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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国栋

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
下，奋斗在改革春风中，迈向了发
展新时代，也算是祖国的同龄
人。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之际，回眸国家建设，
回忆往昔经历，回味自己成长，心
潮澎湃，激动万分。从上小学、中
学、中专、大专，感受着社会主义
祖国的关爱、温暖和福利，是国家
把自己培养成人；从加入少先队、
共青团、共产党组织，沐浴着党的
灿烂光辉，是党引领方向，与共和
国一起成长；从服兵役到參加工
作，从教育战线教书育人到创办
我市第一所高等学校——运城师
范专科学校。感思践悟，真正把
自己融入大运城蓬勃发展的热潮
中，投身到火热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为运城经济和社会发展奉献
自己的力量，作出自己的贡献。

经济要发展，规划要先行。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作的需要，
我参与了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的编制工作，(自“八五“规划到
十ー五＂规划)，以及运城空港经
济区“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经
历了一系列重大项目的综合规划
编制工作，如运城机场，黄河金三
角区域发展规划，运城粮棉基地
建设规划，铁路、公路发展规划，
通信建设项目的发展规划，以及
大运经济带的发展规划等，这些
规划与论文多数被评为省市的优
秀论文奖，有的由山西出版社收
录出版。

发展要提速，交通是基础。在
市委、市政府和委领导的直接领
导下，自己参与了运城重大项目
的立项工作，如运城机场、多条高
速公路立项，像运三、运风、侯运、
环城高速，特别是闻济高速，连接
河南济源市，多次与河南省发改
委、交通厅沟通，并与有关领导赶
赴湖南长沙，在全国公路规划会
议期间，争取闻济高速落实到位。
还有运稷一级路、河运一级路、侯
禹高速、新、稷、河高速连接线等
项目，南同蒲铁路改造工程、县乡

公路改造和村村通油路建设工
程、通信项目等。多次与有关领导
同志到国家友改委、铁道部、交通
部，省政府、省发改委、省交通厅
等部门，争取资金上大项目。推动
我市的交通立体化网络建设走在
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通过参加我市中长期规划工
作与重大项目的立项工作，锻造
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了
自己的业务工作能力，结出了一
项项工作硕果。党组织也给了自
己很高的荣誉，市委、市政府先
后给予了“优秀共产党员”“先
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称号，
并荣立省二等功和市二等功各一
次。

一路走来，亲眼见证了运城
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进程，亲自
参与了运城交通突飞猛进高速发
展的时代进程。

如今退休了，但退休不褪军
人底色，退休不褪党员成色，我们
要紧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老而弥坚，永葆青春，努力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再作贡献。

我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邵希舟

岁月悠悠，时光荏苒，
回眸当兵，整五十年。

一九六九，春节刚完，
千名青年，奔赴皖南。

珍宝岛上，硝烟弥漫，
穿上军装，准备参战。

火车闷罐，麦秸铺垫，
人挤着人，肩并着肩。

解手尿罐，臭味熏天，
两天两夜，到一小站。

背起行囊，野营拉练，
每天百里，血泡连连。

途中就餐，米饭夹生，
饭多菜少，狼吞虎咽。

导弹基地，向我召唤，
深山老林，一片茫然。

二炮部队，刚刚组建，
艰苦环境，锤炼儿男。

热血沸腾，豪气冲天，
茅屋扎寨，立下誓言：

保卫祖国，甘于奉献，
强我国防，吃苦在先!

岩石凿洞，流血流汗，

导弹筑巢，何惧艰难?
沙场练兵，神箭威严，

大漠深处，捷报频传。
壮我军威，扬眉舒展，

敌人闻讯，心惊胆战。
为国为民，家撇一边，

夫妻分居，儿女不见。
荣立军功，奖章闪闪；

家属孩子，有她一半。
有人牺牲，有人伤残，

留下美名，人民称赞。
官兵一致，亲密无间，

兄弟战友，无话不谈。
团结友爱，共苦同甘，

离队之日，热泪两串。
脱下军装，转业复员，

回到地方，各条战线。
名利不计，本色不变，

勤勤恳恳，埋头苦干。
珍惜荣誉，传统再现，

强国富民，阔步向前。
二零一九，古稀重见，

回忆往事，无悔无怨。
战友情深，互帮互勉，

展望明天，健康平安!

半个世纪的追忆
——参军五十周年抒怀

□李宏学

从小到大听到的故事有很
多，但能让我掉泪的屈指可数。
今年4月中旬，在八路军太行纪念
馆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不只是
让我流了泪，我看见几位同伴和
周围听讲者的眼睛也都湿润了。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建在武乡
县城，给我们讲解的是一位中年
女同志。她在讲到抗日战争中八
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左权将军
时，声情并茂地引述了这样一个
故事：“1942 年 5 月，日本侵略军
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
荡。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指挥
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
军总部机关突围转移，在山西省
辽县十字岭突围战斗中，左权被
日军炮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年
仅 37 岁。当时，朱德总司令怕左
权的母亲受不了失去儿子的打
击，便决定暂时先不通知左权的
母亲。朱老总还安排人每个月都
以左权的名义，给左权母亲寄些
生活费回去，一直到1949年。

左权的家乡在湖南省醴陵
县。1949 年 7 月，60 万解放军分
东、中、西三条路线向湖南挺进。
突然，四野第 40 军军长罗舜初接
到朱德总司令下达的一个命令，
命令40军即刻绕道前往醴陵县黄
茅岭村一户农家门口。随后，二
野第13军军长周希汉也接到同样
的命令：如情况允许，请绕道前往
黄茅岭村。解放军到达黄茅岭村
后，战士们每遇到一个乡亲就问：

“左权的家在哪里？”一个名叫左
丽君的小女孩把大军带到了左权
家门口。

久病卧床的左权母亲战战巍
巍地走出来，只听一声口令：立
正，敬礼。在场的全体解放军将
士向左权的母亲致以崇高的敬
意。场面是那么庄重威严，感人
肺腑。

左权和母亲的感情是很深
的。他一岁半丧父，是母亲含辛
茹苦把他抚养成人。1924 年，19
岁的左权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
埔第一期学员。

不久，好学努力的左权又考
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1930 年从苏联回来后，左权忙于
工作，没有时间回家看望母亲，就
写了一封信给母亲，信中说要全
力为革命作贡献，恐怕十年之内
不能回家看望她。母亲收到了儿
子的信，虽然心里舍不得，但想到
儿子的事业，她还是决定支持儿
子，等着母子十年后再相见。她
万万没有想到，苦苦等来的却是
左权牺牲的消息。在路过的解放
军向左权母亲致敬的同时，朱老
总派人把左权牺牲的消息正式通
知了他的母亲。本以为左权的母
亲听到消息后会悲痛欲绝，但没
想到老人却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
个现实。也可能她早就猜到了
吧。收到儿子牺牲的消息半年
后，左权的母亲安然地去世了。

本来，这个英雄和母亲的故
事到此就该结束了，但笔者觉得
意犹未尽，似乎还应该补充两段，
才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左权将
军胸怀之宽广，境界之高远。

1937 年 9 月 18 日，八路军副
总参谋长左权在奔赴山西抗日前
线途经稷山县时，利用驻扎在清
河乡北阳城村的夜晚，给湖南老
家他的叔父写了一封信。信中
说：“叔父，我虽一时不能回家，我
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
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
的、伟大的，愿以我成功的事业报
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从这信
的字里行间，我们读出了左权对
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母亲的挚爱
思念之情。

第二段需要补充的是：左权
当年曾被左倾路线打成托派嫌
疑，他所受到的留党察看处分，直

到他牺牲 40 年后才被取消。原
来，左权留苏期间，因不主动向王
明靠拢，引起王明不满。1928 年
的一天，左权和一些留苏的同学
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国饭，王
明知道这件事后大做文章，说他
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
疑。自此，左权就被戴上了“托派
嫌疑”的帽子，受到严格审查。左
权学成回国进入苏区，而王明等
1931 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
他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
算，左权成为苏区肃反扩大化首
当其冲的受害者，于 1932 年被撤
销红 15 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
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此后虽经
左权多次申诉，王明始终没有撤
销给他的处分。直到 1982 年，左
权夫人刘志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
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再次请求中
央发文为左权平反。这一次，在
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中央有关
部门出具书面文件，对左权受王
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
取消对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并
将该文件放入了左权的档案，左
权的不白之冤终于被洗清。此
时，距离他牺牲已经过去了40年。

左权在遭受不白之冤的情况
下，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但他没
有闹情绪，没有撂挑子，反而是十
多年不回老家，忍受着母子不能
相见的难舍之情，全心全意以身
报国。以至毛主席都称赞左权

“这个人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
才。”毛主席还亲自批准将左权牺
牲的山西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从受到“左倾”路线迫害这
一点来说，左权是不幸的。但从
数万解放军向他母亲致敬和他牺
牲40年终获平反这事来说，左权
又是幸运的。在九泉之下的左
权，可以瞑目了。而将军曲折、
伟大的一生虽然短暂，留给后人
的精神财富却是无法用数量计算
的。

左权将军的家国情怀
大
河
湾
荷塘鸟趣
志军 作

□李需

鸣 条 冈 上 ，涑 水 河
畔。有风之萧瑟兮，有雁
之鸣啾兮。

我想用触摸，再次感
知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
或者，再次感知大宋王朝
一位官员、一位史学家睿
智的目光。

而在我的面前，却只
有：茔地、碑楼、碑亭，还有
一座静穆的余庆禅寺。

这些，仿佛还都在叙
说着一些久远的陈年往
事。

虽然，在我刚一踏进
司马光墓地，它所映现给
我的确实有几分衰败和苍
凉。但是，我还是不自觉
地正了正自己的衣冠。

因为，对于这位彪炳
史册的先祖，我依然感到
一种巨大的光环，在环绕
着我，包围着我。

因为，对于一位古代
的高官，他本身所具有的
那种文化的光芒，的确至
今还让人深思和钦羡。

更因为，只有最贤达
的官员，才是天下之幸，黎
民之福！

司马光墓，就历史而
言，它和许许多多的古陵
墓一样，已然早就成为一
种时间的记忆。

时间的亘久，并没有
磨灭它无与伦比的伟大。

一部《资治通鉴》，如
同人类历史天空的一道虹
翼，既照着朝代的更迭，也
照着人类历史的兴盛和衰
败。

历史不会重写，但历
史往往最能够与更远的历
史达成一种最后的默契。

此时，我依然站在那
条叫鸣条冈的丘陵上。

我最深切的感受就
是：时间的邈阔，历史的恢
弘，文化的伟岸。

而一部煌煌史册，至
今，还仍在被无数的人翻
着、翻着——

翻出生命的风声。
翻出黄河一泻千里的

浪声。

司马光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