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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在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中，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亲历者常常以诗词或
咏怀言志，或回眸忆旧，留下许多经典著
作。其中许多作品是我们感悟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汲取精神养分的热血壮歌，值
得品读深思。

“无情最是东流水，日夜滔滔去不
停。半是劳动血与泪，几人从此看分明。”
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出身贫苦，在一大结
束不久便写下这首《无情最是东流水》的
诗歌，表达了对旧社会的控诉和唤醒民
众起来革命的决心。之后不久，王尽美
又写下“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
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的诗句，并从此将名字由王瑞俊改为王
尽美，以表达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决心。
在随后的短暂生命中，王尽美一直为革
命奔走宣传，年仅27岁便积劳成疾而离
世。筚路蓝缕的共产党人，怀揣着为劳
苦大众谋福祉的初心使命，不断跨越前
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创造
出改天换地、翻天覆地的伟大奇迹。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

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毛泽东
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描写了八七会
议后组织秋收起义的场景。上阕描述了
起义队伍的名称、军旗和进攻方向，而这
也是我党首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自
己的旗号、首次亮出人民军队历史上的
第一面军旗，彰显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
争的决心。下阕“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
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
动”交代了秋收起义的社会背景、主要力
量来源。整首词充分展示了起义队伍由
党缔造和领导、依靠劳苦大众的内涵。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
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 1928年 3月 20
日党员夏明翰就义前写下的《就义诗》，充
分展示了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仰不惜抛
头颅、洒热血的坚定决心。夏明翰是
1921年经毛泽东和何叔衡介绍入党的党
员。他出身豪绅家庭，投身革命后致力
于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谢觉哉倍加
推崇他的“忠实、勇敢、诚实、坚决”，并认
为那是“最崇高的布尔什维克品质”。不
只夏明翰，党员方志敏在狱中面对死亡
的威胁，写下了“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
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为着共
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
十分情愿的啊”的坚定誓词；叶挺在囚室
里发出了“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

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的豪迈宣言。在
建党100周年的光辉历程中，真正的共产
主义战士始终有“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
生”的价值取向，从入党那天起就有“满
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的大义
凛然，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展现出“你要
杀头我昂头，甘将热血献八荒”的从容气
度，为了党的事业展示出“饮弹从容向天
啸，永留浩气在人间”的浩然正气。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
颜。”革命的胜利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
打鼓就能实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诗词中，往往展露大无畏的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党和人民军队即使是在苦
难中缔造辉煌，也始终是心中有一团火、
眼中有一束光，让后人在品读中生出“踏
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
悲凉”的感悟。有人因为看见而相信，共
产党人却因为相信而看见。1918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中国依然风雨
如晦，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却写下了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词
句，饱含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漫
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
卷红旗过大关。”毛泽东的这首《减字木
兰花?广昌路上》展现了 1930年 2月在

“赣江风雪迷漫处”“十万工农下吉安”的

风雪行军图。风雪中艰难的行军，在亲
历者的眼里却展现出红旗飞舞、人马飞
腾的生动画卷，展示了工农将士自信、豪
放的心境。“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
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
阎罗。”1936年冬，陈毅元帅在梅岭被
围、身有伤病之时作了《梅岭三章》留在
衣底。面对死亡，陈毅展现出取义成仁
和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无畏精神。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
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
山。”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
参加七大的陈毅在听取开幕词后，欣然
写下《七大开幕》一诗。诗歌表达了全国
人民翘首遥望延安，期盼打败日本帝国
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深切愿望，展示了共
产党人带领人民摆脱黑暗、走向光明的
历史担当和行动自觉。在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诗词中，担当精神始终闪烁
着耀眼的光芒。1925年深秋，毛泽东在
橘子洲头写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的惊世名句，展示了除旧布新的满腔豪
情。1936年在《沁园春?雪》中，毛泽东
写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千古名
篇，做出了党和人民将主宰国家命运的
准确判断。1937年4月，毛泽东所作《四
言诗?祭黄帝陵》则展示了共产党人“万
里崎岖，为国效命”、立志“经武整军”“卫
我国权”的使命担当。

革命诗词中的党史回响
■郝东红

时光如水，静默不言。与母亲阴阳
两隔已经16个年头，记忆的河岸芳草萋
萋，藏着绽放在母亲心灵的许多念想，温
暖着我的梦想，澎湃着我的热血，也叩问
着我的灵魂。多少年来，它们如直抵内
心的歌儿，时而典雅深沉，时而婉转悠
扬，时而迸发火样激情，融进丝缕光阴，
让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丰盈充实。

一

母亲出身贫苦家庭，没有机会念书，
却通情达理；母亲身在偏僻乡村，没有闯
过社会，却晓得人情世故；母亲连百家姓
还认不全，没有宏阔知识，却分得清家国
之事的大与小。

母亲初为人妻的年代，物质条件匮
乏，家家都是青黄不接。突然撒手人寰的
爷爷，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财产，只留下
年纪幼小的叔叔姑姑。二叔参军之后，回
乡务农的父亲成了家中唯一的壮劳力，要
养活8口人，日子过得极为窘迫，饥一顿
饱一顿的。奶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一天
到晚愁容满面，有时还躲在房后抹眼
泪。二叔在部队听了心里一阵阵发酸，
工作热情一落千丈，放弃了在部队长干
的念头，打算提前退役回家挣口粮。母
亲让二叔的几个探亲战友捎去话儿：国
家的事靠他去干，家里的事由哥嫂担着。

那些日子，母亲整宿睡不着觉，满脑
子都是“怎样解决家人的温饱问题”。年
还没有过完，她便和奶奶一起跑到集市
上买了两只仔猪，垒起高高的圈好生饲
养起来。大地上的冰雪刚刚融化，母亲
就脱掉厚厚的棉衣，利索地抡起锹和镐，
在屋前房后开了一大片荒地，平整、浇
水、施肥，种上玉米、土豆、南瓜、豆角、葱
蒜等，不分昼夜地忙碌，水一身泥一身地
与季节赛跑。

人勤地不懒。昔日的荒地，弥漫着
丰收的喜气：地瓜秧苗郁郁葱葱，玉米在
屋檐下低垂，红柿子在枝头高挂，几种蔬
菜更是长得油绿欲滴。它们足够补贴一
季粮食，能派上大用场。母亲及时采摘、
收割，让一家人随长随吃。年底，两只仔
猪也长成了大肥猪，卖了用来买米买盐
买油。尽管家里的生活依然不算富裕，
但一家老小总算能填饱肚子，过年过节
偶尔改善一下生活，还攒够了让奶奶去
部队探望二叔的路费。

生活的压力小了，奶奶脸上的笑容
多了起来，人也开朗许多。知道家里的
变化，二叔的精气神提起来了，安心尽心
地在部队干，家中年年收到他立功受奖
的喜报。每次探亲时遇上有人夸奖，二
叔总是咧开嘴笑着说：“我那些大红花
里，有俺嫂子一大半功劳！”

二

我排行老三，是家里第一个男孩子，

最受母亲的疼爱，她倾注的心血也最多。
从刚刚懂事起，母亲就经常给我讲

从家门口过黄河的刘邓大军，讲从“老革
命”那里听来的战斗故事。那些英雄的
名字，如璀璨星辰，让我的目光久久为之
仰望，一举一动都打上了军人的烙印：最
爱看战争片，爱和小伙伴玩打仗的游戏，
常常偷偷将二叔和大姑父送给父亲的军
用棉袄穿出去过军人瘾，更在一个个征
兵季莫名地躁动不安，还曾十几次向学
校请假送人入伍……心中那面火红的

“八一”军旗高高飘扬，飘过大河高山，飘
过蓝天白云。

母亲为我播下的当兵梦像粒种子，
在心中暗自生长。高中毕业那年，我便
迫不及待地投身军旅。穿上军装的时
候，母亲帮我披上“参军光荣”的大红绶
带，扯着军装上下左右打量，一次次笑出
了眼泪。离家那天，她攥着我的手久久
不愿松开，对我说：“算上恁叔和恁姑父，
你是咱们家第 3个军人，到部队好好
干！不管遇到什么沟沟坎坎，咬咬牙就
过去了，一定要闯出个好模样！”

母亲的字字叮咛，常常回响在耳边，
坚定了我当兵好好干的信念。可是，从
校门到营门，我被高强度的训练和紧张
的生活打得人仰马翻。步兵对体能要求
很高，这成了我的短板，天天被压得喘不
过气来，在家信里流露出消极的想法。

没等父亲把信念完，母亲早已急得
满脸通红，一路小跑 5公里到镇上给我
打长途电话，先是批评我没出息，然后便
是好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告。走出电话
间，夜色已深，星光暗淡，我头脑一片空
白。母亲的忧愁、叹息，顺着清冷的晚风
在耳畔回荡，也深深烙在心底，我痛下决
心不让她失望。

让我没想到的是，母亲竟然发动二
叔、大姑父以及他们的30多个战友反复
写信给我，用亲身经历和爱军精武先进
典型来激励我。我从中受到很大鼓励，
既然自己选择了从军，就一定要坚持下
来，干出点名堂。

那段时间，我开始加班加点补训，早
上顶着星星，晚上披着月光，日复一日不
停歇。5公里跑到最艰难的阶段，我脑
海里便会浮现母亲的面容，她那信任和
期待的眼神，成为我咬牙坚持下去的不
竭动力。经过一个多月的苦练，我多个
课目取得优秀成绩，新兵连结束时得了
连嘉奖。母亲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不
得了，做了一大桌子的菜，把叔叔、舅舅
和姑父们请到家里举杯庆祝。

母亲的期望像家乡蜿蜒的黄河，浸
透在一道道慈祥的目光中。每次家人给
我写信，她总要他们叮嘱我当兵就要干
好当兵的事，还让他们写上村里人常说
的那句话，“吃得苦中苦，才能成为金刚
人”。言简意赅，意味深长，永远灌注生
机、驱赶怯懦，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拐点
助我坚强豁达，铸就从容自信，照亮前行
之路。

每次回家，我都能看到被母亲挂在
卧室里的那些受奖照片，也能看到母亲
用青筋暴突的双手一遍遍抚摸我的军功
章。每当听人夸我在部队干得不错，我

都能看到她眼神放出光来，笑容堆在脸
上。我知道，那一定是幸福的笑。

三

自从成了名副其实的兵妈妈，军营
就成了母亲心中最大的一份牵挂。但

“兵妈妈”的名字真正在家乡叫响，还是
因为她把爱心奉献出来，与我的许多战
友都结下了深厚的母子亲情。

战友许海军到了部队，因表现突出
年年被评为优秀士兵，当兵第 3年父亲
因病去世。失去亲人的他一度情绪失
落，母亲得知消息后打电话嘘寒问暖，鼓
励他化悲痛为力量，还把准备翻盖房子
的3000多元送到他的家中，为他濒临绝
境的母亲解了燃眉之急。许海军逐渐走
出低谷，以积极的姿态投入部队教育训
练和各项工作中，很快就入了党。回家
探亲，他第一站就去我家看望母亲，进门
就给她跪下磕头：“妈妈，你对我们的恩
情，儿子终生不忘！”

战友张磊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关节
炎，行动不便。母亲在无意中了解情况
后，每年十多次带着礼品药品前去看望，
并帮着做些家务。置身火热的军营，张
磊无比感动，比武、训练样样走在前头，
凭着过硬的素质和出色的表现提了干。

我当排长时带的战士刘迎海，是个
父母早逝的孤儿，由爷爷奶奶带大，在排
里很不合群，多次顶撞班长骨干，反复做
工作也不见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
小刘的情况说给母亲听，没想到，母性固
有的慈爱占据了她的心，竟然专门给小
刘打来电话：“如果你不嫌弃大娘土气，
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娘！”小刘泪流满
面，握紧了电话，这个自幼失去母爱的小
伙子第一次喊出了“妈妈”。母亲送去的
呵护和温暖，让他的性格渐渐变得温和
起来，训练工作的积极性也上来了，成了
演兵场上招人喜爱的“小老虎”。

枝叶总关情，细流汇成河。年长日
久，母亲的膝下居然有了9个“兵儿子”，
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打电话、买衣服、寄
特产，为他们照亮健康成长之路。兵儿
子也争气，3个人在部队立功，6个人入
了党。他们退伍后有的在河南，有的在
海南，有的在新疆，一旦有机会，都会千
里迢迢前去探望母亲。

每当母亲满心欢喜地把家里来人的
消息告诉我，我都会不由自主对她大加
赞赏，可母亲总是打断我的话：“娘图的
不是这个，娘想的是他们都能成为一个
好兵！”

四

在飞逝的时光中，母亲累弯了腰，熬
白了头，皱纹爬满了脸，身体状况渐渐不
佳，每天大把大把的药往肚子里吞。尽
管这样，她宁愿把所有的痛苦都扛下来，
也不愿意让我分心，还特意和姐姐讲：

“你大弟弟是个军人，在组织里，咱们谁
也不能给他添麻烦。”

2005年 4月 6日一大早，手机突然
响了，传来姐姐的哭声：“弟，咱娘重病住

院。”我大吃一惊，立即找领导请了事假，
坐火车换汽车急三火四赶回老家。见到
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我轻轻喊了一句：

“娘，我回来看您了。”已经神志不清的母
亲突然睁开了眼睛，望着我的目光依然
充满数年如一日的慈爱：“华儿，你咋回
来了？娘没事，你赶紧回去工作吧！”当
母亲喊出我小名的那一刻，30多岁的我
像孩子一样，笑着笑着便泪流满面……

母亲在县医院住了大半个月，病情
时好时坏，在隐隐的不安与惶恐中几次
转院，最后转到海军总医院。很快，各类
先进仪器检查的结果出来了，母亲患有
恶性最高的 4级胶质脑肿瘤，已经到了
晚期，无法进行手术治疗，剩下的时光很
短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一声霹雳，让
我无法接受，强忍着泪水，紧紧地抱住身
体极其虚弱的母亲。

休假 20多天，我一直陪着母亲，帮
她擦脸洗衣做饭，把她抱出房屋晒太
阳……自从当兵离家后，我再也没有像
这样亲近母亲。当初那个硬气、健朗的
母亲，在我怀里竟然是那么轻、那么脆
弱，仿佛一朵快要凋零的花，稍微一用劲
就会碎了。

回到部队，加班加点处理完手头的
工作，我再次请了事假回家。那时母亲
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天天都要挂几瓶点
滴，正步步逼近油枯灯灭的大限，我下定
决心要陪她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哪怕
只是沉默着坐在她身边。

有天下午，母亲刚由姐姐洗过头，满
头灰发柔顺地伏在头上，面容显得精神不
少。我迈进门叫了她一声，她扬起双眉看
着我，好像有些着急。我赶忙上前，握紧
她发烫的手，她用最平静的口气说：“你是
军人，身上有任务，不能在家里耽搁。”

热泪在眼眶中不停地打转，万千话
语顶在喉尖，我有些变声地说：“娘呀，我
都跟领导请过假了，这次一定要等你好
利索了再回部队去！”

母亲高声把外屋的二叔叫了过来，
眼神中透出刚强与坚毅：“恁是穿过军装
的人，最知道部队的事了，这会儿算是嫂
子求恁了，快把这孩子整回部队去！”

母亲的言语落地，偌大的 3间大瓦
房里静寂无声，午后的时间仿佛静止了
一般。二叔的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让
我跪下，冲着母亲连磕3个响头，然后哽
咽着说：“不要跟你娘犟了，现在就回部
队工作去。”

一步三回头地出了家门，我既没有
找出租车，也没有坐公共汽车，走过田
埂，越过河堤，走到 30多公里外的市火
车站已是深夜。坐在呼啸行驶的火车
上，我满脑子全是母亲的样子，久久地对
视着、打量着、亲近着、感受着……我不
知是怎么跨越那1000多公里的，只记得
泪水和着歉疚，似决堤的河，一夜之间，
车厢卧铺的枕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家院是根，母亲是恩。在望断天涯
的路上，母亲的许多念想无关吃饭穿衣、
香车宝马、官职官位，却如长长的诗行，
触撞着我心灵最柔软的地方，面向岁月
朝着阳光，与爱和善良一起飞翔，抛却蜷
缩的蝇营狗苟，把清新的故事撒向人间。

母亲的念想
■杜善国

在奔向幸福的时光里
每一段 都洒下你辛勤的汗滴
在通往富裕的征程上
每一步 都留下你坚实的足迹
昂起头顶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俯下身驮起一方水土的希冀
把温暖送进千家万户
把风雪全部留给自己
甘于奉献 淡泊名利
勇担当 志弘毅

全心全意为人民
一番深情化春泥
人民呼唤你 人民敬重你
历史把你深深地铭记
深深地铭记 铭记

孺子牛（歌词）

■顾中华

清明时节
在山茶花桃花的烂漫中
我走进烈士陵园
拜谒你
长眠的英雄

大山无语
我默默拾级而上
远逝的画面
已写进历史
英雄的壮举
已化作一尊尊不朽的雕像
永远传承后人
这是一次十分残酷的战斗
每一个参战者
都会终生难忘
地形错综复杂 迷雾阴暗
山林密布 敌人狡诈
你是突击队员
心里十分清楚
上去就意味着牺牲

但你毫不犹豫
率领突击勇士们边打边冲
杀出一条血路
一发炮弹呼啸而来
一颗子弹又击穿你的腿
你用残存的右手
扼住山上烧焦的泥土
拖着血染的腿
一寸一尺地匍匐向前
扶正军旗
用军中铸造的血性

用被仇恨烧红的双眼
顽强指挥
继续战斗
直至倒在血泊中
从此 你的名字被刻在石碑上
成为故事 成为历史

陵园矗立的纪念碑
是一片片忠魂筑起的精神支柱
是一个个巨大的感叹号
肃立天地间
面对你
我的战友
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你悲壮的生命绝唱
永远在高山大海江河回荡
你们安静地长眠在苍松翠柏间
相融相依在这满眼绿色的家园
铸成国家永恒的记忆

远逝的浴血战斗
已凝固在我们脚下
成为强军梦牢固的基石
你们伟大的形象
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

安息吧 战友
强军路上
我们会迎着雨雪风霜
守望着东西南北中
完成你们的遗愿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继续奋斗

永恒的记忆
■樊银生

飞扬的红旗是指挥者
伴奏有轰鸣的坦克
踏着冰雪 笑对寒风
我要唱一支军营春歌

我要唱枪声 那迎春的雷
一声声 一阵阵 气势磅礴
我要唱靶子 那报春的梅
一朵朵 一簇簇 装点山河

我要唱战士脸上的汗水
像春溪滋润花朵

我要唱将军窗前的灯光
像春霞光彩闪烁

我要唱军衣 像春草青青
我要唱帽徽 像春花灼灼
我要唱前进的队列 像春江奔涌
我要唱忠诚的哨兵 像春山巍峨

我要唱的太多太多
因为战士是春天的使者
为让春歌唱响天下
我走向那高高的哨所

军营春歌
■王文福

清泉石上流（油画） 朱志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