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 年 5 月 4 日的夜
晚袁 是王学儒终生难忘的
一个晚上遥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毛泽东和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
洛夫一起出席了在北京中
山公园举行的庆祝 野五
四冶 青年节的游园晚会遥
晚会十分热烈隆重袁 十八
个著名文艺团体分散在八
个地方表演各种精彩节
目遥 王学儒被抽调到晚会
当俄语翻译袁 他的任务是
陪同驻公安部的苏联专家
夫妇游园遥 没想到苏联专
家患感冒不能出席晚会袁
他得以持特别通行证到各
个游艺区观看遥 晚八时十
分袁 毛泽东主席尧 伏罗希
洛夫主席尧 朱德副主席尧
刘少奇委员长尧 周恩来总
理等领导人步入中山公园
大门那一刻起袁 他就在中
山公园长廊旁和夹道欢迎
人群一道欢迎中苏两国领
导人袁 而后毛泽东主席和
伏罗希洛夫主席到哪个游
艺区袁 他就到哪个区袁 也
顾不上看节目袁 眼神专注
地盯着领导人袁 尤其是敬
爱的毛主席遥 中苏元首每
到一个游艺区前袁 周总理必提前到该
游艺区去看看袁 他也跟着周总理的步
伐袁 看着周总理和工作人员尧 大学生尧
演员尧 工人等亲切交谈袁 态度和霭袁
平易近人袁 工作认真负责袁 深入群众袁
和群众打成一片袁 这让他深受教育袁
一辈子受益遥 就这样随着尧 跟着尧 看
着袁 直到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欢呼声中
离开遥 他怀着幸福愉快的心情度过这
一夜晚遥 这个夜晚永远激励着他尧 鼓
舞着他更好地为党工作袁 为人民服务浴

在后来从事教育事业的生涯中袁
他严格要求自己袁 尤其是到淮阴中学
当校长以后袁 他从不拉帮结派尧 不奉
承上级尧 不买官卖官遥 在校期间袁 努
力服务于教师与学生遥 野那时候校长
不好当啊浴冶 说起往事袁 他频频发出感
慨遥 记得有一次袁 部分学生不肯在食
堂吃饭袁 有的学生跑到校外吃饭袁 又
贵又不安全遥 他得知情况立马组织调
查袁 原因竟然是学生嫌食堂的红烧肉
太少了遥 为此袁 他立即组织整改袁 学
校的领导班子包括他自己亲自在食堂
做服务袁 直到学生们满意遥 野为党工
作不是口头上的袁 要真的全身心扑在
上面浴冶 因为多年劳累袁 他的身体非常
不好袁 直到离休以后袁 身体才慢慢有
所改善遥

85 岁的王祖和是一位资深的
农业科技专家袁在他家中袁我们看
到墙上有他曾获得的国家级尧省市
级各类奖项遥数张奖状旁醒目地裱
着一副字院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
术现代化进军袁落款为华国锋遥

当问到这位河北老人家因何
会扎根在淮阴大地上袁王老向我们
讲述了他的甜菜栽培技术研究生
涯遥 1951 年从华北大学农学院毕
业以后袁他被分配到中央轻工业部
食品局袁从事制糖工业考察和制糖
厂筹建工作遥 新中国成立以后袁糖
很紧张袁各地都在设法建糖厂遥 这
期间袁他从河北到了包头袁文革期
间因为技术不值钱袁 又被调回大
同袁彼时淮阴正在建糖厂袁于是他
在 1968 年 5 月的时候调到了淮
阴遥 1969 年 1 月的一天袁哈尔滨糖
厂的两位同志路过淮阴袁到王祖和
家作客遥他带客人去看种在厂内隙
地上露地越冬的甜菜遥刨出几颗一
看袁一个个冻得蜡烛似地袁大家都
道活不了了遥 谁知严冬过后袁大地
回春袁原以为冻死的甜菜却奇迹般
的返青了袁抽苔了袁开花了遥当时的

教 科 书 都 写
着院 甜菜生长
的最低临界温
度 是 零 下 八
度袁 持续两个
小时遥 按照这
道警戒线的要
求袁 甜菜必须
在十一月上旬
之前收获袁否
则将会被冻死
在田间遥 可是
那年冬天的最
低气温早已越
过 了 这 个 界
限袁 为什么甜
菜没有被冻死
呢钥 王祖和开始了辛勤的探索遥 以
后连续几个冬天袁王祖和总是会在
凌晨三点之前袁穿上棉大衣袁抱着
小板凳袁 带上温度计和手电筒袁到
甜菜地一坐就是几小时遥在最冷的
日子袁最冷的时刻袁捕捉最低的温
度袁连续七个冬天袁上百次地重复
着这样的观察尧比较尧试验袁他终于
确证院淮阴地区甜菜的临界温度是
零下 10 度袁持续 3 小时以上遥这样
的温差袁对于甜菜生产来说袁意味
着可以把收获时间从十一月上旬
推迟到十二月中旬袁达到产量的高
峰袁 甚至可以推迟到一月中旬袁达
到含糖量高峰遥这项措施使每年甜
菜产量增加百分之十以上袁含糖量
提高一度到一点五度遥对于种植了
三万多亩甜菜的淮阴县来说袁每推

迟一天收获袁就可增加几万元的收
入遥

1976 年袁 他应邀写了一篇名
为叶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
道路曳的文章袁发表于光明日报和
叶红旗曳杂志袁随后被翻译成多国文
字流传于世遥 在这篇文章发表以
前袁 王祖和就是一个不管身外事尧
埋头做研究的技术员袁此篇文章的
发表对他震动很大袁 他意识到袁只
有通过写文章才能将技术转化为
生产力袁 随后他开始热衷于此袁并
陆续发表多篇专业论文遥他撰写的
叶梨科作物的临界温度的研究曳发
表于叶世界植物学杂志曳袁并因此被
收藏在瑞典科学院遥 前些年袁瑞典
科学院为表达对他的敬意还给他
寄了 1000 美元的稿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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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建党 95 年了袁这条路是曲折
的尧充满艰辛的袁但我们党还是一
步一步由小变大尧由弱变强了遥冶离
休干部周发源袁这位淮安水警支队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袁虽然只有
小学文化袁但说起党的历史来如数
家珍袁国内外大事尧中央的最新精
神他也能侃侃而谈袁很难想象一位
86 岁的老人还能有这么好的记忆
和这么清晰的思维袁这就在于他有
坚强的党性尧对党充满感情袁几十
年来主动学习遥 说着说着袁周老神
秘一笑袁 起身从书房拿出一样东

西遥仔细一看袁原来是 1951 年北京
书店刊行的叶学习小字典曳袁随手翻
看袁 是当时流行的从右向左竖排
版袁看起来颇为费力遥野以前我不认
识多少字袁每次看书看报都把字典
放在旁边袁 遇到不懂的就随时查
看遥 冶现在袁这本野60 来岁冶的字典
也算功成身退袁静静地躺在书架上
安享晚年袁而它的野邻居冶还在不断
增加着要要要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读本曳尧叶学习活页文选曳尧
叶淮安经济曳等等遥 花钱订阅报刊尧
购买学习资料袁周老总是毫不吝啬

的遥
提起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袁周

老连着说了几遍 野必须的冶袁野也呈
现出一些新气象冶遥 他做离退休干
部党支部书记已有二十多年袁每每
说到这项工作袁都感慨颇深遥 周老
尽职尽责地按时组织党员学习尧开
展活动遥每次他都亲自打电话通知
离退休党员来开会袁支部的二十几
名党员有时只来五六个遥他也要按
规定把学习开展起来尧把活动组织
起来遥 因故未到场的袁他一家一家
把学习材料送上门遥但也有个别老
同志不参加活动袁 也不要学习资
料遥周老毫不客气批评对方院野活动
不来袁学习资料不要袁那党性你还
要不要了浴 冶周老严肃地说院野我们
党历来都是有爷三会一课爷等制度
的袁对于不执行这些制度尧党性涣
散的党员袁 必须要管袁 必须严管
啊浴 冶对于习总书记动真格地从严
治党袁周老很是钦佩和赞赏遥 每次
一拿到支部经费袁他就第一时间去
买最新的学习材料袁 自己先学袁学
懂学透再组织其他党员学遥这么多
年袁 周老本着对党真挚的感情袁在
党忧党尧 信党护党袁 一直坚持着遥
野在这位子上一天袁就要想办法干袁
尽量给干好袁不能给组织抹黑遥冶这
是一位老党员从骨子里散发出来
的执着和认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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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长田：热心研究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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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 7 月 1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遥 中共中央
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袁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 95
年的历程袁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
党人的奋斗精神袁 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
心遥 一切向前走袁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曰走得再
远尧走到再光辉的未来袁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
去袁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遥 面向未来袁面对挑
战袁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尧继续前进遥

习近平强调袁历史告诉我们袁历史和人民
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

业是正确的袁必须长期坚持尧永不动摇曰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正确的袁必须长期坚持尧永不动摇曰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尧吸纳人类文
明优秀成果尧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
正确的袁必须长期坚持尧永不动摇遥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袁使具有 5000 多年文明
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袁让中华文明
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曰使具有
500 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
的正确道路袁 让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焕发
出新的蓬勃生机曰 使具有 60 多年历史的新中
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袁中国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 30 多年里摆脱贫困
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袁彻底摆脱被开除
球籍的危险袁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
地的发展奇迹袁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
机遥

父亲外出工作袁 母亲裹着小脚不
能下地袁 小小年纪的杨长田已经是一
家人的生活支柱袁翻地尧播种尧插秧尧浇
水施肥尧 收割等等袁 基本都是他一肩
挑遥 因为没有机会学习袁一直到 16 岁袁
他还大字不识几个遥

1949 年大军渡江以后袁 杨长田被
安排到苏州行政公署电信交换所做接
线员遥 这些事情在他眼里很简单袁看两
眼就全会了遥 白天工作袁晚上学习机械
工业知识袁一段时间后袁他考入了吴县
机械制造工业学校袁 毕业后进入了齐
齐哈尔 127 厂遥 当时日本尧国民党方面
留下的技术人员好多都出了问题袁国
家急于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袁 在 127
厂实习的那年袁 杨长田基本就是工作

和学习袁 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被严重
挤压袁更没有其他娱乐项目遥当时条件
艰苦袁他们的宿舍里没有灯袁但是宿舍
楼外正好有一杆路灯袁晚上常亮着遥他
给室友缝被洗被袁换来了上铺的位置袁
每天夜里就着路灯看书遥 一年不到的
时间袁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有点异常袁
医生检查后告诉他袁血压太高袁不能继
续辛苦下去袁必须要调整生活状态遥经
请示领导袁 他被调到淮阴的清江铁厂
渊后改为清江机器厂冤袁 没想到从此在
淮阴这片土地上生了根遥 以前在 127
厂是造枪造炮袁 到了地方就是生产农
机遥 野这两个要说不是一回事情吧袁其
实差别也没想象的那么大遥 冶 杨长田
深入广大农村进行调研袁 觉得耕植播

种机械袁最重要的就是翻地袁因此要大
力研发拖拉机遥那时候袁没有像样的车
床袁 工具基本上都是过去留下来的遥
野国家顾不到我们这里袁我们就要自力
更生袁缺什么产什么遥 冶他有很多同学
都在相关行业袁 幸好得到他们的大力
支持袁需要什么总能找到人帮忙遥前几
年袁上海开机械展览会袁展示小型拖拉
机袁 他还和单位的技术员们一起去参
观袁感觉深受启发遥杨长田的后半生基
本 都 在 研 究
拖 拉 机 中 度
过袁甚至是离
休以后袁他还
不忘初心遥

编者按院 为了更好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95 周年大会袁让人民更加铭记离退休干部
这个特殊群体袁 市委老干部局联合淮安日报
社组织采访了一系列老干部袁 深入挖掘他们
背后的动人故事袁充分展示他们的精彩人生袁
现将部分整理刊登袁以飨读者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