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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李兴文、高皓亮、邬慧颖、刘彬

  赣南乡村，农家小院。
　　春日暖阳，坐在椅子上的老人背
虽已驼，抬头间却是须髯如戟，老藤铁
筋般的双手摩挲着胸前一枚“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纪念章”。
　　八角帽造型的金色纪念章中央，
一颗五角星殷红如血。
　　那抹红，是藏在心灵深处的记
忆……
　　他们从枪林弹雨中走来，一生历
经血与火的淬炼，书写了不朽的传奇。
　　他们历经坎坷矢志不移，一生镌
刻着如山的信仰，矗立起精神的丰碑。
　　江西赣南原中央苏区，我们党在
这里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中国政治舞
台，开启治国安民伟大预演。在这里，
有这么一群人不容忘记。他们大多年
逾百岁，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下
参加红军，一生听党话，跟党走，在革
命战争血与火的熔炉中淬炼出铁的意
志、铁的精神，他们一生赓续共产党人
的精神血脉。
　　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
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
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
一百年。百岁老红军是我们党百年风
雨征程上的无数青春之我、赤诚之我、
奋斗之我。
　　从 2017 年开始，我们 5 年不间
断跟踪采访。与时间赛跑，然而我们一
次次痛心得知一些老人离世的消息，
不 少 采 访 成 为 他 们 生 前 最 后 一 次
述说。
　　刘光登，2019 年 7 月 2 日；
　　王承登，2020 年 8 月 19 日；
　　……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当

“百岁”遇见“百年”，我们再次重访健
在的老红军和一些已离世老红军的亲
属，倾听、对话、感悟、重温……一次次
走近他们，一次次触摸他们对党那份
坚定如磐、永不褪色的忠诚信仰，一次
次从他们身上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党百
年非凡的奋斗历程。
　　他们曾经年轻，他们也将永远年
轻，他们的故事永不落幕，他们的精神
生生不息。致敬，永远的红军！

以青春之我铸就忠诚担当

　　 104 岁的朱万陵是赣南为数不
多仍健在的老红军。反“围剿”战争时
期，他和哥哥朱万龙一起报名加入兴
国模范师。
　　战斗惨烈，远非一个十几岁的少
年所能想象，但来不及害怕，也容不得
多想，迎着火线冲锋，朱万陵的大腿被
敌机炸弹炸伤，医务人员死死摁住，拔
出刺入骨头深处的弹片。他和哥哥分
在不同的连队，参军时一别，再没见
过面。
　　“记忆里哥哥总是戴着一顶缝着
红五角星的帽子。”
　　走过世纪人生，朱万陵已是四世
同堂。百岁生日当天，一大家子近 40
口人欢聚一堂，拍下一张全家福。每到
逢年过节，老人总会为哥哥祭上一
杯酒。
　　这是一个不能被遗忘的地方。在
瑞金、于都、兴国等地的烈士纪念园，
密密麻麻的名字刻在石上，无数红军
英烈年轻的生命永恒定格在这里。
　　沿着一排排烈士墙，前来瞻仰的
人们默默注视着那一个个陌生的名
字，鞠躬默哀，洒下热泪。
　　伟业的铸就，从来都是无数的付

出与牺牲。数字为证，苏区时期，93 万
名赣南儿女参军参战，占当时当地人
口的三分之一；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
姓的烈士 10.8 万人中，有 32000 余
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只有一张
薄薄的烈士证明书，上面标注———“北
上无音讯”。
　 　 是 什 么 力 量 让 百 姓 铁 了 心 跟
党走？
　　答案，写在装下整个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首脑机关的赣南瑞金叶坪乡谢
家祠堂里。
　　 1931 年 11 月 7 日，刚满 10 岁
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宣告成立崭新的
国家政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中国
政治的舞台，开始治国安民的伟大预
演。这个红色新政权与国统区最大的
区别，就是这里的人民挺直了腰杆做
主人！
　　距离祠堂几里之外的敬老院里，
年逾百岁的老红军张茂钊至今记得，
成立当晚，瑞金数万群众提灯游行，
放焰火，欢庆红色政权的建立。
　　面对数倍于己的重兵围困，遭遇
严密的经济封锁，这个每天都在为生
存而战的年轻政党，却把“小孩子要求
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
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
呢”等群众身边的“小事”摆在重要位
置，在 90 年前就提出，不仅要让贫苦
百姓过上吃饱穿暖的生活，还允诺给
他们的下一代一个光明的未来。
　　时间流淌，百岁一瞬。张茂钊老人
感念，当初许下的承诺，已桩桩件件变
成现实，党对老百姓始终如一、说到
做到。
　　有人因为看见而相信，也有人因
为相信而看见。
　　“长征途中什么时候最难？”
　　百岁老红军吴清昌生前的回答，
让在赣南日报社当记者的孙女吴悦大
感意外，最难的不是一路血战、枪林弹
雨，而是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忍饥挨
饿连走几天几夜。
　　“可恶的老天爷骤然下起倾盆大
雨，雨中还夹杂着冰雹，没有避雨的工
具，只能用双手抱住头背靠背紧紧挤
坐在一起硬挺着，衣服都湿透了，冻得
浑身发抖，在田野茫茫的黑夜里，我急
切盼着天亮。”
　　老人的讲述穿越时空，在吴悦的
眼前勾勒出这样一幅场景：茫茫草地
处处充满危险，有战士不慎陷入沼泽，
根本来不及呼救，污泥就已经没过了
头顶。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却用
顽强意志征服人类生存极限，一路穿
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生命禁区。
　　百岁回首，老人告诉吴悦，当时自
己心中总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跟着走下
去，只要坚持，肯定会有胜利的一天。
　　“在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
路的山林里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这是
建国中的奇迹！”80 多年前的埃德加·
斯诺谈到瑞金建政时发出这一感慨。
走过百年风雨，从一个 50 多名党员

的新生政党，发展为拥有 9100 多万
名党员的世界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写就“有史以来最励志的创业故
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
目的中国奇迹。
　　奇迹从来不会从天而降，任何伟
大成功的背后，都是一群人不计一切
的牺牲与付出。长期跟踪寻访赣南老
红军的红色作家葛顺连说，我们党为
什么能屡创奇迹？越是走近这些百岁
老人，读懂无数和他们一样的普通百
姓一生无悔的选择，自然就找到了成
就奇迹的力量源泉，解开了中国共产
党创造奇迹的“密码”。

以赤诚之我谱写平凡伟大

　　从赣州市区出发，不到半小时车
程就到赣县区江口镇旱塘村。旱塘河
堤逶迤蜿蜒秀丽如带，连接村口大坝
聚拢一泓碧水，如画风景引得游客纷
至沓来。
　　从曾经“晴三天干旱，雨三天成塘”
的旱塘村变“风景村”，离不开村民口中
那个当过红军的刘光登“刘支书”。
　　 1933 年 3 月，给地主家放牛的

“牛头子”刘光登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长征出发前，因染疾留在了苏区。年过
百岁，老人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却始终
记得入党的日子。1954 年 10 月 7
日，这一天，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他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到村里事
事带头冲锋在前，任凭岁月磨蚀，胸中
一颗朴实纯粹的心始终滚烫如初。
　　 85 岁的旱塘村村民张人椿记
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村支书的刘
光登带头，带领大伙一担一担挑泥巴，
筑起可以通车的旱塘河堤，至今灌溉
着周边近千亩农田。
　　时时刻刻要牢记党员的职责，这
是老人坚守一生的信条。
　　一年夏天，连日暴雨，水位还在不
断上涨，村口水库蓄水量已达临界点，
水下泄洪涵洞的塞子因故障未能打开，
再拖下去，很可能堤毁坝垮。在村民惊
呼声中，刘光登奋不顾身潜入水底，用
双手将塞子拔起，成功化解险情。
　　于都县小溪乡，提起老红军罗长
生几乎人人皆知。103 岁的老人总是
眉眼带笑，生性乐观、身体硬朗，有时
候还能一个人走路到两三里外的圩镇
赶圩。

　　从小家贫，在村庄附近看见队伍
路过，罗长生就跟着参加了红军，抬过
伤员、放过哨，上过战场。他说：“打仗
时子弹像落雨一样。”
　　在血里火里滚过，罗长生却从不
以老红军身份自居，更不允许家人借
红军这个身份享受任何特殊照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罗长生在生
产队管粮油仓库。当时物资紧缺，连吃
饭都成问题，但他从不往家里多拿一
粒米、一滴油。
　　“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
还，损坏东西要赔……”时至今日，老
人仍能说出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六
项注意”，依然清晰记得部队的规定。
老人把红军这种秋毫无犯的纪律，用
在村里的工作之中。
　　老红军们将英雄过往尘封进记忆
深处，居功不傲，无私奉献。在群众眼
里，这就是身边共产党员的样子。
　　在反“围剿”战场上拼死血战，走
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南剿匪，老
红军王承登戎马一生。一份上世纪 50
年代的体检报告上，记录着一路枪林
弹雨中，这位百岁老人血肉之躯上的
累累伤痕：
　　“负伤三次，残废等级为二等。鼻：
中隔中部有一大穿孔（外伤性），右下
甲与中隔粘连（外伤性）。左大腿：中外
侧中段贯通性枪伤，已愈。头部：颜面
贯通枪伤（子弹由左眼下眶进入右耳
孔突下射出）。右小腿：外侧子弹擦
伤。”“残疾情形”为“右腿稍跛，右耳
聋”。
　　赣南老家始终是最大的牵挂。
1972 年，他毅然带着一家老小从贵州
回到赣南，老人走遍了家乡的山山
水水。
　　走进兴国县龙口镇嶂下村卫生
室，诊疗室、药房等一应俱全。村里老
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走远路
到镇里去找诊所。
　　村民都知道，这是王承登捐建的
卫生室。
　　昨日雄关漫道，因布满牺牲而铭
心刻骨；今天人间正道，因艰苦卓绝而
荡气回肠。2012 年 6 月，在党中央、
国务院关心下，《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出台，一张壮丽的振兴发展画卷铺开，
无数党员干部行走于贫瘠之地、群山

之间，扎根在村里、生活在农家，向贫
困发起冲锋。
　　近 300 万农民住上新房，解决
574.6 万农村人口安全饮水问题，解
决近 300 万山区群众不通电和长期

“低电压”问题，长期困扰赣南人民的
住房难、用水难、用电难、行路难、上学
难、看病难等问题基本解决。
　　 2020 年，随着最后 4 个贫困县

“摘帽”，赣南原中央苏区区域性整体
贫困得到历史性解决。
　　老区脱贫同步奔小康，这是一份
矢志不渝的初心。

以奋斗之我启航新的征程

　　清晨，第一缕阳光穿过云雾，江西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园里的国旗冉冉
升起。下方队列中，22 岁的大一学生
钟起杰举手敬礼。
　　 2018 年 8 月，高中毕业的钟起杰
走进军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所在
连队是“红军连”，他第一时间给赣县南
塘镇石院村的太爷爷钟祖鉊打电话。
　　隔着千山万水，电话那端的老人
激动不已、连声说“好”。
　　穿越历史的星空，他们如此相似。
苏区时期，17 岁的钟祖鉊报名参加红
军，因作战勇猛，总扛着大刀冲锋在前，
被誉为“大刀勇士”。
　　代代相传，这是深入骨髓的红色
基因传承。
　　代代从军志，一脉家国情。在赣南
苏区，一家两代、三代、四代从军的处
处可见。
　　宁都县蔡江乡罗坑村，脱贫户龚
发富养猪规模扩大到了 130 多头。靠
着养猪，此前治病欠下的外债已彻底
还清，家里还有了四五万元的存款。
　　“你是红军后人，日子不能落在别
人后头。”这是龚发富的母亲、老红军
廖月英常说的一句话。
　　 1932 年，10 多岁的廖月英跟随
哥哥参加红军，专门负责给大山里的
游击队送信。她的爷爷是游击队员；外
公在长征中牺牲；丈夫参加红军，后来
也杳无音信。老人去世前，时而清醒时
而糊涂，很多事都没了记忆，唯独当红
军的事念念不忘。
　　借助银行贴息贷款和产业奖补资
金，龚发富从两头猪开始养起，起早贪
黑，不仅一家顺利脱贫摘帽，还建起了

两层小楼。
　　今年春节，两个常年在外的儿
子带着孙子回到家里，一大家子吃
年夜饭时，龚发富把母亲的话再一
次讲给全家人听。
　　这个春天，罗长生的孙子、43
岁的罗思辉没有像往年一样登上南
下务工的列车，而是承包下 12 亩
的大棚，跟着技术员学起了种菜。
　　种一茬辣椒，下一茬换茄子或
豆角，一年一亩大棚少说也能挣个
七八千元；不懂技术，乡里专门请技
术员手把手教……春节前，乡里的
干部找上门，把账算了一遍又一遍，
和外出打工收入相差不大，关键还
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一席话让
罗思辉动了心。
　　 80 多年前，党带领群众“打土
豪、分田地”，罗长生和乡亲们分到
世代梦寐以求的田地，如今换了模
样：一排排现代化标准蔬菜大棚鳞
次栉比，棚内茄子、豆角等蔬菜长势
喜人，电脑远程智能调控光照、温度
和湿度，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科技
造就适宜生长的环境，把曾经的“春
种秋收”变成了“四季丰收”。
　　新变化、新气象，在红土地上不
断涌现，新的丰收图景每时每刻都
在上演，吸引无数和罗思辉一样的
年轻人回到家乡。
　　沿着当年红军出发的方向，一
条条钢铁巨龙穿山越岭，曾经关山
重重的老区，正天堑变通途，大棚里
早晨采摘的新鲜蔬菜、车间刚下线
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具……被源
源不断运往国内各大市场，有的还

“登上”中欧班列，远销海外。
　　笑容在一张张年轻的脸上绽
放，映着身后门楣上一块块殷红的

“光荣之家”匾额。
　　 2021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新
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
见》，赣南原中央苏区受惠其中。这是
中国共产党人许下的又一庄严承诺：
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革命老区
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
　　春雨至，万物生。又是一年芳
草绿。
　　罗霄山脉深处、赣江源头，赣南
老红军曾经流血牺牲过的山巅河
谷，杜鹃花开、殷红如血。

  当“百岁”遇见
“百年”，我们再次重
访健在的老红军和
一些已离世老红军
的亲属，倾听、对话、
感悟、重温……
  一次次走近他
们，一次次触摸他们
对党那份坚定如磐、
永不褪色的忠诚信
仰，一次次从他们身
上深切地感受到我
们党百年非凡的奋
斗历程
　　他们曾经年轻，
他们也将永远年轻，
他们的故事永不落
幕，他们的精神生生
不息。致敬，永远的
红军！

老红军王承登生前照片。  新华社资料片 老红军吴清昌生前照片。 新华社资料片

老红军吴清昌的受伤部位。 新华社资料片老红军王承登手捧着党章。 新华社资料片

这是老红军朱万陵（2021 年 3 月 25 日摄）。   陈鹏摄 3 月 25 日，江西瑞金叶坪乡敬老院，老红军张茂钊在晒太阳。本报记者刘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