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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毛泽东曾说，这是一个国家的雏
形，麻雀虽小，肝胆齐全。斯诺曾写道，
在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山
林里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这是建国中的
奇迹！历史学家评说，这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的一次伟大预演。
“瑞金城外有个小村庄，名叫沙洲

坝。”在中国，估计很少有人不知道瑞
金。一篇《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课文，早
已经让这座赣南小城家喻户晓。不过，
当你走进瑞金才会发现，这座曾经的红
色之都珍藏着太多的红色故事。

一

来到这一当年的全国苏区政治、经
济、文化和军事中心的人，几乎都有这
样的发现：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就是今天以北京为首都的人民
共和国的雏形和前身。有意思的是，瑞
金在成为“红色之都”之后，也曾一度更
名为“瑞京”。

瑞金城外古树掩映的叶坪，便是当
年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外交部、劳
动部、财政部、教育部……当今国家的
许多领导机关和政府部门，都可以在这
里找到自己的“根”。叶坪红军广场的
格局，仿佛就是浓缩了的天安门广场：
不仅有红军阅兵台，而且还有红军烈士
纪念塔……

1931 年 11 月 7 日——苏联十月革
命 14周年纪念日，标志红色政权诞生的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
坪谢氏祠堂召开。如今，这座始建于明
代的客家建筑还完好地保存着，里面的
陈设仍按当年“一苏大会”时的样子摆
放。主席台上，绣有镰刀铁锤的红旗鲜
艳夺目，两侧的对联分别写着：学习过
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建立布尔什维克
的群众工作。上方悬挂的条幅是：全世
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当年，就是在这座“人民大会堂”
里，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
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
员总工会，共 610位代表，行使了自己的
神圣权力——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
宪法大纲》经刚刚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
社向世界宣称：红色政权的一切权力属
于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

二

1930 年 10 月 10 日，双十节。蒋介
石在南京发表《告父老文告》，将“肃清
共匪”列为将要施行的治理国政“五项
政治措施”之首。从当年 11 月至次年
秋，国民党接连对位于赣南的中央根据
地发起了三次“围剿”。尽管这些“围
剿”被红军粉碎，但在苏维埃共和国成

立的时候，中央苏区周围仍驻扎着几十
万国民党正规军。毛泽东断定，蒋介石
绝不甘心让一个与他对立的政权在眼
皮底下成立。为防空袭，谢氏祠堂和检
阅台披上了伪装，苏区中央局驻地的古
樟树下挖了防空洞，还在长汀城郊设了
假会场。

果然，上午 8时，庆祝苏维埃共和国
成立阅兵典礼刚刚结束，一阵闷雷似的
隆隆声就从北方天空滚过来，几架涂着
青天白日标志的国民党轰炸机，朝瑞金
城低空飞来，见城内城外空旷无人，只
好把一颗颗炸弹盲目向下扔去——直
到今天，毛泽东旧居旁的大树干上，还
嵌有一枚未爆炸的哑弹。

新生的红色政权一切都按照建立一
个国家来设计。早在一年前，秘密设在
上海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
就开始为“一苏大会”起草相关文件；共
产国际远东局紧接着又为大会起草了
《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和苏维埃
组织法、军事训令等，但是作为根本大法
的宪法还没有着落。毛泽东、任弼时立
即电告中央寻找法律专家，曾在莫斯科
东方大学深造过的梁柏台很快从长汀来
到叶坪，投入到几个法律的起草之中。
11月 5日，中共中央发来“关于宪法原则
要点”的第七号电——从上海送来的文
件，用密写药水写在书籍或白衬衣里，还
要用显影药水显影，再抄到纸上翻印。
直到 11月 13日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
会议时，梁柏台根据党中央从上海发来
的宪法原则要点起草了“苏维埃宪法大
纲”，提交大会讨论通过。

三

谁来当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开
国元首？1931年 2月 20日，中央政治局
专门在上海讨论过这一问题。据说，有
人提议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
发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担任共产党
创建的红色政权的元首似乎也顺理成
章，但是有人指出向忠发不在苏区，不
便担任这一职务。不过，会议认为：不
论谁担任这一职务，都必须具备两个基
本条件，一是有全国威望，二是在苏区
工作。大家公认，只有亲自创建并领导
了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才具备这两项基
本条件。会后，中共中央将毛泽东任临
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提议报请共产国际
远东局。远东局表示同意后又报莫斯
科，很快得到了批准。

11月 20日，“一苏大会”结束。7天
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叶坪的一片小
树林里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当时在鄂
豫皖苏区的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选举
毛泽东任相当于总理的中央人民委员
会主席。由此，毛泽东第一次走上管理
全国红色政权政务的岗位，“毛主席”这
一称呼也从此叫响。

小小的瑞金，聚集了共产党众多精
英。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内阁成
员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

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军事人民委员朱
德、劳动人民委员项英、土地人民委员
张鼎丞、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内务人
民委员周以栗、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何叔
衡、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司法人民委
员张国焘和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不能
到职视事，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梁柏台
暂时主持司法部工作；徐特立代理教育
人民委员，主持教育部工作。

毛泽东说：尽管我们这个新生的国
家还很幼稚，像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
但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各个部委设
置该有都有。我们过去握锄头把子，扛
枪杆子，今天又要握起印把子。

在由 63人当选的临时中央政府执
行委员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
恩来、任弼时，14年后他们一同在党的
“七大”上被选为五大书记，18年后的 10
月 1日又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被任命
的军委委员有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
前、叶剑英等，24年后，他们一起成了共
和国的元帅。

四

沿着谢氏祠堂内的两侧墙壁，用木
板隔成了仅容一桌一床的 15个小房间，
这就是当年苏维埃共和国各部委的办
公室。毛泽东曾对各部领导人说：我们
的办公室是小了点，其实，我们的中央
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记得
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吧，室雅何须
大。办公室有张办公桌就行。我们的
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
战场、在实际工作中，那才是我们真正
的办公室。在我们苏维埃政府里，只有
人民公仆，只有革命的实际工作者，容
不得官僚主义。

中央政府总务厅专门下发通知，要
求注意节约。比如点油灯，国家领导人
一级办公规定点三根灯芯，部一级点两
根，一般的单位只能点一根灯芯。毛泽
东带头执行这些规定，每当看到油灯里
有三根灯芯，总是要弄灭一根。

1933 年 12 月 15 日，中央执行委员
会还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的第 26 号训令，训令明确规定：凡苏
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
作人员，利用职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
款额在 500元以上者，即处以死刑；500
元以下者，依款额多少分别处以 5 年
以下的监禁和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
同时没收其本人全部或部分家产，并
追回赃款。

红色政权创建之初，便开始了监督
国家机关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
等现象的群众运动。国家工农检察部还
特意组织了反腐败突击队和反腐败群众
法庭，让一切有损公仆形象的行为随时
曝光。年轻的人民政权也因此得到了人
民的拥护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
到一个月，“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
路军1.7万余人举行起义，使中央苏区的
武装力量猛增到6.7万人。

五

毛泽东在红色之都写下了一系列光
辉著作，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4
篇：《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
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
活，注意工作方法》——“真正的铜墙铁
壁是群众”“只有动员、依靠群众才能进
行革命战争”“即使在革命战争环境中也
有必要和可能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工作
（经济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经典之
论，就是在这些著作中首次阐述的。

然而，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思想却没
有被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所重视。事
实上，这位从山沟里走出的布衣先生所
提出的“武装割据理论”以及他和战友
们在赣南红土地上的成功实践，一直被
吃过洋面包的中央领导人视为另类。
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前两天
所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
大会也就是“赣南会议”上，有人开始排
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一
年之后的宁都会议，又排斥毛泽东对军
事的正确领导。1932 年 10 月 26 日，因
病在长汀福音医院治疗的毛泽东被远
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实际上撤销了军事
领导职务，失去了对自己亲手创建的这
支队伍的直接领导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 3个月后，
曾口口声声斥责毛泽东的主张为“山上
的苏维埃的理论”的临时中央便在大城
市无法立足，不得不从上海秘密搬到瑞
金。博古等人的到来使毛泽东的日子
更不好过，借批判所谓“罗明路线”，博
古等人把矛头直指毛泽东——这位苏
维埃中央政府主席被完全架空。福建
的谭震林、张鼎丞、陈潭秋、李坚真，江
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
大批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苏
区干部遭到无情批判和残酷打击。

1933 年 10 月，一艘货运小船把一
个德国人偷偷运进中央苏区。尽管这
位名叫奥托·布劳恩或李德的人既不精
于军事又不懂中国实际，但当时的中央
主要领导却把他奉若神明，把指挥大权
拱手相让。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这位
洋顾问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使得红军在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后一败再败，气
得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不心疼”。

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核心区域
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
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
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以党、政、军
为一体的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
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虽然，随着长征的开始，曾经红红
火火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失去固定的
版图，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然而，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赣南红土
地创建红色政权的实践，无疑是新中国
成立前的一次伟大预演。

瑞金的红色预演
■贾 永

江河奔流着东去 日夜不息

文明 绿色 和谐 美丽的祖国啊

百鸟鸣叫 夏荷挺拔 风和日丽

七十年 共和国的七十年啊

民族独立 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的时代风雨

勤劳勇敢的东方巨龙 中国梦

舞动起“嫦娥”登月、“蛟龙”入海的

豪迈壮志

向东去 这是时代的召唤

风从东方来 还有东来的徐徐紫气

中国人的骨血从来都是高昂着头

巍然站立 如山巅的古松柏一样挺直

流动过心头的 五千年永续的基因

文化自信 将亿万颗心铁一般凝聚

还记得广场上和平鸽飞翔的启示

老英雄张富清的心声那么清晰

真正的英雄不沉湎于勋章的拥有

革命者永远是年轻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新时代冲锋的号角响起 号角声猎猎

把激情融入到奋斗不息的生命中

把真情融入到时代的脉动里

初心
■齐冬平

革命战争的烽火硝烟，铸造了一大

批人民英雄。当五星红旗在960多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飘扬，和平鸽在人民共

和国的上空展翅翱翔，英雄们本该在掌

声、鲜花中享受应有的荣耀和待遇。然

而，他们之中却有不少人在硝烟散去后

便悄然隐退了。

全国甲级战斗英雄——朝鲜族共产

党员申日权，隐没了几十年后才被找到；

曾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授予“一

等功臣”荣誉称号的王春堂，隐功埋名

43年，担任了20多年农村基层干部；曾

为黄继光当过班长、获得过10枚军功章

的吴叔印，被发现时已在原籍当了近半

个世纪的农民。

最近，我们又认识了老英雄张富清，

战争年代屡立大功，退役后却主动来到

贫困山区默默奉献。60多年来，他刻意

尘封功绩，甚至连儿女也不知情。

当年，中央电视台记者曾这样问申

日权：你为什么不据此向组织要求相应

安排？申日权回答说：“无数贡献大的战

友为革命牺牲了，有的人甚至连名字也

没有留下，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有什么

资格伸手要名誉、地位和待遇？”而今，央

视记者这样问住在两室一厅旧房子里的

张富清：你为什么要深藏功名64载？张

富清如是回应：“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很

多战友，都为党为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

的生命，他们对党对人民的功劳都比我

高，我有什么资格来炫耀自己？”没有资

格向组织伸手，没有资格炫耀自己,这就

是老英雄们的功劳观！

英雄们不应该得到优厚的待遇吗？

不！为创建人民江山而立下卓著功勋的

人，党和人民给予相应的荣誉、地位和待

遇，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们没有这样

想。他们想到的是长眠于地下的有功之

臣和无名英雄，想到的是自己不要给政

府添负担。

或许有人会认为他们太傻，不会把握

机遇和利用自己的优势去要待遇。是的，

与那些有了点成绩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吹

自擂甚至找人搞“包装”者相比，他们

“傻”；与那些略有点功劳便“当仁不让”，

巴不得一份功劳十分奖赏、一次立功终生

受用者相比，他们“傻”；与那些为了得到

某种名誉、地位、待遇，不惜谎报成绩、掩

盖问题乃至打通关节骗取功劳者相比，他

们更“傻”。然而，正是这种共产党人、革

命战士的“傻”，才有了人民共和国明媚的

今天，也正是这种“傻”，不断为我们党的

形象增添着新的光彩。这种“傻”，傻得可

爱、傻得可敬、傻得光彩照人！与他们相

比，那些只想个人私利，不想党的事业乃

至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的“水晶猴子”，又

“精”得多么可怜、可悲和可耻！

党和人民铭记着英雄，人民共和国

不会忘记功臣。党的十八大以来，举国

上下以多种形式褒扬英雄，大张旗鼓地

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和悬挂荣誉牌

匾等系列活动，都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崇

尚英雄的风气。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做

过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是当作包袱

背起来，作为向党和人民索取的筹码？

还是不忘初心、默默奉献？这是今天摆

在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现

实考题。

人民英雄申日权、王春堂、吴叔印和

张富清以自己高尚的行为和情操，告诉

每一个为祖国解放和建设立下过大小功

劳的人：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荣誉，是鼓励

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加奋发有为。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战士，时刻不忘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这才是应当

树立的正确的“功劳观”！

老
英
雄
的
功
劳
观

■
于
永
军

“加油！加油……”火热的练兵场
上，一场男女兵雷达号手 PK 赛正在激
烈进行。架脚架、放线缆、装瞄准镜……
发起这轮挑战赛的不是男兵，而是一群
入伍才半年多的女兵。
“到战斗连队去！”新兵下连前，7个

女大学生不约而同地递上这样一份申请
书。考虑到女孩子心思缜密、工作细致，
新疆军区某高炮团将 7名女兵编到一个
班，组建了首个女子雷达班。从那以后，
女兵们听令跑向战位的样子，成为营区
里最靓丽的风景。

江思宇是让很多男兵又敬又怕的
“女汉子”。新兵入伍第一次 3000 米中
长跑，她就把男兵甩在了身后。新兵结
业考核时，她以超出第二名 100 多分的
成绩夺得新兵营综合第一名，荣立个人
三等功。

可没想到下连不久，在连队组织的雷
达专业号手操作考核中，江思宇不仅动作
变形，还差点被附件箱砸伤。考核结果可
想而知，江思宇在同专业排名中垫了底。

服输不是江思宇的性格，她认真地分
析后发现力量不足是女兵天生的弱点。从
那以后，她开始每天给自己额外“加练”。

一天吃饭时，刚刚做完力量训练的
江思宇拿起筷子，手抖得夹不起菜来。
看着她手指上贴着的大大小小创可贴和
磨出的厚茧，战友心疼之余又打趣地问
爱美的她：不想当女神了？江思宇嘿嘿
一笑，调皮地说：“先当女兵，后当女神。”

刚到雷达班时，班长古丽尼尕尔递给
辛雯一本雷达理论书，让她提前进行理论
预习。这个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
学院、曾经留学俄罗斯两年的女兵，把自
己学霸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很快就能
熟练背诵，被战友们惊呼为“最强大脑”。
“So easy！”信心十足的辛雯本以为

学好雷达专业就是背记理论题这么简单，
然而，第一次上车进行实装操作就给她泼
了盆凉水。那天，看着雷达车上那密密麻
麻的操作面板和各类功能按键，辛雯突然
感觉脑子一片空白，生怕按错哪个按键而
损坏了信息化程度较高的雷达装备。

书本和现实的“脱节”让辛雯压力山

大。从那以后，她上雷达车训练时，经常
是手捧着教材，对照彩图逐个识别按键，
把面板上的各类功能按键“相互关联”进
行记忆，每天在脑子里反复进行默按。

一天深夜，上完卫生间回来的班长
古丽尼尕尔正准备睡下，临床的辛雯突
然抬起双手在空中“挥舞”和“弹拨”，嘴
里还不停地嘀咕着什么。古丽尼尕尔担
心辛雯身体有什么不适，结果耳朵贴近
一听，原来她念叨的全是雷达操作面板
上的按键名字。

经过一番钻研，辛雯很快总结出了一
套学习和运用规律，分享给战友们。下连
后的第二次月考，女兵班的理论和操作考
核全部跨过了合格线。看着公示榜上的成
绩，几个女兵围抱着辛雯激动地跳了起来。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

风里格绵绵……”夕阳西下，一支悠扬的
歌曲在训练场上唱响，苗族女兵成红唱
的一首《十送红军》赢得战友们的齐声喝
彩。来自贵州黎平的女兵成红是全班公
认的“百灵鸟”，她对红色歌曲情有独钟，
训练间隙，听她高歌一曲，训练的疲劳也
似乎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雷达专业训练展开时，成红第一次
走上自己的战位，竟是操控雷达发电
机。听到发动机点火后发出的轰鸣声，
童年的恐惧一下子袭上心头。原来儿时
一次乘车去亲戚家途中，成红所坐的汽
车发动机位置突然燃起熊熊烈火……那
惊险的一幕在她心里留下了难以散去的
阴霾。听到雷达发电机的轰鸣声，她便
会胸闷心慌，还会条件反射般地往外挪：
发动机会不会突然起火或爆炸？

同班女兵没有取笑她，而是轮流陪
她训练，帮她克服恐惧心理。有时排气
管喷出的阵阵黑烟呛得大家直打喷嚏，
就连吃饭时都能闻到身上的油烟味；有
时机油柴油混杂在一起，涂花了她们白
皙的脸庞，她们也毫不在意。在战友们
的帮助下，成红很快驱散了心里的阴霾，
操纵技能也越来越娴熟。

练兵场上，比赛进入白热化。只见
雷达班的女战士们自信而从容地操纵雷
达，动作一气呵成。在快速搜捕目标等
项目上女兵们明显领先，同场竞技的男
兵们也由衷地向她们竖起了大拇指。初
升的朝阳将五彩阳光洒在雷达上，天线
旋转不停，撒开用花样年华编织的“天罗
地网”，守护着这片安宁纯美的天空。

雷达女兵
■李 康 孙荣乾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