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周刊
XIANGJIANG� WEEKLY

◎第85期

152017年7月2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龚旭东 版式编辑 周鑫

编者按

我们即将迎来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90周年华诞。 90
年来， 人民军队的光辉业绩

与铁血精神一直为人民群众
和文艺家们所传诵， 并将永
远传扬下去。 对 “最可爱的
人” 的描写、 对他们英雄主
义精神风骨的表现和高扬 ，

将是文学艺术永久的主题之
一 。 本期湘江周 刊 刊 发 专
辑 ， 表达我们对人民军队 、
对人民子弟兵的敬仰、 歌颂
与铭记。

五年 ， 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小小的刻
度， 但在百姓的生活与心灵刻度上 ， 却是一次
提升。

“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改
善人民生活、 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 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力 、 依靠人民推动发
展、 使发展造福人民。”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
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掷地有声 。 五年
来， 学有所教 、 劳有所得 、 病有所医 、 老有所
养、 住有所居的生活 ， 对中国人民来说 ， 正在
从美好愿景加速变为现实生活 ， 改善民生的步

伐持续加速。
五年的生活 ， 有酸甜苦辣 ， 更有梦想与奋

进， 让我们一起回顾五年来生活的变化与跃升、
对梦想的追求与获得 。 湖南日报社特组织 “我
家这五年” 征文大赛。

征文要求： 体裁为散文随笔， 通过一个家庭
真实、 具体的生活细节与生活故事 ， 体现五年
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可喜变化与内心感受 ， 力
避空洞抒情议论、 罗列材料， 要求充满正能量，
有真情实感， 生动好读。 字数在1500字以内。 征
文必须为原创作品。

征文时间从即日起至10月31日截止。 湖南日
报湘江周刊与新湖南湘江频道将开辟专栏 ， 择
优刊发征文作品。

征文结束后， 湖南日报社将组建专家评审委
员会评选优秀作品 ， 对获奖作品给予奖励 ， 将
从征文中评选出一等奖3名， 奖金各5000元， 二
等奖5名， 奖金各2000元， 三等奖10名， 奖金各
1000元。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通联方式（姓名、电话、邮
箱、通信地址）。

投 稿 邮 箱 ：xiangjiangzhoukan @163.com

专辑

文
家
市
的
挥
手

我家这五年 “我家这五年”征文启事

彭德怀昆仑山之行

张志初

走进湖南党史馆一楼展厅， 一幅秋收
起义的油画令人感叹不已。 油画的主人公
是毛泽东， 展示的形象是“文家市的挥手”。

1927年9月9日，“霹雳一声暴动”， 湘赣
边界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 铜鼓、 安源
向长沙进发。 20日清晨， 严重受挫的三个
团官兵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坪会师。
面对仅剩的1500余人， 毛泽东站在台阶上
坚定地挥动着大手：“我们要改变方向， 上
山去！”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
义的挥手。

文家市的挥手， 挥出了中国革命前进
的方向。 19日晚， 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
讨论起义部队受挫后的进军方向问题。 师
长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 有人认
为那是“鸡蛋碰石头”， 建议改变原定计划；
在前委们争论不休的时候， 毛泽东拿着一
份地图， 指着湘赣边界山形最宽的部分，
形象地说： 这块像眉毛一样的地方， 是罗
霄山脉中段，适宜做我们的落脚点。毛泽东
有理有据的分析， 得到了起义部队总指挥

卢德铭的支持。 会议开到深夜， 最终决定按照毛泽东的
正确主张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这一果断决策， 为工农
革命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文家市的挥手， 挥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方向
决定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 针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
毛泽东曾在武汉“八七” 会议上鲜明提出： “须知
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但是， “城市中心论” 在党
内占据主导地位， 中央和湖南省委要求秋收起义部队攻
打长沙。 “寻路” 问题并未解决。 在遭受严重挫折的情
况下， 毛泽东认为， 中心城市敌强我弱， 攻占已不可
能， 必须改变计划， 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
去———以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城市。 正是毛泽东的
实事求是精神， 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星星之火
很快成为燎原之势。

文家市的挥手， 挥出了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我们
好比是一颗小石子， 只要团结紧、 发力狠， 总有一天要
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毛泽东通俗易懂的讲话， 瞬
间吹散了笼罩在战士们心头的迷雾。 赖毅回忆说：“大家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 心里亮了， 有奔头了。” 其实， 被
鼓舞的又岂止是革命战士， 当时参加大会的还有三百多
名群众， 大家纷纷要求参加革命队伍。 连两个趴在围墙
上看热闹的里仁学校学生， 也自告奋勇当“红小鬼”
了， 其中一个是开国上将杨勇， 另一位则是后来成为
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

文家市的挥手， 挥出了人民军队的建军雏形。 这是
高扬“第一军旗” 的挥手。 “八一” 南昌起义， 打的仍
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帜。 秋收暴动， “军叫工农革命， 旗
号镰刀斧头”， 第一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文家
市会师， 是起义部队三个团第一次集中整训， 也是这面
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的旗帜， 首次在全师
官兵面前迎风飘扬。

文家市的挥手， 是培植“第一忠诚” 的挥手。 上山
途中， 毛泽东决定在部队各级建立党组织。 部队于9月
底到达永新， 实施“三湾改编”， 尔后又在酃县 （今炎
陵） 组织“水口建党”， 使“党指挥枪” 的原则在“支
部建在连上” 的伟大实践中得到落实。 这是孕育“第一
军规” 的挥手。 毛泽东特别强调维护群众纪律， 于是出
现了这样的情景： 战士们临走前将借用的门板、 铺草一
一归还原处……从此， 毛泽东领导起义部队， 开始走上
了一条新型的建军之路。

文家市的挥手， 挥出了弥足珍贵的不朽精神。 秋收
起义精神， 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真理、
坚定信念， 是克敌制胜的灯塔之光。 在三个团受挫、 一
个团叛变的危急关头， 毛泽东慷慨激昂的讲话如同定海
神针， 坚定了战士们的必胜信念。 实事求是、 开辟新
路， 是克敌制胜的英明之策。 在部队何去何从的抉择时
刻， 毛泽东客观分析敌我形势变化果断决策， 由进城改
为上山， 革命道路越走越宽广。 唤起工农、 依靠民众，
是克敌制胜的力量之源。 在起义部队仅剩1000多人的
困难面前， 毛泽东能在弱小时窥见强大， 在挫折中预见
胜利， 敏锐洞察到全国特别是湘鄂赣粤四省千千万万工
农群众的支持， 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一幅油画再现一段辉煌历史， 一次挥手改变一个民
族命运。 90年前毛泽东在文家市的挥手， 为中国革命
指明了方向、 开辟了道路， 为人民军队打出了旗帜、 奠
定了基础，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坚定了信心、 凝聚了
力量。 这是一次改写历史的挥手， 更是一次走向胜利的
挥手！

王宗仁

国防部长千里迢迢要去看望几个
退伍兵

1958年10月19日中午， 提前降临的第一场雪
三天前悄悄地落到了昆仑山中。 雪后的高原，太阳
出奇的明媚。 天高云淡，本来离格尔木很近的昆仑
山，这时看起来却显得很远。 公路上的雪已经被来
往的汽车飞轮碾飞了，袒露着湿漉漉的路面。 天空
中仍有被微风从山洼里卷起的雪片雪粒在飞舞，久
久不肯落在地上。 此时，正在柴达木盆地视察的
彭德怀元帅乘车离开了格尔木， 行进在去昆仑
山中纳赤台的路上。

此次昆仑山之行，不是青海省安排的，而是彭
老总自己执意提出要进一次昆仑山。陪同他的兰州
军区司令员张达志中将和青海省副省长孙君一，还
有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慕生忠， 都劝他不要进山，
甚至车已经开动了，还在轮流着劝。

彭老总没有正面回应这些规劝和恳求，却所答
非所问地说：“古时候，白蛇娘娘到昆仑山盗灵芝的
传说，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这次进山如果能采到灵
芝草， 大家都会长生不老， 这么好的事上哪里去
找？ ”

车上的人都笑了。彭老总又说：“我们今天要去
的纳赤台，传说不是文成公主当年梳妆打理自己的
地方吗？ 我要不去看看那位皇帝千金待过的梳妆
台，她在九泉之下也会提意见的！ ”说着，他哈哈一
笑，才露出了他此行昆仑山的真实打算：“去纳赤台
是我早就考虑好了的，此事在我这次柴达木之行的
计划之内。 ”大家既觉得好奇又感到是个重要的问
题，正想着探问一番。 倒是彭老总自己给大家露了
一点秘密，他说：“纳赤台有个硼砂厂，硼砂厂有三
个还是五个工人———我记不清了，他们是从山东退
伍的海军战士，趁着这次来柴达木工作，我要去看
看他们！ ”

国防部长千里迢迢去看望几个退伍兵，这情够
深了，这意也够浓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元帅竟然牢牢记住了这几个脱下
军装的兵

原来，头年春天从格尔木纳赤台硼砂厂直寄北
京国防部的一封来信，摊放在彭德怀的案头，信上
写着国防部长亲启。多大的事啊，还要彭老总亲启？
信是几个退伍战士写的，反映的都是他们吃喝拉撒
睡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你如果关心群众疾苦，它就是大事情；你假如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任它存在，也不会饿死人。 彭
老总看了这封来信，记住了这个硼砂厂职工生活是
需要领导去关心的。

再说那几个写信的退伍兵，从内地初到高原很
不适应这里艰苦的生活， 带着情绪写了这封信，反
映的情况虽然基本真实，但难免有些夸大之辞。 信
上说，昆仑山这个地方太艰苦，终年积雪不化，冰冻
三尺。房屋简陋透风露雪，缺柴少煤饭生菜冷。还说
他们的工资也不高，那么一点钱到手后，想给父母
寄些零花钱，连个邮局都找不到……出出怨气发发
牢骚而已，创业的人谁能不遇点艰难。信发出去了，
气总算出了一半，他们该干什么还照样干好。 昆仑
山日出日落，不冻泉月辉月晕，生活

依旧向前走着， 创业的日子平平淡淡又蛮富挑战
性，几个退伍兵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发牢骚的信
真的会让彭德怀元帅看到，而且他竟然牢牢地记住
了这几个脱下军装的兵。

雪后的青藏高原变得异常寂静，雪山、冰河、戈
壁都在倾听阳光的诉说。

总会有耐寒抗旱的植物可以在昆
仑山扎根的

汽车在山中的一块平地上停下， 纳赤台到了。
彭老总先后走访了砖厂、养路道班后，问同行的人：
硼砂厂在哪里？走，咱们去看看。大家已经知道了他
的心愿，便指着一个山坳里几排矮矮的泥草压顶的
小屋说，那就是硼砂厂。

彭老总踏碎地上还未完全化掉的积雪，疾步前
往。 路上，他俯身抓起一把沙土，在手心揉揉，沙土
从指缝间落下，随风而去，他身上也落了些许尘土。
他说：“这里果然干燥得很嘛，荒凉，风头也蛮厉害，
一棵草都看不到， 难怪初来乍到的战士生活不习
惯。 ”他招招手，让硼砂厂的一位领导来到他身边，
嘱咐说：想方设法种些树，树活不了，就种些草，总
会有耐寒抗旱的植物可以在昆仑山扎根的。环境慢
慢地好了，人心也就稳了！

建起不久的硼砂厂条件确实比较艰苦，真像那
几个退伍兵信上写的那样，“昆仑作墙山洞当房”，
创业难啊！彭老总看到好些工人还在临时搭起的帐
篷里作息。 他出了这个车间又进那个车间地参观，
和工人交谈，说的多是一些家常话。 他不时捧起一
把白生生的硼砂，说，这个东西可是宝贝疙瘩，稀有
矿藏，我们要搞尖端科学离不开它。他鼓励大家说，
你们是在生产像金子一样重要的东西，责任重大。

彭老总竟然过目不忘记住了他

他在一个车间和厂里几个跟班劳动的负责同
志握手时，突然眼睛一亮，愣住了：“是你呀！什么时
候到了这里？”原来这是一位转业军官，几年前在北
京举行的抗美援朝庆功会上见过彭老总，还给军委
领导汇报过自己的战斗事迹。彭老总竟然过目不忘
记住了他。

这位转业军官很激动， 在首长面前又有点拘
束， 他说：“我们是按照您的命令集体转业来高原
的。 ”彭老总说：“好嘛，你们在朝鲜战场上是英雄，
来到昆仑山创业也会成为好样的。现在西北建设急
需要人，你们肩上挑着很光荣的担子。 ”彭老总还
说：“我真没想到会在昆仑山见到你这位老战友。 ”
接着，他问起给他写信的那几个同志：“他们的思想
疙瘩解开了没有？ 眼下这里的条件确实差了点，可
你们正用双手改造它，还怕它不变吗？ 会越变越好
的。”转业军官忙说：“他们都很年轻，心血来潮就写
了那封信，我还批评了他们呢，现在他们都能安心
在这里工作。”彭老总说：“不要批评，他们反映的情
况还是真实的嘛。要教育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艰
苦的环境，先苦后甜嘛。 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锻炼
人。你们领导要给大家做出榜样，大家爱你们了，也
就爱昆仑山了！ ”

接着，彭老总说：“我想见见他们，今天我能来

到这里，就是因为他们写的那封信牵的线。 我来了
不见写信的人，情理不通嘛。 ”转业军官说：“好的，
他们也想见首长呢！ ”

“不要丢掉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这时，窗户底下有个小同志探头探脑地朝屋里
张望，转业军官对彭老总说：“他就是给你写信的其
中一个小战士，听说你来了，他就等着想和首长说
句话，可是一直不敢进来。”彭老总笑笑说：“让他拿
出写信时的那股勇气，来啊！”转业军官向那个小同
志招了招手，他就进了屋。 彭老总伸出手要和他握
手，他还有点胆怯，吐了吐舌头，直往人群里退。 彭
老总笑着说：“怎么， 害怕我？ 怕我怎么还给我写
信？ ”他像拉家常似的和小同志聊天：“你们在信上
把这里形容得很可怕嘛，连气都喘不过来，是这样
写的吗？”小同志握着首长温暖的手，很不好意思地
回答：“那是刚进山的时候， 现在已经慢慢习惯了。
我扛起一袋硼砂跑步装卸，没有一点问题了。 ”

彭老总指着堆满车间白亮亮的硼砂说：“国家
建设需要这样贵重的矿藏， 你们现在吃点苦值得。
你知道《白蛇传》里那个白娘子到昆仑山来盗灵芝
草的故事吗？说不定你们这个车间就是长灵芝草的
地方。你们的工作干出了成绩，大家都来学习取经，
那个白蛇精说不定也许会被你们吸引来取经呢！哈
哈！ ”

临别前，彭老总再次对那个小同志说：“我是国
防部长，你们是退伍军人，咱们都是兵，革命战士。
我了解你们。谁能没牢骚，谁能没怪话，说出来比憋
在心里好，发泄一下就轻松了。我理解你们的心情。
今后有什么想不通的事，还可以给我写信。但是，我
希望你们不要丢掉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再有，给
我写信的其他几个同志，今日没有见到他们，你回
去转达我向他们的问好。 ”……

几个退伍兵又给彭老总写了一封信

写完彭老总这次昆仑山之行，我的心一直无法
平静。想说的话很多很多，却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
从何说起。 大约是彭老总离开昆仑山纳赤台两年
后，我去硼砂厂采访，见到了那几个退伍的战士。他
们谁也不提当年的事。倒是那位转业的军官给我透
露了一个消息：前不久几个退伍兵又给彭老总写了
一封信， 报告他们在硼砂厂工作干出了新的成绩，
都获得了“先进工作者”荣誉。 信写好后，却不知寄
到哪里。 当时彭老总已经不是国防部长了，他到了
哪里谁也不知道。 他们只得在信封上写：北京，
彭德怀收。

几个兵坚信， 这信彭老总一定会收到的。
彭德怀的名字，谁还能不知道？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名
誉会长。 曾任总后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文学创
作一级。 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优
秀报告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等 ，多篇散文入选
中小学课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