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赶考路”终点的珍贵影像
阅兵式上笑容交织着泪水
在 2019年新建的香山革命纪

念馆， 我们看到一段 72年前极其
珍贵的影像：1949年 3月 25日，五
大书记抵达“赶考路”的终点———

北京清华园站，下午即前往北京西
苑机场举行阅兵。

这是一场朴素、规模并不大的
阅兵。影像清晰展现着参与阅兵式
人们脸上的神情，那是一种笑容交
织着泪水的复杂感情。

受阅的部队多是从前线赶来、

为新中国诞生作出重大牺牲的英
雄部队。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
14 兵团第 41 军（原东北野战军第
4纵队）在辽沈战役中建立了功勋
的“塔山英雄团”（第 367 团）、“塔
山守备英雄团”（第 369团）、“白台
山英雄团”（第 361 团）3 个团的全
团指战员及该军连以上干部都参
与了阅兵。

检阅车开到 “塔山英雄团”战

旗前慢慢停下，毛泽东凝视这面战
旗，向战士们敬礼。当时担任阅兵
总指挥的刘亚楼后来回忆说，看到
毛主席的眼角闪着泪光。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毛泽
东检阅时乘坐的车就是他在西柏
坡乘坐的同一辆美式吉普车。

这辆车稍显破旧。在西苑机场
临检阅前， 有人提出最好换辆好
车。毛泽东却说：“乘坐我们自己军
队缴获的战利品检阅英雄的部队，

不是更好吗？”

纪念馆门口，我们看到一批人
在馆前庄严宣誓———我们在 “赶
考”路的出发地西柏坡村、七届二
中全会旧址前，也目睹了一批批党
员们排队等待宣誓的场景。

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回响着，令
人心潮激荡。那代伟人的丰功伟绩
已经镌刻在时代的丰碑上，而对于
我们这代人，“赶考”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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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精神篇8

从西柏坡村出发到唐县，有两条道路，一条车程 3

?时，另一条车程 1?时。

我们选择了 3?时的那条路。1949年 3月 23日，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这条路“进京赶考”，途经唐县、

保定、涿县（今涿州市），并于 25日晚进驻北京香山。

当年“赶考”车队走这条路，是因为这是唯一的路，

而今我们选择这条路， 是想感知最原汁原味的历史，也
更想要探寻西柏坡精神的现实意义。我们深知，新中

国的诞生不是一蹴而就，中国共产党的“赶考”路也绝
不只是这三天两夜的旅程。

我们力图找到和那段历史最近的人与物，作一次对
历史的回眸，进行一次与历史的对话。

董必武夫妇救下的孩子
带红火了乡亲们的日子

在西柏坡村， 没人能比 76岁
的闫青海更了解那段历史。 虽然，

大多回忆来自他的母亲。

1947年，董必武随同中央工委
先期进驻西柏坡后， 就住在闫青海
的家。1948年， 不到 3岁的闫青海
得了一场重病， 绝望的父母把奄奄
一息的他包裹起来放在石碾上，打
算放弃。这天，董必武夫妇从石碾旁
经过，看到席子里小孩的嘴还在动，

马上把孩子送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医
院救治。三个星期后，董必武夫人何
连芝把治愈了的闫青海抱了回来。

在西柏坡村 004?，闫青海指
着菜畦旁的石碾说， 上世纪 50年
代，为修建岗南水库，西柏坡整村
从之前的“粮窝子”搬到了高山岗，

闫青海家也特意把石碾搬过来，

“共产党的恩情不能忘”。

在西柏坡期间，毛泽东十分关
心老百姓的生活。有警卫战士认为
借住的院子里有猪圈、 磨盘和鸡
窝，不太雅观，请示拆除，毛泽东却
说，我们在这里不会太久，老乡还
要用呢。

1949 年 3 月 23 日，“赶考”车
队离开时路遇村民，有穿着大棉衣
的军官从吉普车上跳下来，向村民
挥手说，“欢迎去北平找我们”。

闫青海真的去了北京 。1971

年，董必武夫人何连芝带着两个儿
子来西柏坡村看望乡亲们。“董夫
人一见到我特别高兴，她说，‘哎

呀，被我们救活的孩子已经长这么
大了’。”闫青海回忆。何连芝离开
时，留下住址邀请他去北京。当年
秋天，闫青海就去做了客。

如今的西柏坡村，柏油路环村
而过，一幢幢白墙灰瓦的农家院整
洁漂亮。其中也有闫青海的一份
力。作为老党员，上世纪 80 年代，

他发动村里五六个壮劳力与他一
起到石家庄当装卸工； 又买了游
船， 在柏坡湖上搞起观光旅游。随
着西柏坡旅游业的发展，他开了西
柏坡第一家农家乐……近年来，西
柏坡村民发展起了旅游服务业，年
人均纯收入上万元。

闫青海兄妹四人，其他三人都
曾上前线打仗，大哥在石家庄当过
班长，但不幸被特务刺杀牺牲。“只
用了 6个多月就打胜三大战役，离
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当时年轻人都
非常愿意上前线，虽然牺牲的人很
多，但是我们都不怕，”他说，“这也
是西柏坡精神”。

足迹追溯：1949年 3月 23日，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
后第十天，全会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当天，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率领中
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乘坐 11辆吉普车和 10辆
美制十轮大卡车，浩浩荡荡离开西柏坡。

西柏坡

见过毛主席的老奶奶回忆
这样的首长与部队真朴素

当年毛主席留宿的地点正是
村民葛桂多的婆家。听说有记者
要来听她讲毛主席的故事，97 岁
的葛桂多让大儿子早早站在村口
等着。

这些年，葛桂多家搬去了旧址
不远处的新屋，但“毛主席住过我
家”的往事，始终印在葛桂多的脑
海中。

1949年，葛桂多 25岁，嫁到淑
吕村李家没几年。 她记得，3月 23

日傍晚，天色已暗，大部队来了。家
里老人叮嘱葛桂多别乱闯，活泼的
葛桂多就悄悄躲在门后看。一辆吉
普车开进来， 停在她家北房的前
门，一位身材高大、衣着朴素的首
长下了车， 在门口驻留了一下，步
入了北房的院子。

出于安全考虑，没人告诉葛桂
多这个人的身份。 在那个年代，生
活在闭塞小山村中的村民，也并不
知道毛主席长什么样。新中国成立
后，葛桂多才慢慢知道，自己当晚
看到的那位首长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带着部队在天黑了之
后才进村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就离
开，很多村民当时都不知道部队什
么时候离开的。” 葛桂多说自己没
读过多少书， 说不出什么大道理，

但她隐约觉得：毛主席那么大的首
长没什么架子，那么多解放军战士
留宿村里也没什么动静，这样的首
长与部队太朴素了。

这么多年，不记得有多少人向
葛桂多打听这段往事，她总是一遍
遍耐心讲述。

淑吕村小学校长王素坤是“慕
名”找上门的一位。几年前，王素坤
调入这所村小。看到许多外地人来
找这位“见过毛主席的老奶奶”，王
素坤想，村里有这么珍贵的红色资
源，正是孩子们身边的德育教材，

便自报家门去“采访”葛桂多。

“故事要多讲， 才能传得更
广。”去年起，王素坤在淑吕村小学
创设了“进京赶考”主题德育教育
课：每个学期组织全校学生听她讲
一次“进京赶考”的故事，在三年级
以上学生中围绕“赶考”开展启发
式教学。“很多教师原来只是知道
有这段历史，但了解不深；经过学
习，大家对这段历史都有了新的感
悟，对于生活工作的土地更加热
爱。”“我相信，在耳濡目染下，我
们淑吕村的孩子能更好地记住这
段历史。”说这话时，王素坤眼里闪
着光。

“毛主席吃过白洋淀的鱼”

这里生态环境已比肩当年
在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杨永丽给记者找出一本《保定党
史通讯》， 上面刊登了她的前辈温
仲儒写的一篇《“赶考”途中》。

这篇通讯除了记载 “赶考”队
伍在保定的行程之外，还记下了一
段毛泽东与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
的对话：

“午餐时，毛泽东指着一盘清
蒸鲤鱼问林铁：‘这鲤鱼是从哪里
来的呀？’ 林铁答道：‘是白洋淀的
鱼。白洋淀就在保定以东七八十里
远的地方，保定吃的鱼，大部分都
从白洋淀来的。’”

杨永丽说，白洋淀一度生态环
境恶化，经过几年治理，有了明显
改观。带着几分好奇，当天下午，记
者驱车一小时奔往白洋淀，由此开
启一段计划之外的采访。

“毛主席可是吃过我们白洋淀
的鱼！”还未到岛上，白洋淀抗日纪
念馆馆长王木头就在电话里 “炫
耀”起来。

“白洋淀这些年的变化，我都
看在眼里。” 今年 70岁的王木头，

祖祖辈辈生活在白洋淀边上，父辈
们以打鱼为生。他说，小时候白洋
淀的水可干净了， 捧起来就能喝，

特别甘甜。在水浅的地方，一眼就能
望到水底。因为生态好，白洋淀里的
鱼虾味道特别好。“记得小时候，村里
一户人家烧鲤鱼，周围七八家邻居都
能闻到香。”

但随着围淀而居的人口增多以
及一些污染产业的导入， 污水入淀、

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不当、非法养殖
等问题也多起来，白洋淀的水质曾被
严重破坏。

2017年，白洋淀归属新成立的雄
安新区管辖，雄安新区对白洋淀开展
了新一轮治理。王木头一家居住在淀
边的大张庄村， 污水都要先进村里
的污水处理站才能排放。

有报道称，治理前白洋淀的水质
长期为劣 V类，现在白洋淀的水质已
达到Ⅲ-Ⅳ类。 在白洋淀边上生活了
一辈子的王木头有着更为直观
的感受：“水干净了，连天都更
蓝了，感觉白洋淀很快会回到
我小时候的状态。”

住在周边小村庄的居
民， 都是白洋淀生态环境
改善的受益者 。 生态环
境好了，来旅游的人也多
了， 旅游繁荣带动了村里
的经济繁荣。

“最后一程”4?时变20分钟
“把市场迁回来”已成为现实
每年，涿州市三义小学的德育

主任李建军都会给三年级的学生
上一堂特别的课，“教室”就在操
场边一排带着厚重历史感的平房。

这是当年四十二军军部的旧址、如
今的“党中央、毛主席进京驻涿纪
念馆”。

2009 年 3 月，党中央、毛主席
进京驻涿纪念馆落成。从那时，身
为德育主任的李建军就成了
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将
毛主席在涿州那一天的
故事，讲给每一位前来
纪念馆的人听。

给小学生们上课，李
建军会讲几则小故事， 其中

一则是有关吃饭的： 炊事班给
毛主席准备了一只土鸡，毛主席差
人把土鸡送到医院去，自己叫炊事
班煮了鸡蛋挂面。 就要进京了，毛
主席的心情舒畅， 连声赞叹：20年
没吃那么好的饭了。“大家看，毛主
席艰苦朴素，简单的饭菜也能吃出
美味。我们是不是也不应该挑食？”

孩子们纷纷点头。

“讲更深的道理他们可能还不
懂，这些和生活相关的故事，也是
生动的教材。”李建军说。

承担着“桥梁”角色的不只是
人。70多年前乘火车近 4小时的路
程，如今从涿州东站坐高铁，只需
20多分钟就能抵达北京西站。

涿州东站旁的科技产业园里，

很多年轻人就是从北京来这里创
业的。当年毛主席“把市场迁回来”

的指示，如今成了现实的写照。“赶
考”终点前的最后一站，已融入北
京都市圈。

涿州
足迹追溯：1949年 3月 24日，当毛泽东一行到达涿县

县城时，已是掌灯时分。毛泽东就涿县经济发展情况听取时
任县委书记王成俊的汇报，并提出市场回城、繁荣经济的要
求。当晚，毛泽东一行住在城内粉子胡同的第四十二军军
部。该地址现为“党中央、毛主席进京驻涿纪念馆”。

足迹追溯：1949年 3月 23日，傍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
等领导人到达河北唐县淑闾（现改名“淑吕”）村。毛泽东当
天留宿在村民李登魁家。据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回忆，这
一晚，毛泽东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了解土改情况，后半夜
又赶写到保定后需要发出的文件。

唐县

足迹追溯：1949 年 3 月 24 日，中午之前，车队到达保定
市，前往冀中区党委大院。据时任区党委书记林铁、军区司令员
孙毅回忆，午餐时，毛泽东再次提到李自成：“我们可不要当李
自成呀!”?后，毛泽东等听取区党委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一
直持续到 15时。汇报结束时，街道上已站满得到消息的群众，

“赶考”车队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缓缓驶出保定城。

保定

北京
足迹追溯：1949年 3月 25日，清晨 6时许，毛泽东等中

央领导在清华园站下火车后，乘汽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

当日 16时到达西苑机场接见民主人士，17时至 17时 45分
西苑机场阅兵。当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颐和园宴请民主
人士，后乘车入住香山双清别墅。半年后的 9月 21日，毛泽
东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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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潇 邬林桦 唐烨 龚洁芸

中共中央由西柏坡
进驻北平路线示意图
资料来源：西柏坡纪念馆

革命圣地西柏坡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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