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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党话 跟党走

———采访身边老党员

由贵阳市关工委主办，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文明办、共青团贵

阳市委、贵阳市妇联联办，具体由贵阳晚报《黔学堂》教育周刊承办

的“听党话、跟党走———采访身边老党员” 征文活动开展以来，贵阳

市各小学、初中、高中、中职以及市属高校学生踊跃投稿，本报选择

部分优秀作品进行刊登。

兴关社区办公室，老党员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

南明区新闻中心 韩圣武 摄

一个老党员 就是一座丰碑

我的爷爷

宋灵卓 白云七小三（1）班 指导老师:杨想

我的爷爷是一名老战士，也

是一名老党员，爷爷出生在 1944

年，现在已经 73岁了。 爷爷个子

不高，但是很有精神。 我最喜欢

围着爷爷，听他讲在部队时候的

事情。 爷爷说他 9岁就失去了父

母，是部队收留了他，还教会他许

多本领。

爷爷说，他刚到部队时，被分

到炊事班，是一名烧火战士，经过

努力，一步步做到炊事班班长。

爷爷参军的时候，新中国已

经成立了，他没有经历过抗日战

争，不过他经历过中越战争。

中越战争爆发时，爷爷已经

35 岁，在接到上级命令时，他们

为自己所在的部队能参与战争而

激动兴奋，他们一个个热血沸腾

的赶赴前线。

爷爷说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负

责战士的吃喝，不直接参战，但有

一次却是例外，在一次战役中，部

队的弹药用完了，就直接和敌人

拼刺刀，所有人都上了战场，他们

炊事班的士兵有的拿锅铲、有的

拿扁担、有的拿擀面杖······

爷爷说他拿的是一把大菜

刀，就这样和敌人肉搏上了，当时

杀得昏天黑地，血肉模糊。 那时

候就是杀红了眼，经历将近两个

多小时的拼斗，终于战胜了敌人，

他们胜利了。

爷爷说当时他浑身是血，也

不知道哪是敌人的，哪是自己的，

他也多处受伤，他们有很多战友

也倒下啦。 爷爷讲着讲着，渐渐

地眉头紧皱，双眼含满泪水。 这

时我就赶快把他从痛苦的回忆中

叫醒，让他陪我玩。

爷爷长叹一声给我说，你们

今天的幸福日子，不知道牺牲了

多少人的生命才换来的啊！ 记得

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国

家有用的人，随时要记得有国才

有家。

王思明老人

曾遇双枪女土匪

陈心怡 尚义小学五年级（6）班

指导老师：周春宏

我喜欢去贵阳花溪孟关乡沙坡小西

寨的“思明书屋” 看书，书屋主人王思明

爷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王爷爷 1932 年 6 月生，贵州省贵阳

市花溪区人，1954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解放前贵州就以土匪多而闻名，惠

水女土匪头子程莲珍还能熟练使用双

枪，她虽然貌美如花，却也敢杀人。 她嫁

给有钱有势的大地主陈正明， 陈正明家

中有枪有家丁，她跟着他走村串寨，就成

为出入各种场合的压寨夫人。 她学会骑

马、打枪，一次与陈姓近房抢夺千顷良田

遭到围攻时，程莲珍手拿双枪，带领家丁

一下子打死了对方三个人。 围攻的人见

同伙有死有伤， 便抬着尸体撤退了。 从

此，双枪老太婆的名声远近闻名……

呃，我听得心惊胆战，怯生生问王爷

爷：“您五几年也在惠水工作，有没有遇

到这个凶悍的双枪女土匪头子啊？ ”

“遇到啦！还打过仗呢！” 王爷爷说，

解放后，程莲珍成了土匪，对抗新政府。

1950 年 3 月，惠水匪首董全和、罗绍铨

等纠集匪众，攻打县城。程莲珍率匪部进

攻县城的北门，被解放军守城部队击退，

土匪被全歼， 混战中罗绍凡和程莲珍见

势不妙逃走。 在解放军 3 年多的剿匪斗

争中，“女匪首” 屡屡侥幸漏网，并使解

放军战士伤亡， 经过努力，“飞虎队” 终

于在龙里拿下女土匪程莲珍。

程莲珍被押到贵阳， 省军区专门开

会，讨论如何处置她。当时考虑到程莲珍

的问题影响面广， 便将情况向毛主席汇

报， 毛主席认为这个女匪首， 是少数民

族，没有杀她。 毛主席下令特赦程莲珍。

程莲珍被放了后， 她找到那些没有投案

的土匪及家属， 讲自己的亲身经历劝土

匪降。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有 22 名土

匪向人民政府投降。 还有几个土匪经过

多次劝降不听的， 程莲珍带着部队进山

搜剿，将其中三个土匪击毙。 以后，不仅

惠水、长顺，连紫云一带潜藏很深的土匪

也相继向政府投降了。由此，贵州剿匪画

上句号。 后来，这一历史还

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

我一直有个疑问：“我的爷

爷兄弟姐妹共八人， 为什么只有

爷爷一人独自居住在贵州贵阳，

而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在湖南邵

阳？ ”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 爷爷终

于告诉了我这个问题的答案。

时光回到五十年前， 爷爷为

了支援国家三线建设，在“备战

备荒为人民” 、“好人好马上三

线” 的时代号召下，爷爷来到了

贵州贵阳白云区。那时的白云区，

到处都是荒山野岭。 爷爷他们自

己动手建茅屋，睡的是大通铺。就

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爷爷他

们要将沉睡在大山里的铝土矿采

掘出来， 电解后生产成银光闪闪

的铝锭，输送到全国各地。

爷爷的一位好朋友李爷爷，

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 是当时少

有的高才生。 李爷爷不仅才华出

众，而且精通英、法、俄三国语言，

他完全可以在北京找份更好的工

作，但他也毅然来到了这偏远、落

后的贵州。

许许多多的人选择留在贵州

这片贫穷的土地上， 他们风餐露

宿，用艰辛、血汗、甚至是毕生的

精力去建造起了一个大型的工矿

企业———贵州铝厂。

爷爷支援三线建设 独在异乡为异客

向祯 白云一小五（4）班

指导老师：莫贤群

李则霖 省府路小学四（10）班

指导教师：谌飞

老党员看身边的变化

今天, 我在社区寻找老

党员采访， 但问了很多人都

不是， 最后我看到一名老爷

爷，过去一问，这名老爷爷正

是一名老党员。 于是我将老

爷爷请到了家里，进行访问。

我问：“爷爷，请问您叫

什么名字？ ”

“我姓张， 你叫我张爷爷好

了。 ” 老人说道。 看着老人慈祥的

面容我顿时放松了紧张的心情问

道：“张爷爷，您是解放军吗？ ”

张爷爷笑着说：“我是 1949

年参加的解放军。 ” 我又问到：

“您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有什么感

想？ ”

张爷爷喝了口茶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那时

我才 19 岁，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感

受到了胜利的喜悦， 因为饱经战

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

于重新站起来了！ 从此中国像一

条龙一样， 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屹

立于世界的东方！ ”

“爷爷，经过努力后新中国有

了哪些变化呢？ ”我又问道。

张爷爷说：“变化可大了，不

仅国泰民安， 国家的事业也蓬勃

发展， 解放以前我们很多东西都

没有，那时候自行车叫‘洋马’ ，

火柴叫‘洋火’ ，钉子叫‘洋钉’ 。

那时因为才解放， 不像现在有了

飞机、卫星等等很多高科技。 改革

开放不久，人民致富了，有了轻工

业和重工业，还有奥运会，航天载

人飞船等等， 都是我国巨大的成

功啊！ 现在我们中国已经成为世

界上综合实力排名前几名的国

家，我想起就感到自豪啊！ ”

听着张爷爷的话， 我心情无

比激动， 我们作为祖国的下一代

主人， 一定要接过老一辈的接力

棒， 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

美好更强大！

身边的老党员

给我上了一课

阳宇涛 白云一小五（4）班

指导老师：莫贤群

近日，我去采访了一位集老党员、老

战士、老模范于一身的向爷爷。来到向爷

爷家，我鼓起勇气问：“你有多少岁的党

龄呀？ ” 向爷爷说:“我 1961 年入党，算

下来，应该有 55岁的党龄吧。 ”

我接着问向爷爷：“作为一名的老

党员和老军人， 在您的身上发生了哪些

感人的革命事迹呢？ ”

向爷爷打开电脑， 指着电脑上的文

字说：“你先了解一下有关抗美援朝的

历史故事吧！ ”

我看到电脑上的文字是这样说的：

抗美援朝， 是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

运动的统称，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

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

性运动。 1950年 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

赴朝作战，抗美援朝开始。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 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全国

人民的支持， 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

主义阵营的有力配合。 1953 年 7 月，双

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

胜利结束。 1958 年，志愿军全部撤回中

国。 10月 25日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接着向爷爷激情澎湃地讲了起来：

“我从 1956 年开始加入抗美援朝的队

伍当中，虽然那时已经停战了，但我暗暗

下决心：认真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为抗

美援朝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还记得有

一天，雨雪交加，把道路都给封住了，由

于这条路是志愿军战车必经之路， 我们

必须想办法尽快把泥土挖掉， 恢复正常

通行。因为我是队长，要起一个模范带头

作用，于是我第一个去，给队员做一个榜

样。当时找不到任何的工具，我只能光着

脚、 冒着雨雪用手把泥巴一点一点地推

开，经过我的日夜奋战，一条‘崭新’ 的

道路被我挖开了，因为挖的时间太长，我

的手都挖出了血，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回到营地后，营长给我颁发了三等功，那

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获奖， 心里可美滋

滋的了。到了 1960年，我跟 40多个同志

一起转业到七冶郑州铝厂项目工作。 ”

我急忙打断了向爷爷的话语，我说：

“向爷爷，我问的是‘在您的身上发生了

怎样感人的革命事迹呢?’ 可为什么您

一直在讲工作呢？ ”

向爷爷耐心地说：“孩子，感人的革

命事迹不是说一定要和敌人打仗才行，

其实每个人，尤其是一名光荣的党员，做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在报效祖国。 不

要看不起普普通通的工作， 如果连自己

的工作都没做好，何谈为国出力？你想想

看是不是？ ”

我想了想说：“是啊，向爷爷，今天

您可是给我好好地上了一节人生的教育

课呀！我应该向您学习，做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 那我现在的本职工作就是好好学

习， 不怕苦不怕累， 努力攀登学习的高

峰，长大后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 向

爷爷听了我的有感而发，他高兴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