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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杨又华 周月桂
通讯员 林湘国

立秋前后的这段日子，长沙连续高温，热
得就像一个大蒸笼。

8月3日，记者第一次见到甘厚美时，他因为
尿血，正躺在浏阳市人民医院住院部7楼走廊里
的一张临时病床上。 直到第二天有人出院腾出
病床来，他才住进了一个4人间的病房。

“这位93岁高龄的老人那么和善，完全不
提一点要求，没想到他立过那么多的战功！ ”
获知情况的医护人员和记者聊起来， 眼里满
是敬意。

8月22日，记者再次见到甘厚美时，他已
经回家，正坐着轮椅，在村口和老人们聊着家
常，空气里弥漫着瓜菜和野草的清香。

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和平常。 然而，随着采
访的深入，有一种崇敬和感动的潮水，不时在
拍打着我们的心房。 我们读到了一个跨越70
年的动人故事——— 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怎
样坚守初心、永葆本色的故事。

参加人民军队，苦孩子甘厚美
从此开启了崭新的人生，并在革命
的“大熔炉”里铸就初心

70年过去，战斗中留下的3处伤痕仍旧清
晰可见，而70年前的那些血与火的经历，也像
烙印在老人的脑子里，历历如昨。

1948年， 人民解放战争行进到了大决战的
阶段，甘厚美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重要转折。

在此之前， 这个1927年出生在浏阳市文
家市镇大成村一户贫苦农家的年轻人， 经历
了太多的苦难：父亲和母亲分别在他8岁和11
岁时因无钱治病含恨离世，哥哥为“躲壮丁”
跑到了长沙，两个妹妹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
他讨过饭，给地主家扛过长工，大雪天还打着
赤脚在外面干活，饱受欺压和饥寒，后来被国
民党军队抓了壮丁， 因不堪忍受打骂开了小
差，却被抓回……

1948年夏， 甘厚美在湖北谷城随部队起
义，加入人民解放军，先是编入陕南军区十二
旅，后来编入第19军55师，成为163团三营机
炮连的一名机枪手。

在人民军队，他体会到了什么叫平等、什
么叫阶级感情，感受到了关怀、温暖以及作为
战士的尊严和荣耀。

连排干部教他学文化， 先是在行军打仗
间隙学习识字， 两年时间就认得了2400多个
汉字， 后来组织上又先后3次把他送去学校。
因作战英勇，思想上进，1949年5月3日，甘厚
美经战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一名预
备党员，同年7月1日，在攻打陕南安康府的战
役中重伤不下火线，被批准提前转正。

尽管经常是日夜上百里艰苦行军， 尽管
每天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甚至在淮海李
土楼战斗中， 他和另一位战友一起亲手掩埋
过48位被敌机偷袭炸死的兄弟， 但他已不再
感到苦累，不再感到畏惧。

获得新生的大个子人民战士甘厚美， 就像
他手中的那挺“马克沁”重机枪一样，喷射着激
情的火焰，舍生忘死，冲锋陷阵，一往无前。从湖
北，到淮海，到西北，到西南，他徒步行军，随部
队千里转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他表现英勇，屡立战功，包括一等功1次，
二等功1次，三等功5次；获得过淮海战役纪念
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解放西北纪念章、
解放华中南纪念章， 最耀眼的是那枚西北军
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

部队是一所大学校，更是一个大熔炉。在这

里，甘厚美铸就了他的初心。“甘厚美啊，你的一
切都是党给的啊！ 你一辈子都要听党的话啊！ ”

“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一生，应当是为祖国
人民做好事的一生。 ”“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
的勤务员， 决不能损害人民的一点利益。 ”在
1955年写的自传里，甘厚美深情地写道。

退役后 ， 他把军功章锁进
箱底，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并把
“只讲奉献，不讲索取”作为一生
的信条

“我不能再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作贡献
了！ ”1958年，甘厚美在兰州市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一文化速成中学完成学习， 却因伤病复
发，无法再回归军营，当年5月经部队批准复
员回到浏阳。 从此，他把军功章锁进箱底，从
不跟人提起在部队立功受奖的荣耀往事。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感到很惭愧。 党和
国家给了我关怀，并送我去学习，可我一学完就
回乡了，没能继续为祖国和人民作贡献。 ”回忆
起这段往事，老人语气中依然透着遗憾。

当初退役时， 组织上提出安排甘厚美作为
伤残军人复员， 这样就可以享受国家一系列优
抚政策。 然而，他拒绝了，他说：“我可以回家当
农民，自食其力，绝对不能成为国家的包袱！ ”

可甘厚美没有想到， 他的伤病远比自己
想象的严重得多！回乡没多久，身体就完全垮
了，从家里走到2.5公里外的文家市镇，路上
得歇四五趟。 在部队时，因为军功，甘厚美以
代理连长的职务享受副营级待遇， 爱人彭传
莲作为随军家属，有一份工作。 这时，彭传莲
不得不辞掉在供销社的工作，回家照顾丈夫，
从此成了农民。

后来，甘厚美下决心去长沙治病，经过6年
多的治疗和休养，总算恢复了身体。 之后，他先
后在文家市粮站、 清江水库、 文家市革命圣地
（现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等多处参与临
时性工作。1971年，湘潭军分区一位姓杨的副司
令在文家市镇蹲点，了解到甘厚美的事迹后，指
示当地政府重新给他安排正式工作。 甘厚美考
虑到煤矿离家近，自愿进了煤矿。

“他本来是可以要求照顾，在井上从事管
理工作的”， 甘厚美的同事、 采煤队队长孙
见梅回忆，“但他坚决要求下井。 ” 此后十多
年， 甘厚美就和工友们一起挖煤、 推车， 三

班倒……“他话不多，关心人，工作勤勤恳恳，
从不叫苦叫累，年年都被评为先进。 ”

“他每天一回家，眼睛里都是黑的，来不
及洗把脸， 就又领着我们几个孩子去开荒种
红薯、种菜。 ”大儿子甘本淼说起父亲的拼命
劲儿，记忆犹新。

1982年甘厚美退休时， 身份是浏阳市文
家市煤矿的一名普通工人。

今年7月份，浏阳市委组织部组织基层党
组织挖掘党员模范人物先进事迹， 甘厚美的
事迹才被重新“发现”并传播开来。

“立了这么多的功，为什么不拿出来呢？ ”
“过去家里负担那么重，为什么不找组织解决
呢？ ”乡亲们和过去的同事这样问甘厚美。 甘
厚美的回答总是一句话： 我这些荣誉不是个
人的，它们属于党和军队。 他跟老伙计吴先洪
说：“我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 还有我们的营
长退伍回去就在街上卖菜， 我有什么资格向
国家要待遇呀？ ”

“在甘厚美这样一位老党员、老战士的信
念里，没有索取，只有付出；没有享受，只有勤
勉； 没有安逸，只有奋斗；没有自我，只有大
众……我了解他越多，对他越敬佩！ ”文家市
镇镇长张继龙对记者说。

1959年至1961年， 甘厚美因伤病复发，多
次前往长沙进行医治，共用去1700多元。 这在
一般人月工资才20余元的当时，是一笔巨大的
开销。文家市公社党委让他去县民政局报销，然
后再回公社报销，却被甘厚美拒绝了。他说：“我
治病的钱用的是转业费， 这笔钱本来就是党和
人民给我的，怎么能再去找公家报销？ ”

1999年，在办理甘厚美同事“退改离”工
作时，发现甘厚美也符合相关要求，后由煤矿
领导出面，经上级劳动部门批准，甘厚美被认
定为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退休老工
人。 2000年起，正式享受离休待遇。

有同事为他抱不平， 建议他去煤矿申请
补发近20年的离休待遇， 甘厚美说：“组织上
对我照顾很多了，煤矿工人挣个钱不容易，我
怎么能够再去提要求呢？ ”

“决不能占公家便宜！ ”这是
甘厚美给自己也给家人立下的
“军令”， 他一辈子保持公而忘私
的本色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老战士、老党员，
真的不一般，他们把‘公而忘私’这几个字真
的刻进了骨子里。 ”谈起过往和甘厚美相处的
点点滴滴，村党总支书记张运萍这样感慨。 他
谈起了这样一件事———

1970年， 甘厚美在清江水库工程指挥部
保管工程材料。 工程建设期间需要大量水泥，
因此留下大批水泥纸袋， 细心的甘厚美收集
清理后，以5分钱一斤卖出。

后来甘厚美离开了工程指挥部。 一个月
后接替工作的同事在仓库里发现了100多元
现金，以为是甘厚美忘记拿走的钱。 把老甘找
来问，回答是为公家攒的钱，并跟同事一一对
账入库。

大家对此都觉得不可思议，啧啧称赞。 时
任文家市区委组织委员周政声对大家说：“你
们还不知道老甘是什么人呀， 不知道什么是
革命军人的三八作风、钢铁纪律？ ”

“父亲对我们就是一个字：严！ ”一直安排
老父亲住在自家的甘厚美的二儿子甘本利
说。

2010年4月， 甘厚美在文家市医院住院，
甘本利在他身边陪护。 一天，甘本利两岁多的
儿子因感冒发烧来医院看病， 甘本利麻着胆
子跟父亲打商量： 能不能用老人的名字开张
处方，给小孙子做个B超？没想到话没说完，老
父亲的脸就冷下来了：“国家的钱是你们好用
的吗？ ”吓得甘本利赶紧走开了。

甘厚美的长孙甘建波在文家市镇上开着
一家文具店。 他是爷爷奶奶亲手带大的，和两
位老人最亲。奶奶7年前去世了。“爷爷在我们
家威望很高，因为他的好作风，我们大家都敬
重他。 ”他说起了这样一件生活小事———

奶奶晚年身体也不好，长期吃药，她都是
用给花炮厂插引线一分一厘赚的钱给自己买
药，从没沾过爷爷的光。 有一次他问奶奶：“爷
爷买药可以报销，你为什么不用他的‘本本’
买些药呢？ ”奶奶回答他：“你爷爷是个一辈子
只顾公家的人，我怎么能去违他的意呀！ ”

上世纪70年代， 甘本淼劝说父亲写个报
告恢复一家人的国家粮户口。 甘厚美很生气：

“想吃国家粮，自己去争取，我没有这个本事，
也不会替你去找工作！ ”

“我们一家人从没有沾过父亲的光。 过去
我们埋怨过，但现在我们都懂得了他，也更加
敬重他老人家。 ”甘本淼说。 甘本淼通过自己
努力，考上师范，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退休
后担任了村里“两新”组织汇吉花炮厂党支部
书记， 而甘厚美是支部成员。

“我敬佩他，他就是一辈子对党忠诚。 ”76
岁的堂弟甘厚海也是一名老党员，在他眼里，
这位老哥哥一直很伟大。

甘厚美有5个儿子， 几十个孙子孙女，还
有十多个曾孙， 他言传身教， 培养了勤劳本
分、互敬互爱的一大家子。

采访中， 甘厚美对记者说：“我这辈子只有
这么几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一是成为了一名光
荣的共产党员；二是没有占公家一分钱便宜，没
犯过让人指手划脚的错误； 三是五个孩子都凭
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 ”

离甘厚美家几里路外， 是秋收起义文家
市会师纪念馆。 据老人的亲人说，他身体好的
时候， 总喜欢叫孩子们用轮椅把他推到那里
去。 很多时候他就静静地坐在纪念馆前的广
场上，一言不发，兴味盎然地打量着周边的一
切。 我们想，那一刻，老人的内心一定是无比
欣慰的：穿越百年的时空，红色的种子早已开
枝散叶、硕果满眼；而他，用一生保存并传承
了这红色的薪火。 一生辛苦，一生淡泊，可无
憾矣！

湖南日报评论员

战功累累却深藏功名 ，
甘于淡泊。战争年代，他英勇
无畏 ，冲锋陷阵 ，舍生忘死 ；
和平年代，他勤勤恳恳，艰苦
奋斗，公而忘私。 从“人民功
臣 ”到普通劳动者 ，甘厚美 ，
这位人民战士、共产党员，用
70年的时间， 诠释了什么叫
做本色人生。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唯
一不变的是他的本色： 一个
革命战士的本色， 一个劳动
者的本色， 一名共产党员的
本色。 甘厚美， 一如他的名
字，可谓甘矣，厚矣，美矣！

本色即初心。甘厚美的本
色，不仅源于他敦厚纯朴的天
性， 更源于他内心的信念，也
就是在人民军队所铸就的初
心———“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
士的一生，应当是为祖国人民
做好事的一生。 ”“共产党员是
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决不能
损害人民的一点利益。 ”

甘厚美是一代革命战
士、共产党员的典型代表。他
们真诚地认为， 自己的一切
是组织和人民给予的， 自己
立下的功劳、做出的成绩只能归功于党和
人民；他们从不认为组织颁发的军功章是
可以拿来炫耀和换取回报的资本。 他们对
党和人民的感恩与忠诚， 烙刻于心底，初
心如磬，终生不渝。

从张富清到甘厚美 ， 他们是一个群
体，是一个虽散处各地却保持着同样 “军
容”同样姿态的雄壮的方队，他们更是一
种时代精神的代表。 他们的身影里，映射
着共和国砥砺奋进的非凡历程。 我们说，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潜藏着中华民族从沉
沦到崛起、从贫弱到富强的密码。 今天，读
张富清、甘厚美们的故事，对此会有更深
切的体认。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挖掘和讲好甘
厚美们的故事，更有一份特别的意义：英雄不
该被遗忘，他们的牺牲、奉献与奋斗不该被遗
忘，对他们，我们应当奉上最崇高的敬意；而他
们的精神是我们接续奋斗的宝贵财富，弥足珍
贵。

即便抛开宏大的叙事 ， 甘厚美的故
事，对于我们每个人如何走好自己的人生
路，也是一种难得的启迪。

甘厚美告别军旅后数十载默默无闻、平
平淡淡的人生，因为怀揣着一种为党为国为
民的深厚情怀， 因为恪守着一种奋斗自强、
清白做人的品格， 因而活出了一份崇高，活
出了一种境界，活出了一抹生命的光华。

唯本色者真英雄。 读甘厚美的故事，
品甘厚美的本色人生，可以悟到一种人生
的真谛：一个人的一生，当胸怀家国，坚守
初心，谨遵本分，恪尽己责。 这样的人生，
即使平凡，亦俯仰无愧于天地，得失自足
于内心。

一生本色证初心
———共产党员、“人民功臣”甘厚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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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月22日， 浏阳文家市镇， 甘厚美的曾外孙女西西将梨递给他吃， 他开心地笑了。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 � � �甘厚美的军功章和立功登记表。

爱国情 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