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农民共产党员和一个山村的 7 0 年
爷爷葬礼的场景历历在目。
他的去世，成了老家方圆百里的大事。

村里一些年龄较大的人评价，“咱们这儿的
一个时代结束了。”

爷爷叫匡永顺，他生前是老家湖北
建始三里煤炭沟村年龄最大的党员。爷
爷的 90周岁生日就在今年国庆节之后
几天。可惜他在端午节前离开了我们，没
能亲眼目睹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盛况。

按照爷爷留给村党支部和我们几个
孙辈的遗嘱，丧事从简，只以党支部名义
开一个简短的追悼会就可以了。但是，远
近的乡亲们还是自发赶来为他送行。

大家说爷爷去世是“喜丧”，乡里的
土家锣鼓队闻讯赶来了。在爷爷的灵
前，村里的人们伴着鼓乐，彻夜跳起了
传统的土家族丧舞——“撒叶荷”，为爷
爷守灵，希望爷爷走得热闹、风光。开追
悼会时，许多人和我们一样，泣不成声。
送爷爷上山安葬的凌晨，为他送行的人
绵延好几里地。下葬的那一刻，竟然下
起了小雨，大家都说“神了”。

爷爷是在睡梦中安详离去的。那天
早晨，他还像往常一样上后山捡柴，在火
塘烧水泡茶。但午饭后睡了午觉就再没
有醒来。村里人说，爷爷这是修来的福
分，因为他生前做了很多好事，也因为他
幼时吃过太多的苦。

爷爷去世后，我参加完葬礼没过
“头七”就返京了，老家风俗中很重要
的“五七”也没有赶回去。为了弥补心
中的亏欠，国庆长假前我赶回老家。9
月 30 日，我和姐姐专门去坟前祭奠了
他。村里的父老乡亲都拉着我说：“你
爷爷是个好人啊。”大家都十分感念
他，因为这座村庄 70 年的巨大变迁，
和爷爷的一生密不可分。

爷爷在 80 岁时，把自己的人生概括
为五个字：苦、甜、愁、乐、福。而在晚辈们
看来，还有一个字贯穿了老人的一生，那
就是忠。

苦

爷爷是我们匡家这一支从重庆巫山
迁徙到湖北建始的第五代人。他由自己
的祖父和姑姑抚养大。当他五六岁时，父
母亲和弟弟相继去世，后来祖母又去世，
他与祖父、姑姑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爷爷的祖父是个很能干又很有远见
的乡贤，他盖房子、修梯田，尽管家里并不
富裕，但坚持让爷爷接受教育，读了 6 年
私塾，后又送到乡国民政府中心小学读到
毕业。爷爷很刻苦，虽然才小学毕业，但已
算得上村里的秀才。

抗战时期，武汉沦陷，湖北省府迁到

恩施，一大批工厂和学校也随迁到恩施。
爷爷的祖父竟然想办法把他送进纺织厂
当了一年学徒工。这一难得的经历，对爷
爷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抗战胜利，纺
织厂回迁，爷爷回到家乡，继续读了一年
私塾后，自己也开设了私塾学堂，当了两
年私塾先生，直到 1949 年家乡解放。

20 岁以前的青春岁月，爷爷用一
“苦”字以蔽之。其实 5 岁就没有了父母，
哪是一般的苦能够形容的。

甜

新中国的成立使 20 岁的爷爷革命
热情高涨。他意气风发，积极投身解放后
的各种活动，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干。他参
与组织迎接解放军和工作队、筹办扫盲
夜校、成立文艺宣传队，通过扭秧歌、玩
花灯等文艺活动宣传党的政策。

爷爷很快就成为乡村远近闻名的青
年才俊，成为村新农民协会的领导，配合
工作队推行土地改革。

爷爷的努力工作得到认可，在组建
乡人民政府时，被委任为管财粮的专职
委员，成为一名基层干部。家里有一张爷
爷那时候的照片，看上去朝气蓬勃，脸部
轮廓分明，他留着中分发型，双眼明亮有
神，洋溢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质。

爷爷在乡政府工作了 15 年，每年都
是全区的优秀干部、先进工作者。爷爷回
忆说，这是一段很甜美的岁月，很辛苦，
但充满了朝气和激情。那时兴修的水库、
大桥、公路和梯田，到今天还发挥着作
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爷爷的命
运发生了转折。

愁

极左的思潮逐步波及老家，正直无
私的爷爷被撤销干部身份，我的父亲也
受到牵连，被迫辍学。

爷爷服从组织安排，回到家里老老
实实当农民。因为他的祖父年龄大了，爷
爷就和我父亲一道，把农活全部接了过
来，肩挑手提、插秧薅草、犁田割麦，任劳
任怨，样样都是能手，挣的工分在公社名
列前茅。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被戴高帽
子批斗、游行，不仅爷爷自己被反复折
磨，连带家人也受到各种歧视和不公正
的待遇。爷爷的祖父去世后，家里连办丧
事都受影响。奶奶生病得不到有效治疗，
长期卧床。我大哥上学和参加考试都被
排挤在外。

在我记忆中，每当爷爷提起这段困
难的日子，总是对我家施以援手的乡亲
充满感激之情。他不止一次教导我们要
记住那些出手相助的人，任何时候都不

要忘恩负义。爷爷说，自己相信组织、相
信党，但“文革”造成的破坏让他内心愁
苦。回首往事，他用一个“愁”字概括这段
日子。

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拨乱反
正，爷爷也由此重获新生。推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消息传到老家，爷爷高兴坏了，
认为农村的发展终于有希望了。

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承包到了家
家户户，但由于我们老家属于“不通电、
少公路”的高山大队，八山一水一分田，
土地非常贫瘠，农民全部挣扎在温饱线
边缘。

我印象中，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能
吃上一顿肉，平时以吃玉米和土豆为主，
能吃上一顿米饭很不容易。村民只能靠
卖粮食换得一点油盐钱，副业和经济作
物很少。那时村里没有通电，照明依靠延
续了几百年的松油亮、桐油盏、煤油灯。
我上小学时，每次在煤油灯下写完作业，
都会被熏成花脸，而很多人家穷到连煤
油都买不起。

这样贫穷落后的面貌，爷爷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他认为这不是共产党闹革
命求解放的本意，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正道，因
此，爷爷坚决拥护改革开放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新成立的大队党支
部请爷爷出任大队会计并负责村办集体
经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至于如何落
实政策、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以及如何补
偿他在“文革”期间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爷爷只字未提。

爷爷和村党支部决定先解决电的问
题。在纺织厂工作过的爷爷深知，通电不
仅能方便百姓生活，还能开办工厂，进行
粮食的加工。为此，爷爷多次跑到县里，
把他多年以前的那些老同事老上级都找
遍了，向他们讲述村里的贫困现状，希望
能立项把电拉到村里。他反复登门，县里
有关部门被感动了，派人到村里了解情
况，看完却头疼了——村子座落在深山
老林，山高路远，很多地方只有一条狭窄
的山路，装电线杆、拉高压线都是十分困
难的事。那时全县都在恢复生产，电力施
工的任务很重。

爷爷一听，马上表态，由他来动员村
民出工出力，县里只要进行技术指导就
可以了。看爷爷态度如此坚决诚恳，县水
电部门终于答应了。

通电那天，家家户户迫不及待地把
电灯点亮，几代人居住的黑屋子被照亮
的那一刻，乡亲们无比激动：“感谢共产

党啊！”我那时在读小学，时隔多年，对于
乡亲们在接电入村时的团结辛劳和家中
通电时激动的场面，我仍记忆犹新。

通电的大事完成了，爷爷又和大队
党支部商量发展副业，提高乡亲们的收
入。老家的地理气候非常适合茶叶和烟
叶生长，田埂上的老茶树很多，是地道
的高山云雾茶，但原来家家户户只是自
采自用，产量不高。烟叶也是一样，乡亲
们只是自己种烟晒干自己抽。

爷爷听说恩施地区鹤峰县的茶叶产
业发展很好，他自费去学习了几天，回到
村里，就动手规划茶叶产业的发展。在他
的组织动员下，大队的密植免耕茶园和
茶叶加工厂都迅速发展起来。茶叶之外，
大队还发展起白肋烟产业。茶叶、烟叶成
为很多家庭增收的重要来源。我们上学
的学费、生活费，都是爷爷和父母含辛茹
苦加工茶叶、烟叶换来的。

那时的老家，加工粮食基本还要靠
手工。水稻去壳要用古老的舂米设备，
玉米磨面、小麦磨粉，都得靠手推大石
磨。粮食加工是个费时费力的活计，经
常需要熬夜推磨、舂米。

爷爷决定引进一套粮食加工机器，
开办粮食加工厂。但村上资金不足，无
法投入。爷爷就想到了股份合作的模
式。他说服村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几家
人一起投入，自己也入了股。加工厂就
开在我家院子旁边，磨面机、压面机、脱
粒机、粉碎机一应俱全，爷爷也向技术
人员学会了使用方法。机器轰鸣，震耳
欲聋，古老偏僻的山村有了现代化工
厂，真是一件大事，闻讯来看稀奇的乡
亲很多。

爷爷为村里工作了十多年，有好
几次机会可以恢复干部身份，爷爷都
没有去争取，他觉得能为乡亲们做事
就很高兴，认为这是组织对他最大的
信任。1985 年，他又重新加入党组织。
从第二年起，爷爷就年年被评为优秀
党员，有几次还到县里受过表彰。爷爷
对组织给予的荣誉很珍惜，他卧室的
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奖状。

这期间，我大哥从师范毕业到县城
小学当老师，我二哥也被招工到乡里工
作，我到北京读大学，家里的经济情况开
始发生好转。

这是爷爷用“乐”字总结的日子。

福

60 多岁，爷爷从村里退休了。
说退休，其实没有退休工资，因为他

还是农民。忙碌了几十年的爷爷，对村里
的发展继续保持着热情，只要有事，爷爷

就去帮忙，从不讲条件。连续五六任村党
支部书记、村长有事就请教爷爷，爷爷总
是不厌其烦地把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
楚，帮助党支部做好村里工作。

他处事公正，乐于助人，乡里乡亲家
里有红白大事，都会习惯请爷爷去担任
主事，负责统筹协调，我们老家管这个岗
位叫“都管”，爷爷是远近闻名的好“都
管”。

爷爷是个爱学习、善学习的人，年
轻时养成的读书看报习惯伴随他一
生。奶奶去世后，我小学三年级以前和
爷爷住在一起，爷爷在睡前都会看会
儿书，或者把一天的工作梳理一下，记
在本子上。家里有了电视后，爷爷每天
必看三档新闻：新闻联播、省和自治州
的新闻，看完再给周围的老乡宣讲。大
哥在县城工作后，回家时给他带书报
成了常态任务。后来我只要回老家，都
会给爷爷带书。爷爷还会和我们讨论
看过的书。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
中央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爷
爷都会认真阅读学习书目，积极参加
村党支部组织的学习讨论。

这些年，村里出去务工的人越来越
多，每年春节大家回来，都会到我家看看
爷爷，爷爷会问这问那，了解外面的
世界。

因为自己祖父的教导，爷爷对我们
几个孙子的教育非常重视，经常过问学
习情况。小学三年级，我从乡村跟着大哥
转到县城上学，只有寒暑假才回老家。县
城离老家 30 公里路程，那时没有公交
车，全靠走路。很多时候，父母亲忙于田
里的活，都是爷爷一大早送我到县城，傍
晚他又自己走回村里，一直到我上初中。

爷爷把早起和勤劳、整洁的习惯保
持到了一生的最后一天。每天清晨，他
都会起来很早，打扫庭院，收拾好火塘，
点火烧水泡茶。他会自己去后山捡拾柴
火，使火塘始终保持有柴火储备。一直
到 80 多岁，他走路才用上拐杖。而他的
房间，始终保持着整洁有序，从不零乱。

爷爷用“福”总结自己的晚年生活。
他是村里少有的见到了玄孙的老人，实
现了五代同堂。但他的晚年也遭遇了很
多打击。我的父亲、母亲和二哥都先后去
世，特别是我的父亲是独子，突然离世，
使得爷爷很久都没缓过来。

我们在悲痛的同时，也很担心他的
身体，但爷爷都坚强地挺了过来。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爷爷是自己的
祖父养育大的，他的晚年，是他的孙
女——我的姐姐给他养老送终，姐姐无
微不至地照顾使他安度晚年。我和大哥

坚持放长假就尽量回老家看望他，春
节都携全家回乡过年，他很高兴。每年
除夕之夜，他会主持祭拜先人，全家一
起吃团圆饭时，他会发表精心准备的
新年祝词，这成了我们家除夕的重要
节目。

忠

去年国庆长假我回老家，有一天
爷爷很有兴致，要带我到村里转转。

他挨家挨户地走，村里的青壮年
劳力大多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的都
是老人、孩子。他挨家挨户问问情况，
关心在外务工的后辈们。对还坚持种
地并且有较好粮食收成的乡亲，爷爷
赞不绝口。他认为，农民种地是天经
地义的事，不能荒废了田地。党的十
九大后，脱贫攻坚战打响，县上的干
部组成脱贫攻坚尖刀班来到村里，对
贫困户挨家挨户进行帮扶，爷爷对此
极其赞赏，他说，这是党的好作风又
回来了。

走在村里最近几年修通的公路
上，爷爷指着一座座乡亲们新修的房
子，给我历数 1949 年刚解放时村里有
多少户人家，今天增加了多少家——
他对村里的变化如数家珍。我想，爷爷
从那时起就在为这个村服务，将近 70
年间，他熟悉村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
木，他真是这个村庄的守护者、建设
者。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今后可能再
难有爷爷这样的村庄守护人了。

最近，来自恩施的老英雄张富清
获得了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
章。习总书记用忠诚、执着、朴实三个
词精炼总结了国家英雄们的崇高精
神。爷爷没有那些英雄们的动人事迹
和卓越贡献，但他也用忠诚、执着、朴
实的精神，一生守护着这座村庄。

爷爷从 1949 年参加工作那一
天起，就忠于党，将一生献给村庄的
解放和发展，忠诚于这块土地；爷爷
用他的智慧和劳动执着地改变着这
个村子贫穷落后的面貌，几十年如
一日的付出使得村子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爷爷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始终保持着朴实的农民党员本色，
清正廉洁、勤劳一生、与人为善，乡
亲们用“好人”这一高度浓缩的朴实
评价深切地缅怀他。

如今，爷爷已长眠在村里，继续守
护和关注着村庄的发展变化。他的一
切，都会化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支
撑我们向忠诚、执着、朴实的方向去努
力。 （匡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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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前夕，沈阳抗
美援朝烈士陵园里举办了一次特殊的认
亲：6 名归国的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身
份得到确认，英雄与亲人时隔近 70 年后
终于“团聚”。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
王升启说，这是中国首次通过 DNA 技
术手段，确定无名志愿军烈士的身份。

离家还是少年之身，归来已是报国
之躯。让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陈曾
吉、方洪有、侯永信、冉绪碧、许玉忠、周
少武。

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找

到亲人

根据已掌握的情况，这六名烈士牺
牲时最小的 19 岁，最大的 31 岁。他们于
1950 年至 1951 年朝鲜战场上牺牲，遗
骸一直留在了韩国境内。

从 2014 年开始，韩国陆续向中国移
交志愿军战士遗骸，至今已经有 6 批、总
计 599 名烈士的遗骸回到祖国。他们均
为无名烈士，身份难以辨认。

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找到亲人。今
年 4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在网上发起了
“寻找英雄”的活动。最直接的依据是工
作人员从上千件烈士遗物中发现的 24
枚个人印章，上面文字清晰可辨。此次确
认身份的 6 位烈士的印章就在其中。

“寻找英雄”的活动引发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和参与，人们怀着“昨天他们
为我们牺牲，今天我们为他们做一件事
情”的心情投入其中。例如，在寻找许玉
忠烈士亲属的过程中，当地报纸进行了
10 多期的专题报道，当地还自发成立
了民间的烈士寻亲公益组织，和政府部
门一起为烈士寻亲，几经周折最终促成
了许玉忠烈士与家人“团聚”。

据退役军人事务部介绍，这次用技
术手段确定烈士身份和亲属情况，是褒
扬纪念工作的一个新领域、新突破，也解
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从 2014 年以来，军事科学院军事医
学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分期分批对烈士遗
骸 DNA 样品进行采集分析。这些样品
由于在战场上掩埋，加之长年累月雨水、
微生物等环境因素侵蚀，对 DNA 提取
和分析鉴定带来极大挑战。科研人员怀
着尊重每一位烈士的精神，夜以继日工
作，筛选了三四百个配方，最终解决了烈
士遗骸 DNA 提取的这一关键难题，并
建立数据库，为烈士身份鉴定和亲属认
亲奠定了基础。

认亲仪式上，退役军人事务部向烈

士亲属颁发了亲缘鉴定证书。许玉忠烈
士的鉴定证书上这样写着：经 DNA 比
对分析，支持 506 棺椁内编号为 10506
遗骸样本所属个体与许同海、许同桥、赵
春海、赵春河存在生物学亲缘关系。在排
除外源干扰的前提下，综合辅助资料，支
持 506 号棺椁遗骸属于许玉忠烈士。

离家还是少年身，归来已

是报国躯

陈曾吉烈士是这六名烈士中最早牺
牲的一位，1950 年牺牲时只有 20 岁。他
的弟弟陈虎山携多名亲属赶到沈阳“认
亲”。在 82 岁的陈虎山记忆中，哥哥永远
是那个英姿飒爽的年轻模样。

“哥哥是家里的老大，大家都听他的
话。他作战勇敢，参加过解放战争很多大
的战役，辽沈战役、渡江战役，一直打到
了海南岛……”陈虎山声音嘶哑，“他最
后一次来信是 1949 年从海南岛寄来的，
之后就音信全无。”

多年后，陈虎山的五叔、也是志愿军

战士的陈凤万回国后告诉家人：陈曾吉
牺牲了，再也回不来了。

“大哥牺牲了，全家都很难过，妈妈
最伤心，成天哭，总是念叨。”陈虎山说，
每逢过年、八月十五，妈妈都会在饭桌上
给大哥盛一碗饭、摆一双筷子。

今年清明节期间，陈虎山接到了老
家吉林省延吉市有关部门的电话，对方
说正在寻找志愿军烈士陈曾吉的家属。
经过反复确认，并进行了 DNA 的检测
比对，最终确定 22 号棺椁装殓的就是烈
士陈曾吉，也就是陈虎山的大哥。

在认亲现场，一身戎装的陈虎山带
着家人在英名墙上寻找着陈曾吉的名
字。在这面环形的英名墙上，刻有 19 万
多抗美援朝烈士的姓名。看着大哥的名
字，陈虎山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根据安排，家属们去地宫看望烈士
棺椁，说一会儿话。陈虎山一看到陈曾吉
的棺椁，就扑上去一把抱住，大哭起来：
“大哥，我和妈妈盼你盼了 70 多年，你终
于回来了……妈妈 1997 年去世，走的时
候很安详。全家继承你的遗志，我也参加
了志愿军，侄子辈有 6 人参军……国家
没有忘了你，我们终于团圆了。大哥，你
安息吧，我还会来看你……”

陈曾吉的遗物用绸缎布包裹着。打
开包裹，其中有一幅木框相片被擦拭得
一尘不染。照片上的战士，年轻俊朗的面
庞，手握钢枪，英姿飒爽。

烈士许玉忠连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来。他的侄子许同海说：“我年轻时的照
片，妈妈看了说，跟你三伯真像。”

许玉忠是河北省青县人。1921 年
生，1951 年 5月牺牲，是志愿军第 60 军
181师 543 团的一名副班长。

他的侄子许同海、许同桥、侄孙许刚
明赶到沈阳认亲。在英名墙“许玉忠”名
字前，他们摆上从老家带来的一抔黄土、
一把小枣、一捧花生、六个苹果。

“三伯是吃着老家的枣子、花生和苹
果参了军，”64 岁的许同海说，“现在三
伯回来了，再尝尝老家的东西、摸摸老家
的泥土吧！”

许玉忠牺牲时，许同海还没出生。
许同海小时候有一次到邻村去，听到一
位从朝鲜战场回来的老兵向爸爸讲了
三伯牺牲的事情。“老兵说，战斗中，一
声令下，连队就冲上去了。冲锋前，许玉
忠说了四个字：来世再见。从此，人再也
没回来。”许同海说，家里现在只有许玉
忠的一件遗物，是一张解放战争时期的
立功报喜书。

上面写着：许玉忠同志在秦岭战役
中英勇追敌不怕困难完成任务，建立了
三等功。落款时间是 1 9 4 9 年 1 1 月
28 日。

在惨烈的朝鲜战场上，数以万计的
志愿军战士牺牲。对 29 岁的许刚明而
言，那场战争很远，连张照片都没留下的

三爷爷也很遥远。但“认亲”让他改变了
许多。

“三爷爷是家族的光荣。”许刚明说，
“他现在回家了，他在天有灵也放心了，
他保卫的国家现在繁荣昌盛，家里的日
子也越过越好。我会经常来看他。”

他们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在认亲现场，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
长钱锋表示，这 6 位烈士与其他千千万
万牺牲的烈士一样，是新中国最闪亮的
名字。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庆和烈士
纪念日前夕，举行认亲仪式，充分表明祖
国和人民一直没有忘记那些无名英雄，
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埋葬在异国他乡的
英雄儿女。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永远是中国人
民的宝贵财富。当 5 名出席认亲仪式的
志愿军老兵步入现场时，人们不约而同
地为他们热烈鼓掌。88 岁的志愿军老兵
李维波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说，这掌声是
给我们的，更是给烈士们的。今天参加认
亲仪式，心情既沉痛又高兴。心痛的是我
们活着回来了，那么多战友却倒在战场
上，再也没有回来；高兴的是，这 6 名战
友回家了，找到亲人了。

“志愿军打出了国威和军威，永远是
最可爱的人！”须发皆白的李维波用嘶哑
的嗓音一字一顿地说，“抗美援朝战争的

胜利，让中国百年来的屈辱一扫而光！”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此前长眠

着 123 位志愿军烈士，包括黄继光、邱
少云等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志愿军烈
士。从 2014 年以来，从韩国归来的
599 名志愿军烈士遗骸也陆续安葬在
这里。此次认亲仪式在抗美援朝烈士
陵园纪念广场举行。

广场由烈士英名墙、主题雕塑等
元素组成。主题雕塑造型取自喜马拉
雅山，寓意英雄如山。山上的白鸽浮
雕，是信鸽，象征着对回归家园的祈
盼；也是和平鸽，象征对和平的祈盼。
置身长达百米的环形英名墙前，人们
不禁感慨万千：英雄终于回到了祖国
和亲人的怀抱。

根据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双方
将继续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进行发
掘、鉴定，每年清明节前进行一次常态
化交接。此次确认了 6 名烈士的身份，
其余 18个印章还没有确认与之对应
的烈士身份。主要原因是时间久远没
有找到家属，或是 DNA 信息比对没
有成功。今后，退役军人事务部等有关
部门将继续做好烈士寻亲工作。

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每
逢清明节，在陵园正中的抗美援朝烈
士纪念碑前，都会摆满鲜花，人们纷纷
鞠躬行礼。许多挽联上面写着“献给最
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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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9 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认亲仪式，6 名志愿军烈士确认了身份，与亲人“团聚”。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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