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 95 岁了袁有着
74 年党龄的离休干部李道才同
志只比党小 1 岁袁 请他说说自
己与党的故事袁 他觉得说上三
天三夜也说不完遥 野共产党伟
大浴 党的领导人伟大浴 冶如果只
能说一句袁 他觉得只有这句话
最能表达他的感情遥 李老早年
经历的革命生涯袁今天说起袁仍

旧让后辈们觉得荡气回肠遥 他
参加过大大小小近百场战斗袁
至少有 5 次算是死里逃生遥 在
涟水保卫战中袁 他冒着枪林弹
雨袁将受伤的队员背在身上袁身
后子弹嗖嗖过的声音不绝于
耳袁 到了安全地带才发现大褂
子上有个子弹窟窿遥 还有一次
他和战友被敌人包围了袁 敌人
人数多尧武器强袁打得他们抬不
起头袁只能躲进一间空房内袁情
况十分危急遥 幸好一位老乡冒
着生命危险冲过来袁 拆了房子
的木头窗子袁 让他利用房后的
柴地和小河沟带着同志们逃了
出来袁 那次差点就是全军覆没
了遥 野我从未想过能活到九十多
岁袁 更想不到党和政府给我们
发离休费袁看病还报销遥 冶是共
产党实现了这一切遥

回忆过去袁是困难重重袁但
是无数的鲜血还是造就了成
功遥 抗日时期袁日本武器强大袁
而中国几乎什么也没有袁 有的

党员干部对抗战胜利没有信
心袁毛主席说院相信群众尧依靠
群众尧充分发动群众袁让日本鬼
子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
中遥 解放战争时期袁国民党军队
四百多万人袁 我军只有一百余
万袁照样取得了战争胜利遥 抗美
援朝前袁国家还很穷袁有人发出
不一致的意见袁认为美国太强袁
毛主席就说院 手榴弹打败原子
弹遥 事实证明了党的伟大袁证明
了领导人的英明浴 提到现在的
形势袁 李老竖起大拇指称赞习
近平了不起袁 是一位伟大的人
物袁野他还年轻啊浴 冶李老喝了一
口小茶壶里的茶袁乐呵呵道遥

采访结束袁 李老起身和我
们道别袁 他的背已经不那么直
了袁步履也略显蹒跚袁让人眼前
不禁又浮现出当年的泗阳县委
书记袁至今当地仍在传颂的野万
里书记冶 李道才背着粪箕走村
串户行万里路袁 了解民情的模
样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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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从淮安市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退下来的离休干部马友
骐已经 84 岁了遥他曾任宿迁县团
委书记袁做过青年团工作袁并出席
过 1957 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
三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渊会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冤袁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尧邓小平
总书记的讲话遥会上袁党中央向全
国青年发出 野用艰苦的劳动建设
我们的祖国袁努力学习马克思尧列
宁主义袁学习科学和文化袁全国青
年团结起来冶的号召遥马老认真地
喊出口号袁说他一直铭记在心袁这
些号召是他努力学习尧积极工作尧
团结同志的强大动力遥 1993 年离
休后袁 组织上又安排他到市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发挥余热袁这
一干又是 20 多年袁 所以他总说院
野我和青年朋友有着深厚的感
情遥 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年袁我们在采访马老的时候袁有
近 70 年党龄的马老从党的事业
后继有人尧 祖国建设增添栋梁的
高度袁 给青年朋友提出了几点希

望遥
一是希望青年朋友热爱祖

国尧热爱党袁听党话尧跟党走遥 我
们中华民族有五千余年历史袁经
历过辉煌袁也遭遇过磨难袁特别
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袁 新中
国成立前的 110 年近代史袁西方
列强侵略中国袁中国沦为殖民地
半殖民地袁全国人民生活在苦难
之中袁被称为野东亚病夫冶袁尽管
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抵
抗袁但都以失败而结束遥 1921 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袁她背负起振兴
中华的神圣使命袁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袁与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艰
苦卓绝的斗争袁取得了民族的独
立袁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袁人民得解放袁建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遥建国后袁党又领
导全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袁 取得了伟
大成就遥改革开放以来袁国家实现
了历史性的跨越袁 更加地繁荣昌
盛遥纵观中国共产党 95 年的峥嵘
岁月袁从救国救民到国强民富袁一
件件一桩桩袁 无不见证只有共产
党才能肩负起领导人民崛起中
华尧走向世界的历史责任袁才能领
航中国袁扬帆奋进袁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野中国梦冶遥 共产党伟
大袁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袁
野我们青年朋友应该坚定党的信
念袁增强对党的感情袁听党话尧跟
党走袁 继承革命先辈和英烈的革
命精神和光荣传统袁奉献社会袁报
效祖国袁让祖国腾飞于世界遥 冶

二是希望青年朋友树立远大
理想袁胸怀大志遥志是人对自己一
生有什么追求尧以什么为坐标尧走
什么道路的问题遥古人说袁有志不
在年高袁无志空长百岁遥周恩来总
理在小学读书时就立下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的志向袁 为了拯救民

族危难袁 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袁他孜孜不倦尧矢志不移尧
奋斗终生遥野我们青年朋友应向周
恩来总理学习袁 学习周总理为中
华崛起的大志向袁没有理想尧没有
志向尧没有追求尧没有抱负袁是走
不远的袁 井底之蛙只能蜗居方寸
之地袁胸怀祖国尧放眼世界才能登
高望远袁才能有前进的动力袁才能
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遥 冶

三是希望青年朋友勤奋努
力尧刻苦学习袁打好基础尧练好本
领尧报效祖国遥青年人要珍惜今天
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和幸福生
活袁珍惜美好的青春年华袁要学习
周总理在南开读书时期提出五个
不虚度袁即野读书不虚度,学业不
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
阴不虚度遥冶周总理曾在一篇日记
中说袁学问是人生立志之本袁而求
学贵勤袁勤则一生之计定矣遥勤能
补拙袁若夫饱食终日袁无所用心袁
圣贤所戒遥 周总理从小就勤奋刻
苦学习袁不但从课堂书本上学袁而
且看书看报袁关心国家大事袁向社
会学习袁更可贵的是联系实际袁勤
于思考袁从小注重能力的培养袁自
主尧自理袁年轻的时候就对事物有
自己的理解袁这种学习求知精神袁
永远值得大家学习遥

四是希望青年朋友加强体育
锻炼袁有了强壮的体魄袁才能取得
好的学习成绩和工作成绩遥 周恩
来在东北期间袁不顾冰天雪地尧北
风呼啸袁坚持跑步尧做操袁以顽强
的毅力锻炼身体尧锻炼意志袁注意
德智体全面发展遥 我们学习工作
再忙袁也要挤出时间参加锻炼袁迈
开双腿跑起来尧跳起来袁把身体锻
炼得棒棒的袁 再将知识基础打得
牢牢的袁 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野中国梦冶袁做出更
大的贡献遥

毛泽东在叶改造我们的学习曳
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
一切亊物袁"是"就是客观亊物的
内部联系袁即规律性袁"求"就是我
们去研究遥 90 岁的离休老党员金
友学谈起几十年的革命工作经
验袁 只竖起四个手指头院野实事求
是浴 冶

金老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袁
一开口说话自然给人一种野硬气冶
的感觉遥 野做人要实事求是袁办案
更要实事求是袁证据非常重要遥 冶
回忆办过的大大小小的案子袁金老觉得 1958
年盱眙发生的那起驴贩子被杀案比较具有
典型意义遥 当时抓了七八个嫌疑人袁觉得就
是他们犯的案遥 后来治安科和刑侦科互相证
词对不起来袁就没有确凿的证据来定罪遥 有
人提出直接判了算了袁反正嫌疑很大袁也有
一些模糊和间接的证据遥 但金老就不同意袁
他一直强调野证据证据袁一定要有确凿的证
据冶袁最后因金老的坚持袁嫌疑人都被放了出
来遥 野为什么我现在说的这么肯定袁因为历史
给出了证明遥 冶破野四旧冶时袁找到一把土盒
枪袁被抓的土盒枪主人在交代情况时袁说到
了这起尘封已久的案件袁驴贩子正是被这把
枪所杀遥 野说实在话袁以前这冤假错案一旦发
生袁就这么着了袁那几个人如果进去了袁一辈
子就毁了遥 冶

野实事求是就要求我们做任何决策都要
从人民利益出发袁对人民负责浴 冶上世纪 70
年代袁金友学被下放到南蔡集工作遥 当时上
面要求将旱地改为种水稻袁仅对南蔡集就提
出了种四万亩水稻的目标遥 南蔡集种的都是
玉米和山芋袁金友学左思右看袁觉得四万亩
不可能袁他将目标降到三万亩袁后来又降到
二万亩尧一万八千亩尧一万亩遥 最后他拍板决
定袁差地种水稻袁好地还是种玉米和山芋遥 为
达到目标袁当时的许多地方都把树木砍掉种
水稻遥 野他们党性好尧听党话袁我不行袁我党性
不纯浴 冶金老调侃道遥 那年十二月份袁县委召
开扩大会议袁对他进行批评袁但他坚持自己
的决策是正确的袁野不能办到的事情袁一定非
要办袁最终会吃亏袁瞎指挥害死人遥 冶结果可
想而知袁水稻没有丰收袁虽不能用颗粒无收
来形容袁但收成的确非常惨淡袁按目标完成
的公社还来向他借粮食遥

野我的一生工作虽然平凡袁但对党尽
职袁对人民尽责袁问心无愧浴 冶 采访结束时
金老如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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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梦风和雨袁
九十五载沧海桑田遥 拉
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袁
风云巨变中乾坤颠倒遥
世界改变着格局袁也势
不可挡的改变着中国
人的世界观袁盲目自大
的自我中心主义袁结果
必然是被遗落在时代
的边缘遥 一部近现代中
国史就是一部中国人
民重新认识世界袁重新
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
立足之地的历史袁历史
是由人民创造的袁而人
民在曲折反复中最终
找准了自己的引路人遥
历史的探寻总是跌宕
起伏的袁过程中难免有
误区有坎坷袁但能在时
间的洪流中淘洗出来
的便是真理遥 正如事实
所证明的那样袁只有马
克思主义能救中国袁也
只有共产党才是马克
思主义的执行人遥

风雨共济的 九十
五年是中国共产党从
诞生到成熟的发展时
期袁一页页一幕幕都是
中华民族上下求索艰
苦奋斗的心路历程遥 外
寇入侵袁我们众志成城
恢复中华曰 内患难医袁
我们刮骨疗伤浴血重
生曰唇亡齿寒袁我们兵
行远道凯旋而归曰超英
赶美袁我们求胜心切天
可怜见曰 苏联撤援袁我
们咬紧牙关自力更生曰
十年文革袁我们大梦方
醒痛定思痛曰 改革开
放袁我们兼容并包走向
世界遥 经历建党时筚路
蓝缕的艰辛袁面对大好
河山袁曾有过看今朝风
流人物的豪情遥 生死存
亡之秋袁 不畏远征艰
难袁 桥横锁寒浑不怕袁
水拍金沙雪冷峰袁草莽
乌蒙回首笑遥 战场硝烟
时局困袁雄关漫道真如
铁袁 而今迈步从头越遥
虽遭遇封山围城之难袁
却继续发扬艰苦奋斗
的作风遥 百万雄师过大
江袁 一鼓作气追穷寇袁
未曾沽名学霸王遥 这个
党袁这个民族袁这个国
家袁每一次成长都伴随
着分娩的痛楚袁回首这
段风云激荡的岁月袁历
史长河中流淌的是勇
敢的 弄 潮 儿要要要中 国
共产 党要要要引 领 中 国
人民谱写的雄壮之歌遥

纪念建党

95周年

野我以干教育为荣袁我的父辈尧
子侄辈尧孙辈都以干教育为荣遥冶这
是 82 岁的陈平老人总喜欢挂在嘴
边的话袁语气里总是充满自豪遥

1958 年春袁 陈平复员转业袁
深感无技无能之痛遥 因家中长辈
从事教育事业给自己留下深刻印
象袁他思量一番袁放弃种种安排袁
专心复习迎考袁 凭借优异成绩进
入了扬州师院中文系遥 大学本科
四年袁正值国家严重困难时期袁物
资匮乏尧生活艰苦遥他在不耽误学

习的情况下袁 满腔热忱参加各种
政治活动袁不断磨练自己遥四年苦
读袁毕业之后袁陈平如愿走上教育
岗位遥说到此处袁他忆起曾在校报
上发表的一些小诗袁 其中一首名
曰野立志从教冶院脱下军装放下枪袁
拿起书本进课堂袁 专心致志学文
化袁 誓为祖国育栋梁遥野从这些诗
里面你们就能看出来我的志愿遥冶
从教期间袁他一直带着这种豪情袁
专心授业尧热忱育人袁所带班级袁
悉为先进遥 陈平本希望能从教终
生袁1981 年夏天时忽然接通知袁
调他入党史部门工作袁 他欣然接
受这种转变遥十多个年头里袁陈平
以辛勤的劳作尧 扎实的作风伏案
编研党史袁获得了省市各项奖励遥
中文系出生的他仍旧喜欢用诗词
来表达感想袁 他在党史办工作期
间做过一首野菩萨蛮冶院文献丛里
求真谛袁英豪口内留征迹遥春夏秋

冬寻袁东南西北行遥当年军小鬼袁
从教乐无悔遥今又编研忙袁为民传
辉煌遥野我要站好这最后一岗啊浴冶
他如是说遥

本来不急不缓诉说往事的陈
平袁听我们问起子女情形袁不禁有
些激动遥野儿子毕业分配到烟厂袁
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工作袁 他不
去袁非要做老师遥冶儿子的这种倔
强似乎是让老人家有些无奈袁但
那语气里分明还是有种夸耀遥除
了儿子袁两个女儿也先后从教遥这
时袁 在一旁默默擦拭着 野教育世
家冶牌匾的陈老的夫人插上话来袁
野还有侄儿呢袁 还有两个外孙女
呢浴五代都是老师浴冶也是很自豪
的口气遥野当年是因为我家三代从
教袁被授予这个荣誉袁现在家里儿
孙子侄也都选择这个光荣的事
业袁 我们总算是没有辱没了这个
称谓遥冶

陈平院教育世家光荣传

88 岁的丁有方是淮安市老干
部活动中心的常客袁他每天都会来
打乒乓球袁 隔两天还会游一次泳袁
别人听说他是离休干部问他年龄袁
他总是乐呵呵地反问人家院野你看
呢钥 冶

问到对现在生活的感想袁丁老
说起他小的时候袁春天总是很心酸
的季节袁青黄不接袁经常没有饭吃袁
连树叶都捡不到几片遥 野每天吃完饭一走路袁
肚子里咣当咣当响袁全是水遥 冶有过那样的日
子袁再来看现在的日子袁简直是太满足了遥 野感
谢党袁每个月还发万把块的养老金给我袁我来
游泳袁他们优待离休干部都不收门票遥 冶那么
多养老金怎么花呢钥 丁老自己很少用钱袁因为
经常锻炼,身体好袁也不去医院尧不吃保健品袁
他的钱基本都用在兄弟姐妹尧子侄身上了遥 在
农村的亲戚袁生活条件没有城里好袁哪家有事
丁老都会出钱袁每次都不是小数目遥 尤其是小
孩读书袁丁老非常看重袁读了本科的他觉得不
够袁要求孩子读研究生袁费用他全包遥 野以前干
革命的时候袁兄弟姐妹都很支持袁现在我只是
力所能及地报恩于他们罢了遥 冶

因为伯父尧哥哥都干革命袁18 岁的丁有方
也早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袁 开始了革命生
涯遥 1946 年下半年开始袁 国民党占领淮阴钱
集袁那时候枪战很多袁钱集区联防人员牺牲的
至少有二十人袁 丁有方还深刻地记得自己乡
上几名同志被敌人打成重伤和残忍杀害的情
形遥 1947 年袁乡上的治安委员投敌袁丁有方接
任了这个职务遥 那时的他年轻又有文化袁令敌
人忌惮袁敌人派了情报人员跟踪想要抓他遥 一
天深夜袁 地方流亡者十多人突然包围了他的
庄子袁将他叔叔和哥哥带离家分别审讯袁叔叔
坚称没见到他袁 敌人审问无果袁 只能空手而
回遥 野其实袁我和父亲在二叔家地下室里遥 冶那
一次真的很惊险遥 他曾写过一首诗来描述当
年的情景院野抗日打蒋在故乡袁 腰挂弹来背有
枪曰敌想杀我地方干袁我盼流亡见阎王曰日夜
枪战从未止袁坚持地方信心涨曰敌人仅维交通
线袁广大农村在共方曰占领钱集皆不久袁先后
逃走狼狈相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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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说院野革命理想高
于天冶遥 有了革命理想袁就能坚持
正确方向袁 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
傲不急躁袁 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
极不动摇袁 经受各种风险和困难
的考验遥对这段话袁88 岁的离休干
部岳克强有刻骨铭心的体会遥 七
十年前的一段经历袁 他深刻认识
到革命理想对于共产党人成长的
极端重要性遥

抗日战争胜利后袁 岳克强的
家乡解放了遥 一九四六年春天袁他
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遥经过锄奸运动和野五四冶土
改袁生活状况大大改变遥但好景
不长袁几个月后袁国民党发动了
反革命内战袁 时局开始紧张遥这
时袁 有的干部计划北撤山东袁有
的逃亡家者属进行私下串连袁人
心浮动不定袁 社会秩序混乱遥岳
克强的母亲产生了野变天冶思想袁
不让他继续工作遥 当时袁 他思想
混乱袁 不知所措遥 就在这何去何
从的关键时刻袁 区委调他到县
委党校学习遥 在那里袁 通过阶级
教育尧 时势教育尧 特别是革命理
想教育袁 他的政治觉悟大为提
高袁 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思想在

心坎上扎下了根袁 下定了义无反
顾跟党走的决心遥 回乡后袁 时局
更加紧张袁 国民党军队占领了
大部分地区袁 枪炮声日夜不断袁
逃亡者家属到他家打招呼袁 叫
他不要跟共产党走遥 凑巧他身
患疥疮袁 行动不便遥 母亲以帮他
治病为由日夜看守袁 不给他外
出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袁 是
他终身难忘的一天袁 区委通知
乡干部到区里集中待命袁 可能
要撤出遥 晚上袁 他偷拿家里五块
银元袁 穿上土改时分得地主家的
棉袍子袁 怀中揣着十几张煎饼袁
谎称上厕所离开了家门遥 在黑
夜中袁 他冒着鹅毛大雪袁 几经打
听找到本乡干部袁 与他们连夜赶
到区委所在地遥 第二天天刚亮他
们就遭到敌人的夹击袁 在县大队
的掩护下突出重围袁 与县机关一
起撤到邻县潼阳袁 以那里为基
地袁 进行了两年多的游击斗争遥
野那时我为什么能在家人看守尧
敌属诱惑尧炮声隆隆尧大雪纷飞尧
身患疥疮的严峻情势下袁背井离
乡跟党走尧 真心实意干革命钥 答
案就是院革命理想教育在我身上
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袁给我指

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遥 冶
由于过去尝到革命理想教

育的甜头袁几十年来袁不论在哪
个工作岗位上袁岳老都十分重视
政治思想教育袁特别是在共青团
和关工委工作中袁能够自觉地把
革命理想作为青少年教育的重
要内容遥 教育新生代奋发学习袁
努力工作袁 做一个名副其实为
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事业接
班人遥 野我今年 88 岁袁 年老体
弱袁 不能在追梦征途中冲锋陷
阵袁 深感遗憾遥 但我一定力所能
及的发挥正能量袁做到离岗不离
党袁退休不褪色遥 冶

岳克强：革命理想似灯塔

离休老党员黄树勋同志的书房
中挂着很多自己创作的书画袁其中一
幅是为建党 90 周年所写的对联院科
学发展指航向袁饮水思源感党恩遥 他
表示袁党的 95 岁生日即将到来袁他正
在酝酿创造一组短诗来歌颂党取得
的辉煌成就遥 说到现在的幸福生活袁
黄老坚定地说院野因为我们的党是伟
大尧光荣尧正确的党浴冶过去尧现在的实
践都证明了中国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袁
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遥对比过

去和现在袁 黄老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袁
解放前他们家很贫穷袁 父亲早逝袁母
亲一个人做工养活全家袁那时只求有
饭吃尧有衣穿袁就是能想到的最幸福
的日子遥 自己的老母亲袁以前连名字
都没有袁就叫野黄孙氏冶袁解放后袁他给
母亲取名叫 野重光冶袁野意为重见光
明浴 冶也由此来表达对党的感恩遥

说到入党那么多年来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袁黄老觉
得莫过于 1950 年的那一次
行军遥 那时候他所在的野扬
州建设专门学校医政队冶奉
命由扬州迁至泰州与泰州
行政干校合并为野泰州行政
区建设专门学校冶遥 他所在
的医政队都是野小鬼冶袁平均
年龄只有 17 岁袁 在队长的

带领下袁 同学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袁唱
着嘹亮的歌声袁昂首挺胸袁迈步向前袁
沿途每隔一段路程就会有一些标语
和指示牌袁 还有群众给他们加油鼓
劲袁使大家备受鼓舞遥 途中很多同学
脚底都磨出了血泡袁黄树勋自己的脚
也扭伤了袁 但是没有人借此提出休
息袁反而是互相帮助尧互相鼓励袁大家
真诚相待袁如兄弟姐妹袁充分体现了
革命战友的情谊遥当他们走到扬泰公
路北的塘头镇时袁指挥部发出指令要
求宿营遥 大家分散着住进群众家中袁
白天上课袁没有桌子袁就用膝盖大腿
当课桌袁晚间睡地铺袁课间就帮助群
众担水尧 搞卫生及宣传防病知识等
等遥 同学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尧八项
注意袁与群众搞好关系袁为群众送去
党的温暖袁深受好评遥 这样的生活持

续了一周袁时间虽然短暂袁但是黄树
勋觉得非常快乐袁很有收获袁至今仍
能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遥这次行军是
黄树勋人生中受到的第一次磨炼袁是
迈向革命征程的关键一步袁也是对年
轻人一次极大的考验袁 既锻炼了体
魄袁增强了毅力袁又培育了集体主义
精神袁继承了艰苦奋斗的传统袁对他
以后的人生道路影响非常大遥

黄树勋：年少莫虑行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