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张书恒

●●●●● ● ●●●●●●● ● ●●

8长征副刊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４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卞振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50分 印完4时50分

E-mail:bianzhen1026@sohu.com

黄公略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
员，是中央军委确认的我军 36 位军事
家之一。1930 年毛泽东赋词《蝶恋花·
从汀州向长沙》赞曰：“六月天兵征腐

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
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对黄公略
的功绩作出高度评价。笔者近读《黄
公略将军传》等书，既对黄公略对红军
所作出的贡献有了系统了解，更对黄
公略率先垂范严守红军纪律的品德肃
然起敬。

黄公略军长率红 6军在赣西南打游
击期间，尽管军事环境险恶、军需给养
困难，但在上述双重困难面前，他依然
带头严守红军各项纪律。当时黄公略
因日夜操劳军务身体很虚弱，支援红军
积极分子、房东鲈妈妈为给黄军长补身
体，将自家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炖好，托
黄军长警卫员高书官送给黄军长。警
卫员将鲈妈妈炖好的鸡端给黄军长时，
黄军长严肃地问鸡是从哪里弄来的？警
卫员说明情况后，黄公略便嘱咐警卫员
到经理处领取自己下月的薪饷一块大
洋，作为鸡钱付给鲈妈妈。警卫员爽快

地答应坚决照办，同时恳请黄军长将鸡
吃了补补身体。黄军长则一边答应“我
吃鸡！”一边却端起鸡走进红 6军第 3纵
队一个连队厨房，把鸡全倒进锅里，又操
起锅铲将整只鸡铲成碎块。随后黄军长
在连队食堂同该连士兵一起吃了这顿
饭。红 6军第 3纵队徐彦刚纵队长当时
目睹了这一过程。

当晚，徐彦刚找黄军长汇报工作
时，正逢黄军长伏案聚精会神地读书，
见徐彦刚进来便指着书上一段文字念
道：“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
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全湮灭。
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
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一醪，不
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
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警卫员高书官因
听不懂古文，于是问黄军长：“军长，这
段话是什么意思？”黄军长循循善诱地
解释说：“兵书上说，将帅须与士兵共甘

苦，才能战胜敌人。书中还举例说从前
有个善用兵的将军，有人赠他一竹筒
酒，他叫人把酒倒进河水里，与士兵共
同而饮河水。一竹筒酒虽不能使河水
都有酒味，但全军将士却因此受到激
励，愿跟随将军拼死而战。”接下来黄公
略说道：“我们红军每次打仗都有许多
群众上前线，搞交通、侦察、运输、向导、
送饭、救护伤员。群众为什么拥护我
们？因为我们是为工农打仗。如果我
们违背为工农打仗的宗旨，我们就失去
群众。在外失去群众、在内失去士兵，
我们就会打败仗。”

黄公略以其高尚的品行，赢得了广
大士兵与群众的爱戴。不幸的是，1931
年 9月 15日，黄公略率部参加方石岭追
击战，歼灭国民党军第 52师等部。在指
挥部队转移途中，黄公略于吉安东固六
渡坳遭敌机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时年33岁。

黄公略——

必与士兵同滋味
■赵少明

抗日名将彭雪枫，虽然是新四军的
高级干部，但他时时处处都为群众着
想，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保持密切联
系，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人的好榜
样”。

1939年 2月，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雪枫，率领部队
进驻河南永城县书案店。阳春三月的
书案店，阳光明媚，微风和煦，绿柳如
烟。春天是美好的，但严重的春荒却在
不断加剧，群众家中开始缺粮，甚至出
现断炊户。已到春播季节，但一部分群
众却为没有钱买种子播种而发愁。

一天，供给处长资风向彭雪枫汇
报，伤病员的药品已经用完，部队每天
每人五分钱的菜金已发不出，财务也只
剩下三四块钱。部队光靠挖野菜充饥，
是难以度过春荒的。战士们的体力明
显下降，还有不少人因吃野菜而泻肚
子。

资风，这位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干
部，平时克勤克俭、忠诚老实，是革命队
伍中的一位好管家。可是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啊！在经济如此拮据的情况下，
要供养千军万马，这日子叫他如何操持
呢？

彭雪枫面对当前困难，他沉思片刻
说：“就是挖野菜也是与民争食的行为，
我们要把一切可以吃的、喝的、用的都
让给群众。”

彭雪枫双眉紧锁，沉默良久。他站
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思索着度过
春荒的办法。他脑海中突然闪现了一
个念头：卖马！

彭雪枫回到司令部，立即把供给处
长资风、副官雷鸣叫来，严肃而郑重地
交代说：“现在部队经费困难，一时又难
以解决，明天你们把直属队的那些马，
包括我的那匹枣红马牵到集上卖了，以
解我们的燃眉之急。”

听了彭司令员卖马的计划，资风和
雷鸣起初都不赞成。彭雪枫的这匹全
身赤红、没有一根杂毛，同熟透了的枣
儿一样的枣红马，谁见了都说是匹宝马
良驹。彭雪枫向来爱马成癖，这匹枣红
马就像他的亲密战友一样，跟随他艰苦
转战，立下了许多战功，要不是为了度
过难关，他怎能舍得卖掉马呢？

次日，资风牵着彭雪枫的这匹枣红
马，连同十多匹战马到集上把它们卖
了。这些战马是指战员们的亲密战
友。但是，为了抗战，为了度过春荒，只

好忍痛割爱。
面对官兵们痛失战马的心情，彭雪

枫在大会上对大家说：“目前春荒严重，
部队经费困难，群众生活艰苦，我们怎
能忍心雪上加霜、增加民众的痛苦呢？
我们共产党人应学习范仲淹‘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与人
民群众同甘共苦，咬紧牙关、熬过春
荒。古时候，秦琼受困于山西潞城，不
是卖掉了他心爱的黄骠马嘛！今天，为
了打鬼子，为了民族的解放，我们暂时
卖掉这红骠马、黑骠马、白骠马，也没有
什么了不起！不骑马不要紧，没有马还
可以步行，行装物品大家可以分开带。
没有吃的可不行，特别是伤病员缺盐少
油的更不行。卖了马，可以换来柴米油
盐。再说，目前春种在即，正是老百姓
用马之时。这样做，正好是军民两利
啊！”

卖马换来的“救命钱”，不仅暂时解
决了部队的吃饭问题，而且还救济了无
粮断炊的贫困户。在春播前，彭雪枫还
指示部队拿出一部分钱，解决群众无力
买种子的困难，使军民并肩携手度过了
春荒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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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斗争异常
艰苦与残酷，党中央考虑到为了减轻当
地人民群众的负担，保存队伍力量，先后
调出冀南军区主力部队撤回太行山，刘
伯承和邓小平也多次指示把区党委和军
区领导机关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相对安全
的地方。时任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行
署主任兼冀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
为保住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却下决心
带头留下来坚守抗日根据地。

当时，冀南地区遇到历史上罕见的
严重自然灾害。先是百年不遇的旱灾，
白花花的盐碱地颗粒无收。旱灾又伴随
着虫灾，蝗虫一来，如黑云遮天蔽日，顷
刻之间寸草不留，冀南地区近五百个村
的庄稼全被蝗虫吃掉。日军还放水淹
地，造成水患。灾荒过后痢疾、霍乱等瘟
疫盛行，老百姓死人无数，有的地方甚至
成了无人区。而日军又经常组织大规模
的扫荡、合围、封锁、蚕食、治安强化，抗
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与敌战斗频繁。

依照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宋任穷指
示区党委、行署以及军区的后勤机关都
转入后方。他带领留下来的不足二百人
的少数机关干部和直属队坚守根据地。
他们商定，一旦发现敌情就分成两股，各
自为战。当时，由于战斗频繁，无论干
部还是战士都穿便衣，宋任穷他们隔一

两天就要转移驻地，干部战士都睡在一
个房子里打地铺。晚上睡觉时，衣不解
带，枪不离身，随时应战。

部队一方面要随时打仗，一方面要
解决吃饭问题。宋任穷带领干部战士深
入群众，积极组织生产自救。那时候没
有食盐，大家就把盐碱地上的硝盐刮起
来，放在缸子里加水熬了当盐吃，苦得难
以下咽。没有粮食，牲口也都饿死了，只
好组织人拉犁。宋任穷和大家一起拉犁
耕地，八个人拉一个犁，每天耕三亩地。
饿着肚子代替牲口拉犁，那滋味真不好
受。开始的时候，为了加油鼓劲，大家有
说有笑，可是过个把钟头，情形就不同
了，说笑声没有了，歌声也没有了。等到
天黑收工时，简直一步也走不动了。由
于长期耕地，宋任穷累得一再吐血。由
于缺乏营养和得不到及时治疗，宋任穷
一条腿的前面全烂了。他咬着牙，依然
带领大家坚持生产自救。他拖着虚弱的
身体，走遍附近的村村县县，布置工作，
发动群众，坚持抗战。

正是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
主义精神，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光荣
传统，宋任穷率领干部战士和冀南人
民咬紧牙关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期。
冀南老百姓亲切地给了他一个称呼：
“咬牙干部”。

宋任穷——

“咬牙干部”冲在前
■战琳琳

1941 年 1月，黄克诚被任命为新四
军第 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率新四军第 3
师在苏北抗日。

苏北地区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
和经济掠夺，生产力遭受很大破坏，抗
日军民的生活极度困难。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大
生产运动的指示精神，黄克诚向全师
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要
求全体主力及地方部队，在不妨碍战
斗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同
时要求部队珍惜民力，厉行节约，反对
贪污浪费。

当时，盐阜区种植棉花，却没有纺
织厂。老百姓穿衣，全靠自己手工纺
织，一年织的土布还不够自己穿衣用，
干部战士军装用布更是困难。1943 年
部队发放夏季服装时，棉布不能满足部
队需要。黄克诚在指挥抗日战斗之余，
也思考着如何解决部队棉布供应困难

问题，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一天深夜，黄克诚突然有了主意。

他拿着军帽，让妻子唐棣华帮他改帽
箍。

新四军的单军帽，沿用了国民党军
队陆军军帽式样。这种军帽，在后脑处
多一道双层布箍，放下来，前面部分可
以拉到下巴，但这种帽箍平时没多大作
用。黄克诚早就在琢磨怎样把这道帽
箍由双层改为单层。他盘算着，一个人
帽子一个小布条，100 个帽子就能用尺
量了，第 3师两万余人，算起来就能节省
三四千尺布，要是全军算起来，就更多
了。他让唐棣华把他的帽子改成单层
箍，他先试戴。

唐棣华听黄克诚这一算账，很是惊
喜，连忙掏出针线包，把帽子拆下来改
成单层箍，又一针一线地缝合。黄克诚
戴起帽子，正了正帽檐，高兴地说：“这
跟双层箍的帽子不是一个样嘛！”

第二天一早，黄克诚就把这顶改过
的帽子交给师部其他干部试戴，大家都
一致认为，这样改得好，帽子同样戴，又
省了布。

黄克诚从帽箍得到启发，又仔细地
审看自己穿的军装，思索如何节省更多
的布料，最后提出改革制服的办法：上
衣翻领改成直领，去掉两只口袋；裤子
由宽大的中式裤腰改为西式小裤腰；不
发绑腿布。军装本来就是土布做的，改
装后就显得更“土”了。新四军第 3师和
苏北军区的全体指战员领到新军装时，
有人发起了牢骚。为此，黄克诚穿着和
大家同样的“土”军装，专门召开大会。
他说：“军装改一下并不影响我们穿
着。我们现在土，现在不习惯，以为不
美观，但我们今天的节省，是为了明天
的丰富多彩……全师两万余人，一天一
人省一两粮，一天就是上千斤粮；一人
一套军装节省一二尺布，全师省下来的

布料有一万多米，积少成多，就能派大
用场……”

果然，此项改革举措的作用是巨大
的。连续几年，布料节约数量很可观，
大大减轻了苏北人民的负担，使根据地
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人民群众看在眼
里，感动在心里。很快，盐阜区、淮海区
500 多万群众投入大生产运动，掀起开
垦荒地、多种粮食和家家纺纱、户户织
布的热潮。

黄克诚——

巧省布料减轻群众负担
■王子君

1980年 3月，杨得志出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参谋长。此时，国家已经进入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军队的调整改革也
全面展开。总参谋部作为全军军事工
作的领率机关，肩负着军事工作调整改
革和自身全面建设的重任。

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是杨
得志上任后最繁重的任务之一。他积
极贯彻邓小平军队要“消肿”的指示，
组织领导有关部门，深入部队调查研
究，在充分了解论证的基础上，于 1985
年制定了军队体制编制调整、精简整
编方案。方案确定：裁减军队员额 100
万。这是自人民军队建军以来最大数
额的一次裁减员额。在落实裁军 100
万这一艰巨任务时，杨得志特别强调，
要切实完成精简整编任务，不能有丝

毫折扣，不能有任何突破。各级领导
要带头，总部机关要带头，总参要首先
带头。

杨得志要求部队做到的自己首先
做到。他不仅裁掉了自己曾经领导的
单位，还铁面无私地裁掉了自己的女
儿。

根据精简整编方案，杨得志的女儿
杨秋华所在单位被确定不再占用军队
编制，要集体转业给地方，所有人员由
军人身份变成地方职员，也就意味着要
集体“脱下军装”。大家普遍不情愿，一
是眷恋这身军装，二是感觉裁军后军人
的待遇会有很大提高。这时，单位里已
经有人调到不脱军装的部门去了，以杨
秋华的情况也可以调离要集体转业的
单位。她的上级领导在征求她的意见
时，表示可以做出选择。单位的同事也
议论纷纷，认为干部的子女是不会转
业、脱军装的，总长的女儿更不会，肯定
会调走，有人甚至为此打起赌来。

杨秋华何尝不想留在部队呢？她
从小生长在军人家庭，参军也十几年
了，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对军装有浓
厚的情结，将来授军衔她还可以被授予
校官。杨秋华不敢把想调走的想法和
父亲说，便向母亲透露了心思。她对母
亲说，如果将来不能授军衔改个文职也
行，就是不情愿脱下这身军装。母亲对
她说，爸爸、妈妈非常理解女儿的心情，
但现在全军都在裁军，裁到自己的女儿
头上了，女儿调走了，不转业了，这样影
响不好，希望女儿顾全大局，随单位一
起转业。杨秋华觉得一向对子女疼爱
有加的父母，在女儿前途命运面前怎么
这样不近人情，她想不通。为解开女儿
的思想疙瘩，杨得志把女儿叫到身边，
语重心长地说：“爸爸是总长，大家都在
看着爸爸，大家把总长当作一个形象，
那就是党的形象，如果做得好，会给党
争光，如果做得不好，就会给党抹黑。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
用，有困难首先要冲在前面。”杨得志还
对女儿说：“想想战争年代那些为革命
流血牺牲的人，我们牺牲点个人利益又
算得了啥呢？”杨秋华终于理解了自己
的父亲，理解了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革命
情怀。

之后，杨秋华愉快地随单位转业到
地方，脱下了自己心爱的军装，成为一
名地方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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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厚重的军史，我军高级干部以身作则的故事感人至深——

只留清气满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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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雪枫在抗战中。资料照片

黄克诚在苏北。 资料照片1985年10月，杨得志总参谋长（左）观看英、法、德武装直升机打靶。资料照片

黄公略烈士雕像。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