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小兵

以史为鉴 砥砺前行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再读《大东北抗联纪实》

“我的入党故事”2021年 ，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
无论你的党龄40年、 30年、 20
年……不管时光怎么流逝， 岁月
如何变迁， 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
场景， 是否依然热血沸腾、 心潮

澎 湃 。 你 还 记 得 你 入 党 时 的
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 ？ 你成
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
怎 样 的 ？ 你 是 怎 样 践 行 党 的

宗旨履行 党 员 义 务 的 呢 ？ 为
展 现 首 都 职 工在党的领导下
守 初 心 担 使 命 的 生 动 故 事 ，
本报面向全市职工开展 “我的入
党故事” 征文征集。 字数800字
以内为宜。

■征稿启事

城市里最可爱的人
□王晓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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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身份是一份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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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1年从老家到南京入
伍的， 在部队里度过了最美好的
青春时光 。 从穿上军装的那一
刻， 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一下被点
亮了。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
何曾是两乡”， 我把驻地当做第
二故乡， “多为部队做贡献， 多
为驻地做贡献 ”， 是我对军旗 、
对驻地最深情的表白。

在部队中 ， 我积极要求进
步， 很快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除了完成日常备训， 还和驻地的
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训练之
余， 我主动清扫街道， 看望孤寡
老人， 帮他们挑水洗衣、 陪他们
聊天等等。

1983年夏天， 南京的天像突

然漏了一般， 无情的雨水铺天盖
地而来。 暴雨！ 大暴雨！ 特大暴
雨。 7月14日凌晨0时40分， 位于
长江北岸的南京大厂区长芦乡圩
坝突然决口， 洪水呼啸着向圩内
倾泻而下。 南京军区基建工程兵
们毅然加入抗洪抢险队伍， 滚滚
激流中， 一道道可爱的身影向灾
区挺进。

我们军区部队各级领导按
作战要求组织指挥抗洪抢险， 全
员参与， 从人力、 物力、 财力层
层落实， 密切关注区内各大河流
重点区域汛情 ， 做到 “召之即
来、 来之能战、 战则必胜”。 抢
险一波连着一波， 战斗一场接着
一场， 由于水位不断上涨， 附近

一个敬老院面临洪水的巨大威
胁 ， 有几名老人被困 ， 急需转
移。

这时候领导大声问： “谁去
救援？” “我去！” 不等领导话音
落， 身为班长、 救人心切的我挺
身而出。 带领着两名战友， 我沉
着冷静地驾驶着冲锋舟， 如离弦
的箭向目标水域飞驰而去。

待我们赶到现场后， 发现被
困老人年龄偏大， 且行动不便，
我便和战友一道，肩扛手抬，小心
翼翼地连轮椅一起， 将老人抬上
冲锋艇， 在河道中央开得又快又
稳，直行、转弯、掉头、靠岸……最
终将老人成功转运到了安全地
带。

那一天， 我们在积水中往返
十余次， 装运沙袋、 疏散群众、
应急处置等， 解救了一批又一批
被困群众， 以血肉之躯谱写了感
人的篇章， 留下了一幕幕温暖的
瞬间。

由于在抗洪救灾一线表现优
异突出，符合入党条件，领导第一
时间找我谈话。 不久后， 我举起
右手， 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我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
以后 ， 我更 是 严 格 要 求 自 己 ，
发挥着一名新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 去迎接一个又一个的人生
挑战。

退伍转业后， 我很快适应了
地方工作， 依旧把 “保持军人的

作风， 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当做
自己的座右铭。 在工作中， 我不
仅把党员的身份当做一种政治身
份， 更是当做莫大的荣誉， 积极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此外，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 ， 我还申请了单位的后勤工
作， 负责上班开门、 下班锁门等
繁琐事项， 每日早出晚归， 周六
日也是随叫随到， 加班加点成了
常态。

扪心自问， 共产党对于我来
说意味着什么？ 我在心底告诉自
己： “她是指引我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的明灯， 她是我内心纯洁坚
定的信仰， 她是我践行为人民服
务的无上荣光！”

□孔舒野/口述 张廷赏/撰稿

这几天凌晨， 我总被一阵沙
沙的声响从梦中吵醒， 不禁有些
烦恼。 当我那天再一次被吵断了
清梦后， 终于忍不住了， 怒气冲
冲赶到楼下———原来是环卫工在
清垃圾。

这位环卫工姓刘， 看起来岁
数不小了 ， 头发灰白 ， 背有些
沉， 身材消瘦， 在我们小区干环
卫工作有两年多了。 听说我被搅
了美梦， 他苦笑了一下： “没办
法呦， 以后我轻点， 行不？” 看
他态度这么诚恳， 我脸一下子热
了， 人家就是正常的工作， 我发
的哪门子火呀 ？ 真是惭愧到家
了。

碰巧的是， 老刘就住在我们
这个小区。 后来我每次晨跑都跟
他打招呼 ， 一来二去 ， 我跟他
混熟了， 叫他刘叔。

刘叔出生在农村， 种过田、
当过保安、 扛过水泥， 什么挣钱
就做什么 。 后来孙女进城读小
学， 他和老伴儿也跟着过来了。
老伴儿照顾孙女 ， 他就当环卫
工， 贴补些家用。 刘叔的责任区
就在我们小区一带清扫垃圾、 清
理垃圾箱， 无论刮风下雨， 无论
天阴天晴， 他从没落过空。

每天凌晨4点左右， 我们还
沉浸在甜美的梦乡时， 他就拖着
一辆三轮车， 开始了一天的清扫
工作。 两个多小时不停歇地干，
把臭气熏天的垃圾倒进三轮车，
运送到垃圾点， 再卸车。 酷暑严
寒、 循环往复。 这岁数了， 累，
不用说， 光是那生活垃圾散发的
臭味， 流淌下来的汤子， 就够人
一呛。 刘叔却不当回事： “种地
不是也得捡粪积肥吗， 扛得住。
不过我要不及时清走 ， 那味儿
呀， 你们城里人还真得吐！” 他

找个石墩儿坐下来， 摘下帽子扇
着风： “跟你说件开心事儿吧。
你们城里人还给我送过锦旗呢，
信吗？”

原来， 那回刘叔在归置垃圾
的时候， 捡到了一个帆布包， 里
面有厚厚一沓现金 ， 五万块钱
啊 ！ 刘叔琢磨 ， 失主肯定急疯
了 。 他刚打算把包送到派出所
去， 就看到一个老人和一个中年
人火急火燎地跑过来， 询问刘叔
看见帆布包没有 。 刘叔一一核
对， 确认这二位就是失主。 在附
近居民的见证下， 物归原主。 中
年人激动地连连说： “真是太感
谢您了！” 还拿出1000元作为酬
谢。 刘叔伸手挡住， 任对方好说
歹说就是不要。

听了这个故事， 我内心由衷
地佩服， 虽然刘叔每天与肮脏的
垃圾打交道， 但是他的内心是丰
盈纯净的！

有一天 ， 我见刘叔脸色泛
红， 身上有些酒气。 许是好酒助
兴， 他滔滔不绝说了很多， 说刚
喝完的这顿酒席， 是一位好心老
板请的客， 感谢所有环卫工的辛
勤付出， 还说现在政府和社会关
心环卫工人， 有专门的休息室，
炎炎夏日送茶水、十滴水和西瓜，
寒冷严冬送棉被、手套。 “咱还图
什么呀， 只要身体允许， 我就要
一直干下去！”

看到刘叔的一脸满足和骄
傲， 我也为他高兴。 城市里， 正
是有了许多像刘叔这样的环卫工
人， 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洁。
环卫工人是平凡的， 就像路人甲
一样， 但是他们勇于担当、 不畏
艰苦、 乐于牺牲， 是伟大的城市
美容师 ， 更是城市里最可爱的
人！

翻开 《大东北抗联纪实》 这
部文学战争类小说 ， 随着那简
洁、 精练的文字， 一幕幕抗联英
雄们穿林海、 过雪原， 英勇抗击
日本侵略者的光辉形象， 如过电
影般一一辉映在眼前 。 油墨香
里， 一股浓郁的历史厚重感扑
面而来 ， 耳旁仿佛又响起纪念
“9·18” 事变的警世钟声。 穿越
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铭记历
史， 勿忘国耻” 的报国信念， 油
然在我们心中升腾回旋……

《大东北抗联纪实》 是一部
献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扛鼎之
作。 本书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
立党组织作为历史的发端， 不仅
详细介绍了东北抗日武装的建立
和发展过程， 还浓墨重彩地刻画
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抗击日寇的
过程中， 以民族大义为重， 奋不
顾身英勇杀敌的战斗场景。

透过这本纪实与文学手法并
用的抗战作品， 我们看到了在数
九寒冬的茫茫雪原里， 在十倍甚
至百倍于我的日军围追堵截下，
在既无粮草又缺枪少炮的困境
中 ， 那些誓死如归的抗联将士
们， 是怀着怎样一种强烈的家国
仇恨， 用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谱
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
歌。

本书既有对当年抗联历史客
观公正的回顾， 也有对重要历史
事件和人物的细节性描写。 这不
仅丰富了我们的视野， 增强了读
者对相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进一
步了解， 还让这些久远的物事更
为鲜活地 “矗立” 起来， 大大增

强了作品的历史感和现场感。 更
为难能可贵的是， 作者在构思这
部作品时， 没有单纯停留在简单
复述历史这一层面上， 而是在尊
重历史的基础上， 恰当地运用了
文学的手法， 通过合理的想象，
包括人物间的对话、 行动以及心
理的刻画等等， 立体式地把说史
与叙人有机地交融在一起， 避免
了刻板的说教和先入为主的主观
臆断。 同时， 也让以往这类约定
俗成式的纪实类作品， 走出了枯
燥、 生硬的定式， 为广大读者全
景式了解抗联的历史和风貌， 起
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本书最大的亮点， 是集中描
摹了赵尚志、 周保中等一大批抗
联英雄群体。 不仅写他们的民族
担当， 细说他们在条件极其艰苦
的境地里， 坚定执行党的战略部
署， 最终取得抗日胜利的荣光，
还用白描式的手法， 着重刻画了
他们大智大勇领导抗联将士与日
军周旋， 以及在艰苦卓绝的环境
下， 如何避实就虚， 痛击日本侵
略者的战斗历程。 字里行间， 处
处洋溢着英雄群体 “同甘共苦、
团结御敌” 的爱国精神， 洋溢着
“不畏艰险、 百折不挠” 的抗战
精神。 这些都集中体现了炎黄子
孙 “富贵不可淫、 贫贱不可移、
威武不可屈” 的崇高气节和民族
精神。

回溯那段峥嵘岁月， 抗联英
雄们用鲜血和生命筑成了一道坚
不可摧的万里长城， 用革命的理
想和信念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和安
宁。 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不仅在 《大东北抗联纪实》 里长

存， 也必然会时时感召着我们，
叩动着我们， 激励着我们为建设
一个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中国而不
懈努力。

“前事不忘 ， 后事之师 ”。
历史的车轮虽已辗平了当年的战
争创伤， 但却拂不去华夏儿女被
外族欺凌14年的屈辱民族记忆。
在敲响 “9·18” 事变90周年的旷
世磬音里， 重读 《大东北抗联纪
实》， 不仅是为了缅怀抗联将士
们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 更是为
了警示我们的后人 ， 当以史为
鉴， 只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
愤图强， 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富
有而强大了， 和平才可期， 繁荣
和安宁才会有坚实的保障。

当前， 全中国人民正意气风
发地行进在党所指引的康庄大道
上， 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征程中，
肯定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
问题， 有环境的艰难、 有外部的
挑战、 当然也会有少部分人理想
和信念上的动摇……这些都需要
我们不忘初心， 以抗联英雄们为
精神标杆， 学习他们的家国情怀
和民族担当， 学习他们的百折不
挠和坚韧顽强， 自觉地把这些崇
高品格融入到我们的事业追求当
中， 一点一滴地激励我们， 提升
我们的思想境界、 升华我们的精
神追求， 并把这种精神力量， 化
为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 为最终
实现我们的宏伟蓝图， 谱写动人
的篇章。

“莫让浮云遮望眼”， 历史
的沧桑不能忘， 中华民族震古烁
今的民族气质和优秀精神品质决
不能丢， 这就是 《大东北抗联纪
实》 带给我们的深刻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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