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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7国道河南信阳市平桥区

的长台关往东，沿淮河北岸步行15

分钟，穿过京广铁路桥洞后，就进入

长台关古镇的长淮路，拐过一个弯，

便来到一处房舍，98岁的抗战老兵

胡立东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从武汉来

的记者。

阳光下，老人向记者行了一个标

准的军礼。这是老人多年来对待客

人的习惯。记者赶紧低头还礼。然

后，一双温暖的大手伸过来——这是

一双曾与鬼子血战多年的大手。

以血肉之躯拼杀在台儿庄战场

请老兵坐下后，记者与他交谈

起来。毕竟98岁了，虽然身子骨还

行，但听力很差，而且只有一只眼睛

能看见，与记者的谈话，全是老人的

女婿卢世汉在一旁做“翻译”。

胡立东含糊地说道，我于1918

年出生于信阳长台乡长台关村，在

淮河边长大。19岁那年，我总感觉

跟别人扛活没什么出路，就与儿时

玩伴尚德祥、陈运生、张福祥协商，

决定外出当兵，闯荡闯荡。1937年

4月，我们4人瞒着家人跑到信阳的

明港。当时明港有军队驻扎，设有

招兵站，我们 4 人全被招进去了。

不久随部队奉调北平。“七七”卢沟

桥事变后，部队在河北宛平一带与

日军作战，我就干掉了几个鬼子。

我所在的部队，是国民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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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总司令是张自忠，军长刘正山，师

长崔正伦，团长段宏远，营长孙九昌，

连长李世富，我在3排当上等兵。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日军先后

占领上海和南京，为了打通津浦路，

占领陇海路东段，日军集中优势兵力

数万人，妄图攻占铁路中枢徐州，国

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全力阻击日军进

攻。我们部队从安徽北部一直打到

徐州北。在保卫临沂的战斗中，我们

180师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受到上

级的嘉奖，我记得每个战士都得到几

块银元。临沂的战斗是台儿庄大战

的序幕。然后，我部奉命从临沂调往

台儿庄参战，负责守卫台儿庄东北部

藤县望母山一带的阵地。

谈起台儿庄会战，胡立东站起

来说，那是早春的日子，天气还很

冷，我记得鬼子天上有飞机，地面有

坦克和大炮掩护，每个分队都有轻

重机枪，“突突突”的响声总是不停，

疯狂地向我军阵地扫射，周围房子

的墙壁被打成筛子。战士们几次拿

大刀与敌人拼杀。经过几个昼夜的

激战，敌我双方都损失惨重。我记

得，台儿庄靠近古运河的岸边堆尸

如山，血流成河。4月的一天，我们

在台儿庄西面的阵地防守时，突然，

几架鬼子的飞机从东面飞过来，在

我们阵地上丢下成串的炸弹，阵地

上死伤一片，20多个战友死在一堆，

我的左腿被炸得血肉模糊，脖子后

面被弹片划伤。当时不觉得疼，过

了一会儿见到血流出来疼得钻心。

因为阵地吃紧，大批伤兵根本没人

救护。我忍着剧痛自己包扎伤口，

有一种快要死的感觉，过了几天才

到后方医院治伤。台儿庄大捷的消

息我是在医院听到的，中国军队有

了这次大捷，每个人都深受鼓舞。

“70多年前我就知道打仗
是为了保卫大武汉”

过了 3个月，我的腿伤完全康

复了，于是跟随部队从商丘开到信

阳东的潢川和固始一带，当时听说

是保卫武汉。信阳东部距离武汉虽

有数百公里，但这里是北线日军进

攻武汉的必经之路。我记得有一天

下午，我们70多人在一条公路边设

伏，大家手里只有步枪，没有重武

器，日军开来几辆车，发现有埋伏

后，从车上下来几个鬼子，朝我们设

伏的方向放了几枪，还目中无人地

解小便，完了就上车走了。

鬼子也有放松警惕的时候，哪

里知道我们使用了战术。天快黑

时，等前面的鬼子车队走远了，我部

调集数十挺轻、重机枪，将车队后面

的鬼子步兵来了个合围。我们在两

翼一同开火，鬼子也不知我们有多

少人，赶紧仓惶应战，有的连衣服还

没穿就被我们打死，敌人死伤至少

70人。大约1小时后，我们按照指

示撤离了现场，往湖北红安、大悟方

向前进。

6月份的时候，我们连队在潢川

的一条河边再次跟一小队日军相

遇，对方 4 辆汽车，大约有 100 多

人。开火之初，我们就被敌人的火

力压制了，密集的枪弹打到我们身

边嗖嗖地响，我们利用地形和庄稼

坚持了30分钟，觉得再也支撑不下

去了，就边打边撤了。这群鬼子大

概是有更重要的目标，并没有追击

我们，就坐上车跑了。

这次并不大的战斗，我的后腰

负伤，被转移到湖北西部的南漳县

武镇治疗。

“跟着张自忠将军去殉国”

老人回忆说，进入湖北后，部队

的作战明显增多。

1938年冬天，我们从信阳退守

到随县一带，几乎天天在行军、在打

仗。我们部队从山东打到河南，又

从河南进入湖北，部队减员非常严

重。

1939年春天，我跟随官员到随

县、枣阳等地征兵。尽管百姓都知

道抗日战争很艰苦，打仗会死很多

人，但参军的青年还真不少，一天就

能征到上百人。这些士兵都成为在

鄂西坚持抗战的有生力量。

老人接着说，武汉会战结束后，

我就跟随张自忠的部队，在枣宜地

区坚持抗战。张将军领导的 1940

年 5 月宜城十里长山的南瓜店战

役，我就在其中，我是亲眼见到张将

军中弹负重伤的。谁也没有想到，

我们跟随了3年多的张将军，竟然

牺牲在与敌人拼杀的最前沿。

那场战斗是我经过的最惨烈的

战斗。

战斗开始时，我们的阵地就遭

到日军飞机和炮火的猛烈攻击。初

夏正是草木茂盛的季节，但是经过

炮火轰炸后，周围的树木都被点燃，

很多士兵没有来得及向鬼子放一枪

就被炸死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弹

药和吃的，大家只能吃田里没有成

熟的小麦和豌豆、蚕豆，打光弹药的

战士只能靠刺刀和枪托跟鬼子拼。

到了5月 16日，我们的部队死

伤十分严重，阵地实在守不住了。

最伤心的是，我们的最高长官张自

忠将军在南瓜店殉国了。

老人擦了擦眼泪说，八年的抗

战，算上负伤住院的时间，我是全程

参加了，经历的大小战斗我也记不

清。我参加过保卫武汉的战斗，也

曾在湖北养伤，伤愈后参加过随枣

会战和枣宜会战，在湖北打仗6年

多，可是抗战胜利后再也没有去过

湖北武汉。如今快100岁了，很想

念曾经保卫和战斗的地方。

打满八年抗战 老兵浑身是伤

“我亲眼见到张自忠将军中弹”
□汤华明 祝龙

翻过6月的最后一页日历，鲜红的“七
一”赫然在目。这是北方的气候开始走向
炎热的起点，是香港回归的日子，更是我
们党的生日。此时此刻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我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仿佛耳畔有
咚咚的战鼓在敲响，给人一种想要奔跑的
冲动。

自上个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在阴霾
满天的日子里横空出世，历经风雨，转眼
已经过去了94个春秋。弹指之间，将近
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对于千载长青的
松柏而言，正是初见繁盛，朝气蓬勃的好
时光。

共产主义的种子，在中国的大地上，
从落地生根，到茁壮成长，如今已是枝繁
叶茂、蔚然成林了。在这一伟大思想的指
引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
的努力，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
国，同时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
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壮
举。如今，这个已经拥有8700多万名党员
的世界“超级大党”，正满怀信心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奋然前行。一个属于中国的世
纪，开始了！

从我童年刚懂事的时候起，就知道共
产党是一个神圣的名字，共产党员是高尚
人品的标志。如果说参军扛枪曾经是年
少时让我日夜神往的事，那么成为一名共
产党员，对我来说就是高不可攀的梦想。

当年我的家乡，松辽平原上一个三四
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百十号人口，共产党
员不过两三人而已。党员们最有文化，最
有觉悟，无论是参加劳动，或者是关心集
体、响应国家号召，他们都是榜样，都走在
前边，是理所当然的带头人。

听父亲讲，在当年的生产队里，村民
们毋庸置疑地认为，党员是从来不怕吃亏
不会占便宜的。遇到水灾、火灾、地震、出
民工等急难险重任务，站在最前面的，一
定是党员。街坊邻里间发生矛盾起了争

执，最先让步的，一定是党员。哪怕争吵
得脸红脖子粗，相持不下，只要有人说“你
还是党员呢！”那个党员不管如何占理，立
马就蔫声不语，主动让步了。村子里婚丧
嫁娶红白喜事，前后张罗不辞辛苦的，往
往是党员。逢年过节，社员们分东西，剩
下质量不好的或者分量不足的，就会有人
说：“给我吧。”遇到吃苦挨累的事，就会有
人说：“我去吧。”说这话的人其实还有一
句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我是党员。”他
们虽然没有说，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似
乎都听到了。那里面有一份责任，也有一
份骄傲。

在当年的乡村里，党员就像英雄模范
一样。在村民的心目中，党员是最有威望
最有地位的。嫁女儿娶媳妇，党员家庭都
是上上之选。就连在那些淘气的小孩子
眼中，同样规格的房舍门脸儿，党员家似
乎更明亮更有光彩。后来读到杜甫的诗
句“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真的是深
有同感。

上世纪70年代，中央在农村开展路线
教育，这项活动俗称“下乡”。工作组成员
以城里的党员干部为主，吃住在老乡家。
关于工作组的故事，直到今天，村中老辈

人仍然津津乐道。那年头，工作组吃饭都
是要交粮票的，多少年无一例外。吃派饭
不管吃到谁家，淳朴的老乡都会拿出家里
最好的饭菜来招待。当年的女干部有不
少是吸烟的，而且多半是自己用纸卷的旱
烟。最后一道工序是用舌头舔过烟纸边
缘，然后卷紧。遇到热情而不拘小节的老
乡，卷烟招待来客，直接舔湿纸边，把烟卷
好再递给女干部。让老乡最感动的是，这
些女干部接过来就叼在嘴上，就像相亲相
爱的家人，没有丝毫的为难和嫌弃。冬天
炕头夏天炕梢，盘腿大坐，围着火盆或者
烟笸箩，在这样的氛围里，听干部们絮絮
而谈，党的政策、民生疾苦，就这样相互交
流。许多棘手的问题，解不开的疙瘩，谈
笑间迎刃而解。在这样无数次的夜话中，
党风党纪、科学常识、时事见闻、育儿保
健、吃饭穿衣，各种各样的知识，在不经意
间被干部们带到了乡亲们中间，如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那时的党员干部就像春秋
的家燕，老乡们日夜盼着来，走时都舍不
得。

中国人是注重亲缘的，尤其在东北，
逢年过节走亲戚的风俗中，你会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鱼水之

情。我参加工作至今，时常听到老干部们
说起，当年下乡的时候，吃饭住宿过的老
乡家，老老小小，都会把这些干部当做亲
戚，腊月里进城赶集，都要带上点儿土产，
有时仅仅是两三斤小米，到干部家里探
望，吃顿饭或者住一夜，兴高采烈地欢
谈。老乡临走的时候，干部会给老乡拿上
一些城里才有、乡下不多见的烟酒糖茶，
甚至枕套毛巾，作为心意。老乡依旧用官
职称呼干部，干部依旧用“大爷”“大娘”称
呼老乡。当年的“书记”“主任”“干事”等
官称，在老乡的心目中，都有着美好的内
涵。

我对这些可亲可敬的党员干部们，深
怀仰慕之心。我的父亲是一位村小的校
长，工作勤勤恳恳。他对党追求了一辈
子，写了无数的申请书，但因为母亲出身
的原因，直到退休也未能如愿，这应该是
父亲一生中不多的遗憾之一。但我知道，
父亲在对自己的要求上一直按照党员的
标准，而且从小就鼓励我要追求上进，要
向党组织靠拢。受父亲的影响，上高中的
时候，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并幸运地成
为入党积极分子。上了大学，带着当年的
美好记忆，心里装着家乡的故事，通过不

懈追求，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庄严
的党旗下举起右拳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从
未有过的神圣。我深深感谢党组织的信
任，同时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像我记忆
中的党员那样，做一个令人爱戴受人尊敬
的人。

大学毕业之后，在党政机关工作，之
后结婚生子。身为党员，身为人父，又多
了几许感悟。我觉得，我们的党，从创建
到今天，经历过那么多艰苦卓绝的旅程，
不畏强敌的残暴，不舍理想与信念。我
们的党，就像一位伟大的父亲，历尽磨
难，饱经风雨，用他阳光般的爱心教育关
爱每一个党员。我们的党，他的先烈们，
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党的纲领
和宗旨，是这些最优秀的人的精心之作，
是党献给亿万人民的赤子般的爱。在党
的宗旨指引下，我们每个人的道路，全体
党员的道路，必定是充满光明的。每一
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应该成为我们这
个时代、我们这个社会中，最优秀的、最
有智慧的、最具爱心和勇气的、最受人民
群众喜爱的人。由这样的人组成的伟大
的党，一定会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
与拥护。

回忆往事追思历史，情思就像丰富的
颜色，热爱驱动着感情的笔触，中国共产
党的形象，再一次从我的内心跃然纸上，
仿佛一棵参天大树。其根坚实，其干茁
壮，其枝繁盛，其叶茂密。

而作为这个组织中的一员，我知道我
的责任不仅仅是赞美和讴歌，我要以踏实
的努力，拼搏的精神，使她变得更加卓然
不群，光彩照人！这是我毕生的使命。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
寻找我遗失的美好。”喜欢这句歌词，它
能够表达我以及许多共产党人的心迹
和情怀。

我爱我们伟大的党。这个爱，是我生
命 的 全 部 意
义。我爱故我
在。

我爱故我在
——献给党的生日

□陈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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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吉林日报》创刊70周年。此时此刻，作为1952年

参加工作，1995年退休，在吉林日报印刷厂工作43年的老职

工，我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我爱《吉林日报》，我爱印

刷厂，更爱且难以忘记不知苦与累拼命劳作的纯朴的一起共

过事的老一代印刷工人……

上世纪50年代，我省的报纸品种极少，《吉林日报》作为

省委、省政府的机关报，党和人民的喉舌，在省里的影响非常

大，堪称省内第一大报。当时，尽管印刷设备都是铅版印刷，

大部分是手工操作，工艺复杂（铸字、

拣字、排版、压版，最后在轮转机上

版），特别是制作照片的制版（锌版）

工序，更加复杂，每幅照片要有几千

个网点组成，要求平整，层次分明，有

立体感，腐蚀程度符合要求，否则，照

片的质量就不过关，影响下道工序，

影响报纸质量，或造成不良政治影

响。

那时，轮转工人非常辛苦，一个

机台印几十万份报纸，一干就是一

夜。纸尘和油墨满天飞，噪音也大，

说话听不到，只能打手势。尽管环境

艰苦，但他们无怨无悔，干工作不讲

价钱，热情无比高涨。

上个世纪60年代国家处于政治

历史的特定时期，轮转工人为了“出

早版、出好报”，每次毛主席在天安门

广场有重大接见活动，或中央召开重

大会议时，报纸都要出画刊，俗称《号

外》，工作量非常大，24小时不休息。

困了就轮流在纸毛子堆睡一会儿，再

用冷水洗洗脸继续干；饿了，就拿热

在铅锅边上的饭盒对付几口饭。尽

管工作繁重紧张，艰难无比，但大家的责任心都很强。

1976年国家多灾多难。毛主席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极

度悲痛之中。制版组的照片非常多，新华社发稿也比较晚，制

版工人还要抢时效高质量地把版制好。在后半夜里，真是又

困又累，腿又发麻，但他们都没有怨言，怀着对伟人的热爱，眼

里噙着泪水，克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制版任务。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在厂质检科工作。为了

把印刷质量搞上去，让客户满意，增加效益，厂领导、质检科人

员、机台人员、油墨厂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全面分析了影响党报

印刷质量的原因，认真研究总结，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健全了

质量评比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利用自己落后的印刷设备和

自己生产的油墨，就把党报的印刷质量提高到令人满意的程

度，在东北三省和全国省级报纸印刷质量评比中，取得了优异

成绩。

退休后，在一个秋阳灿烂的日子里，我曾有机会去现在的

印刷厂（已改名印务中心）看过一次。变化之大，难以想象。

劳动强度极大改善，环境更好，设备全部更新（都是高科技）。

厂里的领导及所属职工都很年轻，风华正茂，十分有朝气。对

此，我很欣慰。

愿我们的印务中心明天会更好！

难
忘
的
回
忆

□

史
天
恩

回忆抗战往事，老兵胡立东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