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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湖南省散文学会、湘潭市作家协会共同发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党在我心中”主题征文活动，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文化，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

主旋律，“这是一场文学盛宴，献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字里行间是滚烫的赤子情怀，也是我们的深情礼赞。”活动组织者、湖南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刘克邦如是说。

湘江周刊特选取“红色记忆”“党在心中”“薪火相传”“时代新风”四个时代篇章中的四篇代表性作品，回眸百年征程，触摸时代脉博，感受民族复兴的荣光。

天工造物时，似乎是有意在这条山脉的半山腰中造出了

一片百亩平地，供热爱土地的凡人耕作。从地理上看，这片土

地是属于“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边缘区域。因为过于偏僻且

交通落后，原来生活在这里的近百号人，用不同的方式随着改

革的大潮搬迁到山外去了，仅留下的几户人家固守着这片沃

土，我因此成了家庭农场的主人。

从山下到山腰垂直距离近 600 米，在半山腰看山下的景致

就如天工营造的一个巨大沙盘，将绿色的小山，弯曲的河流，

如镜的水田，星罗棋布般的民房，四通八达的公路，宽阔的水

库，井然有序的街道尽收眼底——这就是石牌镇全貌。

常有亲朋来此观景，首先欣赏的便是水库。“卧龙水库”四

个白色大字清晰地镶嵌在大坝上，碧蓝而宽阔的水面常有几

叶小舟游动，群山倒影荡起阵阵涟漪。在龙山，卧龙水库就是

石牌镇的地标，是龙山人民战天斗地的见证，是当年党带领人

民义务修建 8 万余座水库的缩影，是生活和战斗在那个时代人

民的骄傲。1975 年秋，龙山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抽

调 3 万民工，以肩挑撮箕，背负笮篓（高背篓）等传统的搬运方

式，昼夜奋战，硬是人工搬走几座小山，将一座坝底近 100 米

宽、坝顶 120 多米长、垂直坝高 42 米的黄土大坝建成了。上世

纪 90 年代，由中央财政拨款 1700 万元给大坝加固，保证了下

游的安全。如今，卧龙水库集饮水、发电、养殖、旅游、灌溉于一

体，为龙山的经济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你会留意横穿整个石牌镇的猛洞河。曾经，猛洞

河泛滥成灾，田野冲毁房屋倒塌的惨剧时有发生，上游两岸的

人们，凡遇暴雨来临，无不胆战心惊。为治理水患，1978 年，一

场声势浩大的改河运动，将上游曲里拐弯的河道避开，新修出

近万米笔直的人工河道。

近几年，政府对河道的治理加大了投入，对所有支流和主

河堤进行加固，使沿河两岸的人们得以安居乐业。通过 20 倍望

远镜便可清晰地看到，加固的水泥河堤像一条条飘带，把石牌

大地点缀得多姿多彩。

紧接着你会注意到山下的交通，一条二级公路纵贯南北，无

数条村级硬化道路交织东西，公路网给地方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极

大的方便。石牌镇享有“中国百合之乡”的盛名。2011年 8月，农业

部授予石牌镇“全国一村一品（百合）示范镇”称号。石牌人正是因

为百合产业的支撑，逐步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山

下平地中的小山上，一排排，一栋栋，色彩斑斓的楼房或袒露在阳

光下，或掩映在树林中；特别是石牌镇政府所在地焕然一新的大

街小巷和分布全镇各地的百合加工厂房，加上二级公路上来往穿

梭的大小车辆，无不显示出这个山区大镇的繁荣景象。

山下已繁荣，山上在发展，政府并未因此忘记生活在山腰

的人们。在我们热爱的这片土地上，2017 年实现了农网改造；

早在 1997 年春就从翻身村联通了简易公路，并于 2019 年斥资

百万加宽硬化成规范的村道，为我的家庭农场建设和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山上山下的风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经过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果，是 960 万平方公里美丽风景的

缩影。我们相信，明天的风景会更好！

人桥
左怀文

高耸入云的昌山是湘潭县境内海拔最高的山

脉，而成长于斯、落户江西的“人桥英雄”莫崇碧，更

是人们心中仰止的高山。

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于辛丑孟春驱车前往

江西吉安，寻访红色记忆。在那栋两层楼房住宅的堂

屋正中，见到他一身戎装、挂满勋章、磊落刚毅的遗

像，浩气宛在。

1929 年 11 月 26 日，莫崇碧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

石鼓乡安乐坪一个贫苦农家。1951 年 6 月，他参加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 11 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任第 68 军 204 师 611 团 3 营 9 连 1 排 2 班机枪

射手。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机枪班副班长、代

理班长。

1953 年夏，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最后紧张阶段。为

了彻底粉碎美伪军的妄想，上级命令 68 军 3 天内必

须拿下“三八线”附近一块 48 平方公里的高地，武器

精良的李承晚伪军的王牌军“白虎团”负隅顽抗。7 月

13 日晚 10 时整，总攻令下达，炮袭后发起了迅猛的

冲锋，胜利在望时，我军前进的道路却被敌人的机

枪、暗堡和两道高大的铁丝网阻挡封锁。

在这关键时刻，莫崇碧毅然作出了一个意想不

到的决定——架起“人桥”，让部队突破铁丝网。他先

后两次卧伏在密布锋利针棘的铁丝网上，让战友踩

着自己的身躯前进，全身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尔后，他临危不惧，竭尽全力爬到暗堡侧面，将

爆破筒插了进去，只听一声巨响，暗堡炸掉了。战友

们勇猛地冲向敌阵，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终获全胜。

这一战役的胜利，在抗美援朝战斗中意义重大，

12天后的 7月 27日，美军被迫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

字。他所带领的机枪班荣立集体一等功，他个人荣立

二等功。庆功大会上，彭德怀总司令给他颁发了立功

证书和勋章，金日成主席亲自给他佩戴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勋章。

电影艺术家们将这震惊世界的奇袭白虎团战役

搬上了银幕，莫崇碧的“人桥英雄”壮举，成为了志愿

军英烈的突出典型之一，传遍千家万户。

朝鲜停战后，他随部队回国。1956 年 4 月复员

后，本可享受政府相应优待，他却毅然选择回到老家

湘潭从事农业生产。次年 7 月，他带着新婚妻子赵修

贤投入到井冈山革命老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

1961 年 8 月，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他主动

申请下放到当时的江西省吉安县九龙垦殖场大园村

万坑组安家落户，正式成为了一名庄稼汉，一家人挤

在杉木皮盖的简陋潮湿的土砖房子里，过着捉襟见肘

的清贫生活。他经历了许多艰辛，却始终坚持“有一块

薄田，男耕女织，春种秋收，一家人和和睦睦足矣”和

“决不给党和政府添麻烦”的初衷，从不向党和政府伸

手要官、要名、要待遇。他如家乡的隐桥，承载使命，默

默奉献，不图回报。

“历史成为过去，成绩不代表现在。共产党员要

有正确的名利观，要不断有所作为，吃老本，不立新

功，就没有出息。”他告诉自己，虽已年老体弱，但活

一天就要奉献一天，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

在当地群众心目中，莫老几十年来，隐功也罢，

出名也好，原本就是个大好人。乡里有一条通往新余

市的路，是北部几个山村与县外发展“边贸”和进出圩

镇集市的要道，路况很差，给乡亲们带来诸多不便。修

路攻坚战中，他成为了沟通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

开山放炮有险情，他一马当先，“我是军人，我来。”路

修通了，致富的大门打开了，他又投身到新的战场。带

头搞起家庭种养业，带领村民兴修水利，修桥补路、接

济孤老、救落水少年、当校外辅导员……一桩桩，一件

件，数不胜数。他践行的是初心，肩负的是使命，撑起

的是一片天空。

自从扬名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坚持经

常到省内外机关、学校、厂矿和部队进行革命传统和

爱国主义教育。

2010 年 5 月，他疾病缠身，病情日趋恶化。弥留

之际，他一再叮嘱儿女们，将他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压箱底”宝贝——5 本荣誉证书和 4 枚军功章捐赠

给国家：“党给了我很高的荣誉，给了我无数的关怀，

我没有什么回报给国家，只有把军功章捐献出来。”9

月 16 日晚，莫老与世长辞，享年 82 岁。数百名干部群

众冒雨相送老英雄，孰知脸上是雨还是泪。

莫老默默地奉献了一生，血与火、生与死为他铸

就忠魂。英雄壮举彪炳史册，精神情怀跨越时空。

段敏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是一位性格温顺的老人。她待人

宽厚，极少生气，而她为数不多的几次愠怒，都是因为一

张照片引发的。

这张照片拍摄于 1959 年，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回到

阔别 32 年的故乡韶山时与乡亲们在故居前的合影。主席

右手边的第三位就是时任韶山招待所的所长赵伯秋——

他，就是我的外公。每当外婆拿出这张照片仔细端详时，

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照片，伤感地说：“我这辈子最

大的遗憾，就是没见着毛主席啊，就差一天，就一天呀！”

这个让外婆懊悔了半辈子的一天，就是 1959 年 6 月

24 日。那天，好几个月没回娘家的外婆正欢欢喜喜地收

拾着行李，却见坐在桌前的外公定定地望着她一言不发，

蜡黄的手指夹着一根快燃尽的香烟。外婆没往深处想，刚

想安慰丈夫几句，只见他忽地站起来，一把掐掉手中的香

烟，说：“注意安全！我不送你了。”说罢，头也不回地出了

房门。

就这样，外婆一个人坐上了回娘家的汽车。她怎么也

想不到，就在她离开的第二天，韶山便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

人——毛泽东。小小的韶山冲沸腾了。每一位见到毛主席的

乡亲都难掩心中的激动与骄傲，他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

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我们的主席，我们的亲人，回来了！

外婆坐不住了，收拾了行李便往家里赶。还没进家

门，外婆便被邻居街坊团团围住。他们一边眉飞色舞地讲

述他们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一边也为外婆的错过而惋惜。

外婆几乎是一路哭着冲进家门，见到外公，她气得浑身发

抖：“毛主席要回故乡，你肯定是提前知道的。你就不能透

一点信？你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我走……”说罢，外婆便

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任谁也劝不住。

过了良久，看着蹲在地上呜咽的外婆，外公开口了：

“不是不想告诉你，可我是共产党员，我的工作要求我遵

守纪律，保守秘密。工作上的事，不该讲的不要讲，不该问

的不要问，不该看的不要看。毛主席回来我不会透信，其

他人来，我也不会透信。这是共产党员的党性！”

我一直不知道后来外公用了什么办法把外婆哄好

了，直到我看到了照片里的舅舅们和妈妈陪着外公外婆

一边笑着一边渐渐长大。我突然发现，每一次照相，外公

都特意将地点选在了毛主席故居。能在主席曾经站过的

地方留下记忆，应该是外公为弥补外婆的遗憾所能做的

最大的补偿吧。

时至今日，外公 、外 婆 离 开 我 们 二 十 余 年 了 。这 七

千多个日子，让亲人们的音容相貌和生活的点滴在我

的 脑 海 里 渐 渐 消 逝 、模 糊 。可 幸 运 的 我 还 是 穿 过 了 时

光的缝隙，紧紧地握住一些让我可以铭记和回味一生

的瞬息。

有人问：活在这个和平年代，一个普通的共产

党员的党性应该是怎样的呢？我想，我的外公已经

用自己的言行回答了这个问题：党性，

就是共产党员的立德、立言、立行；党

性，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党性，就

是脚下有泥土，心中有信念。

外
婆
的
遗
憾

党
在
心
中

刘泽达

为了探寻共和国烈士陈树湘的

生平事迹，在一个冬阳灿烂的日子，

我从长沙县城星沙乘公交车来到长

沙县福临镇的陈树湘烈士故居。

一座十分简朴的江南乡村民居：

土砖为墙，茅草当瓦。此刻，温暖的冬

阳普照万物，绿水青山的长沙县乡村

一派幸福祥和。而这一切，正是无数

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瞻仰

那一幅幅烈士生平事迹的图片，无限

感慨涌上心头：这是多么崇高的革命

精神！

1934 年 11 月 28 日拂晓，中央红

军 决 定 西 渡 湘 江 ，突 破 几 十 万 敌 军

“铁桶围剿”，实行战略大转移。生死

存亡之间，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十四师

陈树湘部队担任后卫师掩护中央机

关和红军主力渡江，震惊中外的渡江

战役全面打响。他们用血肉之躯铸成

一条敌人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阻击

十几倍于己的敌军，实现“为苏维埃

政府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信念，掩护

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

红五军团红三十四师在湘江一

战中，6000 多名红军将士在敌机盘旋

炮声震天枪弹横飞的战场上越战越

勇，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

赞歌。

腹部中弹受重伤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

为掩护战友撤退不幸被俘，被敌人用担架抬着去

道县县城领赏，敌兵们心里窃喜，他们押送的是

一位“红军大官”，邀功发财的机会让这伙敌兵得

意忘形。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师长，趁敌人一个

疏忽，猛地侧身，用自己的手打开腹部伤口，掏出

大肠，用尽全身力气绞断，壮烈牺牲在湖南道县

的驷马桥畔。这伙敌人被眼前一幕震得目瞪口

呆，他们残忍地割下烈士头颅，悬挂在长沙城门

外示众，长沙民众无不恸情而悼这位赤胆忠心的

红军烈士。

青山隐痛，绿水含泪。管理烈士故居的是一

位年过六旬的长沙老爹，他说陈师长出生在这

里，这位“春伢子”是他们家乡福临镇的骄傲。

时光回到解放前，一位叫陈树春的小男孩出

生在长沙县福临铺枫树湾村一普通贫民家庭。5

岁时，母亲因病逝世，家道中落；9 岁随父离乡谋

生，到长沙市小吴门外种菜卖菜。有一次，小树春

挑着一担菜在街上卖，正巧碰上了从清水塘出来

买菜的毛泽东。见这么小的一个农家孩子站在凛

冽的寒风中卖菜，毛泽东恻隐之心骤起，就多给

了一把菜钱，而陈树春却坚持不要。身为中共湖

南支部湘区委员会负责人的毛泽东当时无限感

慨：多么善良诚实的农家子弟！

此后，小树春成了毛泽东家的客人，他常常

把新鲜的瓜果蔬菜送到离小吴门不远的清水塘

毛杨之家。杨开慧也十分喜爱这个从长沙县来的

小老乡，闲时教他读书习字。毛泽东从闲聊中得

知陈树春凄苦身世后，为小树春改名叫陈树湘，

意为让春天发芽的树长成湘江边上一棵参天大

树。“你以后就要为老百姓打天下，让老百姓不受

欺负和压迫，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这位讲解陈树湘故事的长沙老爹爹满含热

泪，说春伢子投身革命队伍后，又在滕代远和周

以粟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普通一兵成

长为红军高级指战员，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成为一

名令敌军闻风丧胆的红军英雄，牺牲时年仅 29

岁。大家纷纷走近这位骁勇善战的红军师长塑像

前，鞠躬行礼，缅怀先烈为国尽忠的崇高品质。

步出烈士故居，福临镇沐浴在初冬和煦温馨

的阳光下。不远处的影珠山巍然耸立天际，清澈

如镜的麻林河在快乐流淌。天下老百姓的日子越

过越好了，许许多多的烈士夙愿也已实现。

陈树湘烈士牺牲前没有子嗣，一位幸存战友

的孙子“小小”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歌敬献给

他的“陈爷爷”。洁白的石碑铭刻着后人对这位红

军师长无尽的缅怀之情。陈

树湘牺牲后，有无数像“小

小”这样的孩子，他们络绎

不绝来到烈士故居膽仰，来

到烈士纪念广场感受“陈爷

爷”崇高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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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山下的风景
时代新风 薪火相传

大印

我从娘胎中生出来，从未离开过这条大山脉。这里山上山

下，五十多年的日月变迁，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一幅幅木刻，

深深地印在脑际。

这条山脉地处湘西龙山县境内，叫大灵山，绵延 20公里，其

磅礴的气势和海拔高度雄踞湘西山脉之首。紧邻的万宝峰西北

方向直线距离不到 2000米就是澧水之源。天工在澧水源头的南

边造出了一块高山盆地，山界人以盆地为中心而居，古时地名叫

黄连坪，新中国成立后叫翻身村。该村隶属大安乡管辖，全村平

均海拔 1400米左右，是龙山县境内名副其实的偏远高寒村。

一条东西走向的百年古道，从山脚蛇一样地爬行到山顶，

成了山上山下唯一的通道。20 年前，山界人所用的油盐酱醋，

都要通过人们行走这条古道从山下肩挑背负到山上，赶一趟

集，来回 20 多公里的山路。那些汗流浃背的日子，让“山上何时

能通一条公路”成了几代人的梦想。路，也成了山界治穷的第

一大难题。

1988 年冬，翻身村党支部决定带领全村村民利用农闲之

时义务修路，历时三个冬天，一条长 13 公里的简易公路在人们

挥舞着锄头加铁锤与钢钎的敲打中开通了。

有了路，就有了希望。1996 年，翻身村村民们在政府的引

导下开始尝试种植烤烟。当片片金叶换成一张张钞票的时候，

脱贫致富之路从此展开在山界人的眼前。1998 年，在翻身村党

支部的再次努力下，县电力公司将三条高压线翻山越岭拉进

了村，山界黑灯瞎火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有了电，家用电器、

通讯设施随即跟进，从此，闭塞的山界紧追着时代的步伐，在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政府在扶持烤烟种植上的力度不断加大，并不遗余力地

为村民治穷脱贫创造条件，翻身村党支部抓住机遇，依据得天

独厚的自然优势，带领村民，不断地对生产技术进行探索，对

烘烤设备进行改造，帮助烟农整合土地向规模发展，不到十年

时间，该村成为全州最大的烟草种植村。于是，简易道路得以

硬化，农网改造全面实施，沟堤得以浚通，一个贫穷落后的老

山界焕然一新。

精准扶贫的深入，使山界更是锦上添花。在南北长 5 公里

余、东西宽 1 公里余的山顶盆地中，机耕道纵横交错；主干道路

面加宽硬化成为规范的村级公路；延伸至周边各组实现了道

路硬化户户通；全县第二大村部建筑造型新颖别致，鲜明的土

家特色水乳交融地把古朴与现代文明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

道特别的风景。

翻身村，一个形象且富有梦想的村名，20 多年来，村民的

生产、生活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身——全村 208 户人家，现已

有小车 140 多台，货车 20 多辆，三轮和两轮摩托车几乎每户都

有，三分之二的人家城里有房，网络已实现了全村覆盖。

更具魅力的风景是 2020 年开工的风力发电工程，20 台机

组如擎天柱一般横空出世，撑起了山界的一片蓝天，它将与万

宝峰联成一体，依托澧水源头的自然资源，为山界日后的旅游

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山上

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