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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群

2019 年 9 月 14 日，我走进延安枣园党的“七

大”会址，在会址的墙上挂着一份很大的座次表，

在上面，我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张兰明。

父亲 1917 年 5 月出生在山西省洪洞县，1937

年 5 月参加革命，1940 年 4 月入党。2014 年 7 月 13

日，98 岁的父亲逝世。临终前，他反复对我说，他一

生中最难忘、最珍惜的日子就是光荣地出席了党

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多次跟我讲过参加“七

大”的一些往事。

父亲是作为一名基层代表参加的“七大”，因

为他是战斗英雄。“百团大战”时父亲是指导员，带

着敢死队冲锋，弹片炸进小腿里，简单地包扎了伤

口又冲上去了。连长牺牲了，负伤的父亲把 20 多名

共产党员战士组织起来，硬是把鬼子消灭了。

1943 年，党准备召开“七大”，分散在全国各根

据地的党代表都要到延安。而父亲所在第八分区

是一些根据地到延安的必经之路。为了确保“七

大”代表到延安万无一失，分区把总兵站升为团级

机构，把在四团任指导员的父亲，破格升为总兵站

政委。多次与敌人交火，八分区总兵站出色完成护送“七大”

代表到延安的艰巨任务。

晋绥根据地（军区、边区、分局）出席“七大”的代表 44 人，

贺龙为团长。八分区部队和地方代表 3 人，司令员兼政委、地委

书记罗贵波是一位，父亲是军队代表。罗司令员先期已到了延

安，父亲是 1945 年 2 月 10 日离开兵站，步行去延安的。

到延安后，晋绥代表团安排住在陕甘宁边区经委院子里。

同住的一位陕北籍的同志告诉父亲，陈云同志住在这个院子

里。会议期间，父亲经常见到陈云同志，他每次都十分和蔼地

和父亲打招呼。

晋绥代表团的代表基本到齐后，离开会还有一个多月。这

段时间，代表们的任务是学习。全团分 5 个小组，讨论的文件一

部分是毛主席的文章、讲话，另一部分是王明等人的讲话、文

章。认真一对照，长期在战斗一线的父亲吓了一跳，原来党内

还存在着这么激烈的路线斗争。有些老红军代表们讨论发言

特别积极，用大量的事实控诉王明“左”倾路线的巨大危害。

“七大”期间，由于晋绥代表团住得较远，专门为代表们配

备了一辆大卡车。每次开会，或者参加集体活动，贺老总坐在

副驾驶位置，其余同志都站在卡车上。“七大”的伙食安排得不

错，“南泥湾”为代表的陕甘宁大生产开展以后，边区的物资大

大丰富，吃饭是四菜一汤，其中有一个荤菜。开大会的时候，他

们在杨家岭中央礼堂附近的一个食堂开餐，六菜一汤，有 3 样

荤菜，其中有一大盆扣肉。

会议期间，纪律严明，不准随便外出。文艺节目安排了两

次，一次是开幕前，看了话剧《雷雨》，戏里的道具，让代表们大

开眼界。第二天吃早饭时，罗贵波司令员（1957 年 10 月任外交

部副部长）对父亲说：“我也没有见过高跟鞋。”第二次是闭幕

那天晚上，演出的是歌剧《白毛女》。会议期间，还为代表们放

了几次电影，都是无声的。

父亲动情回忆党的“七大”盛况。他说大会场设在杨家岭

中央礼堂，主席台的墙上挂着两面党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

大幅画像挂在旗帜中间。主席台上有一个简陋的讲台和几张

桌子，还有 5 张木椅子。坐在主席台上是后来七届一中全会选

出的 5 位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即

“五大书记”）。台下摆着几十排长长的木条椅，是代表们的席

位。贺龙同志等中央首长坐前排，其余按代表团分席位，晋绥

代表团坐在中间偏后的位置上。

1945 年 4 月 23 日日下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庄严的

《国际歌》歌声中开幕，毛主席致开幕词。第二天，毛主席在大

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父亲记得非常清楚，毛主席在作报告时，没有按稿子念。

事先，每人已发了一份《论联合政府》的讨论稿。毛主席说：详

细内容，就不讲了。他还反复说，全党的事全党办。他那天脱开

稿子讲的内容很多。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用的时间较长，大会决定由下而上

提名，父亲所在小组里提了罗贵波的名，不少代表也只提自己

认识的领导的名字，来自 19 个根据地的 19 个代表团，一下子

提了好几百个名字。这个时候，毛主席出来做工作，“承认山

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那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在这时公开提

出来的。第二次提名，名单就集中了一些。经过三下三上，第三

次提名就更集中了，共有 90 余人，从中选出 77 人。

在这段时间，毛主席特别强调要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在

选举中，大家都不愿意选王明以及跟他犯过错误的同志，经过

毛主席的耐心工作，在投票中照顾了各个方面，使党的“七大”

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6 月 11 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毛主席在会上

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大会执行主席彭德怀宣布“七大”

胜利闭幕。会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第二天，父亲便怀着打败

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的激情，返回了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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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旗帜
——我身边老共产党员的青春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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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东源 （湖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省推

出大型文艺晚会《百年正青春》，这是继大型史

诗性歌舞剧《大地颂歌》后，我省推出的又一部

有高度、有力度、有深度、有维度、有温度的炽

热、暖心的重大文艺作品。

晚会的成功在于把握好了一个“大”字。

突出大主题。整台晚会主题鲜明，用青春

礼赞中国共产党辉煌百年。中国共产党人的青

春是什么？《百年正青春》告诉我们：共产党人，

只有为人民谋福利，才能青春永驻。抒发大情

怀。对共产党人而言，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

政德。《百年正青春》每个环节、每个节目都突

出党执政为民的伟大情怀。讲述大人物。用讲

故事的手法，讲述我党历史上湘籍重要人物和

事件，手法大胆 、前卫，尤其是紧贴青年人审

美，是该部作品的最大看点。展示大湖湘。历史

的、人文的；人物正面的、反面的；屈辱的、欣慰

的；成功的、失败的，全方位展示湖湘英豪杰出

的壮美场景。

创意大格局。整台晚会所展示的内容既是

湖南的，又是中国的。所展示的内容站在党的

百年发展史上，角度高，格局大。毛泽东、杨开

慧、左权等素材的选用很得体，让观众信服。设

计大结构。用紧贴时代的舞台语言，艺术性地

再现历史，实现超越时空的百年穿越，震撼人

心。

舞美大视觉。这次舞美用对了舞美大师高

广建。音乐大线条。民歌和地域音乐素材得到灵

活运用，注重交响性和时代性，大气蓬勃。动用

大队伍，上千人同台。运作大手笔。整场晚会共

有 48 段音乐、33 段舞蹈、37 幕场景，制作服装

2862 套，道具 300 多种 4000 多件，可以说是鸿篇

巨制。

实现了五个突破。主旋律题材创作演出整

体水平上有新的突破。重点人物刻画上有新突

破。舞美视觉造型上有新的突破。音乐表现形

式上有新的突破。敢于起用新人，在用人上有

突破。

当然 ，《百年正青春》也还存在提升的空

间。整台晚会时间跨度 100 年，故事多、人物多、

场景多、引用的素材多，要把所有的故事讲好，

讲清楚，讲得感人，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整部

作品的呈现，统一性还有待提升。

鲁迅曾经说：文艺是国民精神的光，它总

是不经意地表现出国民精神的状态。《百年正

青春》是我省近年来文艺创作坚守民族性的成

功，是原创文艺作品民族性的理性回归。

湖南的文艺作品要有“湘”味，有“辣”味，

要体现“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南人的

独特个性，用湖南民歌，这招很灵。《百年正青

春》里，长沙弹词《潇湘神韵》得到成功运用。要

把这些优秀民歌传承给我们的后人，重大晚会

一定要多用，要毫不迟疑地用。

文艺作品不在多，在于精。仅从产量来说，

全国一片文艺繁荣景象，但真正具有史诗性和

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不多。令人欣慰的是，我

们看到了《大地颂歌》和《百年正青春》，来之不

易。

湘江观潮 宏大作品献礼“百年大党”

常德石门南北镇薛家村，海拔 1200 多米，

素有“九分山，半分水，半分田”之称。这片贫瘠

的土壤，曾是一片红色沃土。

薛家村的六塔山上，有一片烈士陵。一块

硕大的石碑上，书写着鲜红的六个大字——祖

国不会忘记。

91 年前的那段悲壮历史，已经深深地刻写

在青山间。

1930 年 5 月，乘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主力实

施东征、暂时离开湘鄂边之际，当地白匪头子

率领数百人，偷袭泥沙苏维埃区政府。

农会主席彭金堂被捕，一支由红军骨干武

装起来的游击队，负责执行营救任务。

当他们赶往长梯隘，彭金堂早已遇难，遗

体被悬吊在操场旁一棵大树上示众。

双方在长梯隘一带展开激战。

敌人集中火力，疯狂地逼向红军。敌众我

寡，红军只能且战且退，被逼上剪刀峡绝境。

弹尽粮绝，68 名红军战士纷纷从剪刀峡顶

纵身跃下。

1931 年春，当地人发现，原本光洁透亮的

剪刀峡崖壁中心凸起处，比往年多出了一团怒

放如火的映山红。

有人说，那是“红军魂”。

“感觉他并没有走，还一直在我们身

边。”木匠简发成说。

王新法曾在他家一楼一间房子借住七

个多月。

2017 年 2 月 23 日，王新法在简发成家

突然晕倒，没有再醒来。

王新法走了，一股无形的力量，依然还

在。

2017 年 3 月 11 日傍晚，简发成接到村

民杨来传的求援电话。

“我老母离开家，已经有一天了，还没

有回来。”杨来传焦急不已。

当夜，全体村民打着手电，杵着竹棍沿

山寻找，通宵未果。

12 日凌晨，村委会又通过广播，发动

所有村民进山搜救！

下午 4 点多，在一片湿漉漉的原始丛

林中，终于发现躺在地上呻吟的孟老太。

村民们赶紧轮流将老人背下山，紧急

送往当地卫生院抢救。

当年，王新法在剪刀峡谷，寻找红军

魂，将一个村子的红色基因唤醒。

如今，这份红色基因，成为了全村人的

精神支撑。

薛家村山林面积大，距离县城远，远水

救不了近火。2017 年 10 月，石门消防决定

在薛家村设立一个微型消防站。

消防站需要在当地招募、培训一批灭

火志愿者。简发成积极报名。

学习王新法精神的积极分子、王新法

生前组建的“与民共富军人团队”成员等

30 多人都成了志愿消防队员。

志愿消防队是薛家村的“119”，还是村

民随喊随到的“110”。

王新法替薛家村找到了一个村子的信

仰。这股力量，无形，但坚定。它如同一根

绳，将薛家村的村民紧紧地聚在一起，也将

一个个在外乡打工的年轻人拉回薛家村。

薛家村，曾一度成为一个空心村。80%

以上的年轻人都在外打工。

年轻人走了，村子老了。长大的孩子，

又不断地离开村子。

2014 年，张言丽从邻村潘坪嫁到薛家

村。婚后，夫妻两人外出打工，月收入上万元。

2014 年底，她和丈夫回乡过年，王新

法将返乡的薛家村年轻人召集在一起开

会，鼓励他们多为家乡作贡献。

王新法去世后，张言丽时常想起他曾

经说过的一句话：你们年轻人都走了，薛家

村谁来建设？

终于，她决定回家。她找到薛家村村支

两委，不久，成为王新法纪念馆讲解员。

一次次讲述王新法的故事，一次次接

触他曾经用过的物件，张言丽感到，选择归

来，她做对了。

2019 年，张言丽加入“王新法民兵突

击排”。2020 年，她通过自学考试，被湖南

农业大学大专班旅游专业录取。

“我想，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我们释

放出各自的内生动力，为薛家村的幸福生

活添砖加瓦！”张言丽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回归。

覃正勇转让在广东的公司，回到薛家

村。

田祥雄放弃外出打工，选择回家创业。

……

如今，有 20 多名年轻人回到生养他们

的家乡。

一股无形但强大的力量，将一颗颗心

紧紧地拴在一起。

王新法的女儿——王婷也回到了薛家

村。她将父亲曾经佩戴在胸前的“为人民服

务”的徽章，戴在了自己身上。

“爸，您扛的这面大旗太重了，我不知

道自己能否扛得起来，但是我会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在父亲的坟前，王婷许诺。

发展有机茶产业，关爱留守儿童……

她奔走在父亲曾经日夜奔忙的大山里，继

续着他未竟的事业。

唐代韩愈曾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

士。”

无论是石门剪刀峡的红军魂，还是河

北燕赵义士的英雄气，都凝聚成为整个村

子无形却坚定的力量！

这股力量，开山劈路，垦荒植绿。

1600 多亩生态茶园绿意葱茏，“名誉

村长”有机茶走出大山；“新法隧道”与峡河

道路，将下河片与村中心连成一片……

山村正在悄然巨变！贫困的魔咒终于

解除，薛家村成为了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

村镇、湖南省文化和旅游扶贫示范村，并入

选第一批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国

家级森林乡村名录。

村 民 的 年 收 入 大 幅 增 长 ，从 2014 年

的 4000 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10000 元。曾是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的 村 民 彭 礼 杰 ，承 包 茶

园、开办民宿，年收入增长到如今的 12 万

多元。

“住新房、开新车，以前，这些我想都不

敢想。是王大哥给了我们敢想的勇气，更给

了我们敢干的力量！”彭礼杰说。

高山之上的薛家村，正铆足了劲，积蓄

生长的新能量。

薛家村人相信，六塔山上的 68 名红军

烈士，还有扶贫楷模王新法，他们都看见了

整个村子的变化。

看，那满山盛开的映山红，不仅仅是红

军魂，还是他们欣慰的微笑……

红军魂，如花静悄悄地怒放在剪刀

峡。80 多年后，跳崖的红军才终于得以

安顿。

带他们回家的，是一名退伍军人，

他叫王新法，河北人。

听着红色革命故事长大的王新法，

走上了一条红色的路。

1969 年 12 月，他参军入伍。1973 年

12 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

年，他转业到石家庄市公安局。

退休后，他前往贵州、湖南等地，寻

找贫困村，志愿扶贫。2013 年 7 月，他来

到薛家村，第一次听到 68 名红军英勇

跳崖的故事，震撼不已。当得知跳崖的

红军烈士至今都没有“回家”，而是草草

掩埋在乱坟岗，他流下了泪水。

他决定留下来，并成为薛家村的

“名誉村长”。

他干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接英

雄回家。

他拿出全部积蓄，在六塔山修建

“山河圆”烈士陵园。

男人们上山开荒树碑，妇女们在家

绣制覆棺的五星红旗。

漆匠们加入进来，为小棺木涂上土

家人自制的山漆。

石匠们主动请缨，雕刻青石墓碑。

缝制红旗的一捆捆红绸布、一捆捆

黄绸布、一卷卷红丝线，将薛家村全村

人的心都紧紧地拢在一起。

2014 年 3 月 31 日清晨，六塔山上，

覆盖着五星红旗的 68 名跳崖烈士遗骸

终于得以安葬。

除了“张大壮”“徐老幺”，更多的

人，没有名字。王新法只得请人在碑石

上刻着：无名。

在接英烈回家的仪式上，王新法饱

含泪水，深情地说：“长眠在这里的红军

烈士，是我坚守薛家村扶贫的精神支

柱，也是乡亲们拔掉穷根、过上好日子

的精神寄托！”

白天，他翻山越岭，深入调研。晚

上，他点亮不眠夜灯，绘制规划蓝图。

薛家村要开发，可是有限的土地被

四处分布的坟冢分割得支离破碎。王新

法在薛家村建起“万古流芳园”，倡导薛

家村人集中安葬，并倡导村民对原有的

坟冢进行迁坟。

89 岁 的 抗 战 老 兵 龚 万 能 弥 留 之

际，要来纸笔，留下遗言：死后上六塔

山，多留一块地给薛家后代，并在遗言

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开发薛家河旅游项目，需要迁坟，5

位村民二话没说，签字同意。

2014 年 11 月 30 日，薛家村祖坟集

中安葬大行动全面启动。

一辆辆三轮车，装着小棺木，奔向

六塔山。

短短 19 天里，村民们将 71 座祖坟

迁上六塔山。

贫困曾像魔咒一样困扰着薛家村，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路不通。

薛 家 村 海 拔 1200 多 米 ，山 高 ，路

陡。世世代代的山里人，靠砍刀在大山

里砍出一条路，靠骡马在山壁上踩出一

条路。

王新法决定在大山里开出一条致

富路，击碎这千百年来困扰大山的贫困

枷锁。

下河公路修建进入最艰难的时期，

沿线到处是悬崖峭壁，有上万方岩石需

要打钻爆破，危险重重。

2014年 10月的一天，王新法召集村

民开会。他摊开一张纸，拿出生死状：“如

出现不测，绝不给他人添责，特立此嘱。”

在生死状上，他写下自己的名字，

并按上红手印。

生死状上，村民们签名，并按下红

手印。

共产党员曾德平。

共产党员贺文清。

村民鲁贺成接过笔。

村民唐弟育将笔又接了过去。

村民田凤兰签上名。

村民曾德凤按下红手印……

17 个鲜红手印，17 份血色承诺！

这份红，与薛家村映山红的红是一

样的红，与红军魂的红，是一样的红！

整个下河公路，村民投入义务工

3000 多个。拓宽村道 10 多公里，修建山

道 5 公里，把通组道路修到了 30 多户村

民的家门口；加固河道，架起 6 座桥梁；

爬山越岭，铺设管道引来山泉水，修建

蓄水池，解决 6 组 20 余户人家的安全饮

水问题，同步解决 100 多亩茶园的灌溉

问题……

生态茶园的春茶还来不及采摘，

2017 年 2 月 23 日下午 3 时许，王新法突

发心梗……

王新法的遗体从石门县城运回薛

家村，沿途 130 公里，各乡的村民们在

路边自发摆放花圈横幅。

10 个乡镇，100 多个村庄，村民们

站在路边，送王新法回家！

家，就在六塔山上的山河圆。

高山上，映山红一簇簇、一片片，怒

放在六塔山谷。这些花，为 68 名红军盛

开，也为“名誉村长”王新法而开。

徐虹雨

二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