。 你年方十六，
和我在这危艰条件下，这样不畏挫
折，我很敬爱你。 我定死无疑，想你
不会牺牲的。 我俩同被关押一处而
不能相见 ， 未知在这野蛮的刑狱
下 ，将你弄到什么情形 ?我如今一
死而骨肉必成石，但到九泉之下还
要做坚决的斗争 。 我为人民谋解
放，为马克思主义而甘心牺牲。 革
命尚未成功， 还有伟大同志在，我
希望你用百折不回的精神达到目
的， 使人民永远脱离封建和侵略。
我死后，家当贫，希望你得过且过，
艰苦斗争度日 。 小女自立转眼成
人 ，用心培养 ，可以当子 。 如若像
汝，可以复仇。

关秀呀 ! 我和你永别了 ! 我死
后，你在凄惨当中，勿哭勿痛悼我，
过十八年再会。谢谢你吧!安埋的物
件宜简单，用一匹白大布裹住我的
血体就行。

祝你千秋!
夫兄 石涧湘血笔

古历三月初二

石涧湘烈士是湖南上宁乡人
氏，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8年)出生
于八都四区花园塘阿婆冲， 此地民
国初年属同文镇，1949年后属八区
花园乡，1959年属流沙河区花园公
社，上世纪90年代至现在，属青山桥
镇花园村，距我老家约十华里。

石涧湘出生在一富裕农家，兄
弟甚多，少年时就读于县立第六高
等小学，距我家仅半公里，系废除
上流古寺后改造而成之新式学堂。
第二年易名为县立第五高等小学。
六高小、 五高小和整个八都地区，
是宁乡县农民协会委员长、老辈共
产党人梅冶成(前清秀才，湖南武备
学堂、湖南优级师范毕业，同盟会
员，刘少奇恩师，宁乡四老之一)重
点发动、教育广大贫苦农民掀起农
民运动的根据地，是石涧湘耳濡目
染梅老革命精神的场所。

1926年春的元宵节，梅冶成站
在石桥铺河边沙洲临时搭的戏台
上，对100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宣讲
成立区农民协会组织的作用和意
义，20岁的学生伢子石涧湘听得认
真，热血沸腾，寒假回家把花园塘
的农协组织健全起来，在林山高小
毕业前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
团。 1927年“马日事变”后，石涧湘
跟随中共宁乡县委书记严岳乔、县
农协委员长梅冶成率领四百多名农
军登上沩山起义， 抵抗国民党军对
沩山的围剿。9月下旬边打边退，一路
战斗至安化小淹，剩余的两百余人枪
被湘西陈汉章第五师收编。 梅冶成
反对收编，由尹泽南陪伴，东去江西
永修潜伏，翌年底到上海落脚。 石涧
湘偷偷回到阿婆冲， 遭兄长狠狠训
斥， 族长发话要以“赤匪败家子”惩
办，只得连夜逃往长沙。

1930年5月， 严岳乔遵照中共
长江局指示，在宁乡、湘乡、湘潭三
县交界的罗仙寨东麓，会合钟杰所
率赤卫军党团员50余人， 携带鸟
铳、梭镖和短棍，在黑夜中一举攻
下石潭乡团防局；8月间，联合益阳
人符鹏等十余人枪围攻横市，缴获
长短枪21支。 后按中共长江局指示
于9月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十五军第二师， 严岳乔任师长，钟

杰为政委， 石涧湘闻讯回到宁乡，
担任红二师联络员，转正为共产党
员。

1931年2月， 石涧湘迎娶双凫
铺16岁半的农家姑娘刘惠兰为妻。
惠兰小名关秀，叫年长八岁的丈夫
为哥。 石家田土山林多，雇有长工
佃户，涧湘与兄长政见相左，互不
融洽，婚后就在祖屋上首隐蔽的拐
弯处另立门户，实际是在妻子掩护
下，暗中进行情报、物资的收集和
转送。 这年春上，严岳乔、尹泽南等
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中央特
委情报联络员梅冶成(化名李治盛)
和《红旗》报负责人谢觉哉(化名见
心) 听到家乡这帮子弟仍在坚守宁
乡那块红色根据地，予以指点与鼓
励。

1931年4月18日， 红二师奇袭
宁乡同文镇(今流沙河)，毙敌5名，
缴获长短枪24支，后在老粮仓附近
的榧子坳受挫，牺牲甚大。 红二师
屡败屡战，在高露乡缴获22支步枪
后，三打石潭乡，登上宁乡西陲洪
家大山，以此为据点，声势再震。 12
月，湖南省委受王明“左”倾路线影
响， 下令红二师攻打湘潭姜畲，百
多人枪被宁乡、湘潭两县团防局包
围攻杀而失败。

1932年1月底， 湖南全省清乡
司令何键委派益阳县团防司令曹
明阵为益阳、安化、湘乡、宁乡四县
的“剿匪”总指挥，曹部进驻宁乡黄
材镇，一路杀来。 因叛徒出卖，敌人
冲进花园塘，在石涧湘家搜出长短
枪十多支，石氏夫妇双双被捕。 石
涧湘屡遭残酷刑讯， 严守党的纪
律，绝不出卖同志背叛党。 三月初
二(4月7日)下午，被砍杀于沩江沙
洲上。 其妻因未参与革命活动，遭
毒打后被娘家亲人接走。 花园塘的
贫苦百姓把石涧湘尸体用白布裹
好，用竹杠抬回阿婆冲，财主兄长
不让进祖屋，只得用白板棺材草草
葬在大塘冲山坡间。

今年清明前， 我回宁乡老家，
怀着满腔敬意，拄着拐杖，在友人
之子陪同下，艰难地爬上了大塘冲
柴山， 好不容易在一个松树密布、
荆棘丛生的斜坡上，见到了宁乡县
政府于2013年12月修建的石涧湘
烈士墓，跪拜致礼，表达对革命前
辈无比敬仰之情!

我与湖南日报征文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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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往事如梦。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背上行囊，一腔热血

满怀对新闻理想的憧憬，“咣当咣当” 坐了一
夜的火车，从怀化来到了长沙，来到了湖南日
报社。一脚踏进新闻之门，从此改写了我的人
生。

“老师早！”“老师好！”记得刚到报社那会
儿，对前辈老师内心深处充满着一种敬重，见
面打招呼都是毕恭毕敬。 这些大名鼎鼎的老
师，过去在报纸上经常见到他们的文章，心里
对他们十分仰慕。

历经改革开放10余载， 那时的湖南日报
社人才济济、高手云集，是许多读书人向往之
地。 从党政机关的干部一下子拿起笔杆子写
新闻，自己只能算是一个刚入门的小字辈。虽
过而立之年， 也当过新闻科长， 写过一点东
西， 但毕竟是半路出家， 对新闻事业喜爱的
我，对老师们只有仰视的份儿。是他们让我这
个新闻路上的“文青”拨云见日。

最开始在记者部工作， 后来我又下到怀
化记者站。怀化是个山区，新闻都是靠跑出来
的。 站长唐镇南“勤”以师表。 他带着我采写
《八亩山地奔小康》系列报道，跑了10多个县
市， 爬山越岭长达一月， 一起写作又是10多
天，硬是一句一句凑上洋洋万言。干新闻不仅
是个辛苦活，也是个脑力活。

在那个媒体不太发达的年代， 报纸还是
铅印时代。当天发生的新闻，在省会之外只能
通过电报、传真发稿。 第二天，看到新闻就登
在了报纸上，人们感到稀奇，很有新鲜感。 自
己心里那种高兴劲与成就感， 亦非言语所能
表达。

忽然有一天，接到报社总部电话，派我去
采访重点工程五强溪电站。几天后，我满是得
意地将采写的稿子送给工财部主任李寿炎审
阅。 他翻了翻几页稿子，溜了一遍，说：“没有
写出味！ ”李寿炎是位和蔼可亲的老师，平时
对人都笑嘻嘻的。我把稿子拿回去重写，一个
晚上写了三四千字， 题目叫《沅水鏖战激》。
“好稿！ ”翌日，李主任看到满纸硝烟弥漫，故
事感天动地，满意地笑了。很快，我调回总部，
去了工财部。

熊先志老师是位严师， 对业务要求高，
有时“严”得有点苛刻。 应该说他比较赏识
我，但我既敬重他，又有些惧怕他。 特别是
送稿子给他审看， 是一道难过的坎。 那时，
都是手写的纸稿。 他端坐在办公桌前，右手
拿着笔，一边点读，一边审改。 他一双浓眉
大眼，看得顺畅时，嘴角抿着笑出声响；看了
不满意，眉头皱得很深，甚至把稿子猛地一
甩。 我常常站在一边看着，心里像十五个吊
桶打水似的七上八下。当见到他微微上扬的
嘴角带着笑，心里也就缓缓舒了一口气：“总
算过关了！ ”熊先志老师原来在国有大厂办
公室工作， 到湖南日报社时已是不惑之年。
他经常对我们说，一条百字简讯稿，他的老
师看后说不行，也不教他怎么改，退给他一
改再改， 硬是改了3遍才通过。 我们也清楚
他说给我们听的意思，就是对我们的要求之
严还不及他的老师呢。

“严”的一面，老师们留给我们的印象十
分深刻，记忆犹新。 但他们关怀温暖的一面，
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 时常像阳光暖
流温润着我们的心田。 总记得， 他们耳提面
命、手把手地殷切教诲；总记得，逢年过节，我
们一帮年轻人去老师家蹭饭吃的情景。

新闻有学亦有术。 湖南日报社的传帮带
代代赓续。当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我们
深感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刚当上部门副主任， 有一位同事把稿子
往我桌上一放：“中基，我的稿子给亚哥（王
利亚）看，他不看就签字了。”这位同事十分聪
明，也是个人才，说话年轻气盛，他说的意思
我也弄明白了。但我也有自己的原则，认真地
对他说：“我看看，稿子如果需要改动，那必须
改。 ”他送的这篇稿子是一个专栏的开篇，编

委会领导最后把有我多处改动的第一页翻拍
作了刊头。 我一直认为“严”是老师们留下的
一个好传统， 业务上的严要求是对同事对事
业负责，我们一定要把它传承好、弘扬好。

新闻人永远在路上，不是在采访的路上，
就是在爬格子码字的路上。 从事新闻工作以
后， 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夙夜在公、 废寝忘
食，什么叫疲于奔波、不怕牺牲。

1999年夏天，我带队从长沙出发，一路南
下采访国企改革。到达郴州时，副总编辑毛福
春打电话给我：“因为你们的采访任务重、时
间紧，来不及等你回来，只好电话告知你了。 ”
他说受报社委托找我谈话， 决定任命我为工
财部副主任。 听到消息后，当天中午，郴州站
站长谭涛峰拿起一大杯酒敬我， 我俩一干而
尽。这就是新闻人啊，连任命谈话都是在采访
的路上。

岁月如歌，往事历历在目，永难忘记。 新
闻人就是一个战士，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奔，哪
里危险就往哪里冲。

忘不了长江三峡大江截流， 那金戈铁马
气如虎的场景，“截断巫山云雨”“当今世界
殊”的气概。那是1997年湖南日报第一次跨省
参与重大事件采访。 我带领4人小组，驱车千
里，赶赴宜昌。 白天采访，晚上写稿，吃着盒
饭， 连续奋战近半月， 大家始终不觉得“疲
倦”。 当长江巨龙被拦腰截断锁住之时，我们
为祖国感到骄傲自豪， 与建设者们一道尽情
地欢呼雀跃，流下了激动幸福的泪水。 当时，
我们就是靠着一台传真机， 将重大消息发回
湖南。而今，湖南日报社融媒体技术走在了全
国前列，可以点对点现场视频直播，真有恍如
隔世之感。

忘不了“98”抗洪，伴随一列列军车前往
洪山头预分洪的雨夜， 在洞庭湖锅底南县40
多个抗洪的日日夜夜。益阳一役，不溃一堤一
垸，打破遇大水“十垸九溃”的历史。看到汹涌
的洪水从益阳安然过境， 时任省委副书记胡
彪发出如此感叹：“难道洪水是从益阳飞过去
的？ ”浩荡洞庭又复归安澜，作为抗洪的新闻
战士，夜以继日地奋战在一线，那一腔壮怀激
烈让我们心潮澎湃， 那一份胜利喜悦让我们
久久沉醉！

忘不了“2008”抗冰，千里京珠一夜之间
被冰封成一条冻路，是全国一心、军民一心，
众志成城融化冰雪、打开通道。中央政治局常
委坐镇湖南指挥抗冰。 我随中央领导前往受
灾最严重的郴州采访。 其时郴州已成为一座
孤城，断电、断水、断路。 从长沙到郴州，先坐
汽车，再改乘专列。回来时，在入长沙境后，由
于道路结冰，天黑又下着霰雪，路滑严重导致
车队多辆车连环追尾。当时，我的腰部受伤疼
痛难忍。但是回家后，仍然坚持把当天中央领
导的考察稿完成，一直到凌晨3时，才去医院
看病。“通路、保电、安民”，第二天，中央领导
对抗冰的指示通过报纸传达到前线， 鼓舞人
民抗冰的士气， 我的心里感到了作为一位新
闻工作者的欣慰。

湖南日报是“湖南的日记”。 70年岁月递
嬗、三湘巨变，无论重大事件，或是日新月异
的变迁，我们共同见证、一起亲历。几度风雨，
我们同舟共济、从容面对、砥砺前行。有艰辛，
有汗水，甚或有危险，然而更有历练、成长和
荣光。

做为新闻人，有许多的苦累难，然而也有
光鲜的一面。一般人要见大领导确实很难，对
于新闻人却是平常不过的事。 中央领导同志
来湘考察，我曾多次担任报道任务。有一位中
央领导几次到湖南，报社都派我去随行采访。
在湘西考察时， 他主动邀请我们随行记者合
影留念。在他的《讲话实录》里，还收录了一张
我在采访现场的照片。这些都令我深为感动、
备受鼓舞。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一种荣耀，更是
湖南日报作为省委机关报带给湖南报人的荣
光与自豪。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回望
过去岁月，是为了今天再出发。“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刘宗林

从参加工作那天起， 就和湖南
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 报纸
杂志很稀缺，《人民日报》《湖南日
报》 也只有公社办公室的报架上摆
着一份，供干部们传阅学习。 这两份
党报被我“霸占”的时间最多，每次
下乡回机关， 我总是心急火燎地到
办公室浏览积存了一周的报纸，在
字里行间享受别样的快乐。 报纸上
登载的好文章尽管爱不释手， 却不
能剪辑留存， 只能用笔工工整整抄
录在笔记本上， 虽然辛苦但记忆很
深刻，那时《湖南日报》登载的一些
重磅新闻和重要社论至今都依稀记
得， 已经泛黄了的几大本读报摘录
我还完整地保存着，这是我与《湖南
日报》相遇相知相恋的珍藏。

40多年来， 我见证了《湖南日
报》的数次华丽蝶变，它也一直陪伴
我风雨兼程。

上世纪70年代农村试行大包干
改革时， 我在下大队进农户的调研
走访中得知， 农民群众学习安徽经
验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呼声十分强
烈，我按捺不住向《湖南日报》投递
了一篇《农村改革的春风何时吹到

我们山村！ 》，本不指望省委机关报能够刊发，只是
表达一位热血青年对农村改革的呼唤与呐喊而已，
想不到《湖南日报》竟在“读者来信”栏目刊登了，虽
然删改后只有豆腐干那么一小块，但我从中体会到
了党报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湖南日报》 那次给我
“壮胆”，启迪了我的改革思维，鼓舞了我的探索勇
气，使我逐步养成了不守成规、不落俗套的工作风
格。 对一些拿不准的事情，习惯于在《湖南日报》上
辨趋势、找参照，垫实心中的底气。上世纪90年代初
我主政的通道侗族自治县，木材买卖都由国营木材
经营单位独家垄断，影响了财政和农民收入，滋生
了行业腐败。 我借用当年《湖南日报》给我壮的胆，
力主放开木材市场，鼓励多家竞争性经营，一招妙
棋激活了全局，极大地调动了农民惜林、护林、造林
的积极性，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 这次
木材经营体制改革得到《湖南日报》的及时肯定和
推介。 随着《湖南日报》对我的辅政作用不断提升，
我与报社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结识了邓献忠、奉清
清、夏似飞等一大批朋友，在朋友们的鼓励、支持和
帮助下，我将一些理论思考收获、工作实践探索形
成文字，在《湖南日报》发表，日积月累，思维层次不
断提高，文字表达日臻成熟，工作也更加得心应手。

《湖南日报》不仅是我政治上的良师，还是我生
活中的益友，培养我健康向上的高雅情趣，使我平
凡的甚至一度艰苦的生活丰富多彩。

我生性好动，对体育赛事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关
心和喜爱，《湖南日报》以其独特的方式满足了我这
方面的需求。 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时我已年
届不惑，且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只能在新闻联播中
欣赏精彩刹那。《湖南日报》适时推出《场外任意球》
专栏，用文字复原赛场上的精彩，专栏作者用笔尖
将赛场跌宕起伏、 瞬息万变的景况描绘得惟妙惟
肖、活灵活现，使读者如临其境，令读者随作者的笔
端而欢呼雀跃、拍案喝彩！ 专栏作者陈惠芳这个女
性色彩浓郁的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
年，电视功能、传输手段、拍摄技术在不断升级，我
在享受电视画面感的同时，仍认真阅读、细心品味
《湖南日报》的每篇体育报道。

我酷爱业余阅读，对小说、诗歌、散文都有浓厚
的兴趣，湖南日报的《湘江周刊》成了我的好朋友，
每期必看。 当读者的时间长了，偶尔也自不量力地
萌生一丝当作者的冲动，但自卑于读书少、底子差，
冲动又瞬间被自己扼杀。 已成为好朋友的陈惠芳、
何力柱等报界文人鼓励我说，您平常的谈吐就很有
文学味，又有厚实的生活积累，只要将生活中的真
情实感写出来，就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并建议我先
从散文开始。 长期被怯懦包裹的灵感，经鼓励的手
术刀剖开后得到迸发，我试着将过往的人和事用文
学语言表达出来，便成了《湘江》副刊上的作品，几
年下来在副刊等报刊上发表的诗歌、散文已有数十
篇，有的还被评为优秀散文。我当县委书记时，出于
怜悯，间或与摆棋摊为生的聋哑人对弈，以自己的
身份提升棋摊的人气， 进而增加残疾人的收入，我
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聋哑棋友》，发表后得到时任
湖南日报社社长的蒋祖烜老师的多次肯定和鼓励。

有了《湖南日报》这位诲人不倦的老师，我的学
识日渐丰盈；结交《湖南日报》这位真诚相伴的朋
友，我的生活更加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