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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与父亲共同
生活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
月。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
了我一生。

希望我成为一名优秀

的专家

1938年12月8日，我出
生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父
亲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
国际代表。1940年春，父母
同时归国，把我留在了伊
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当时，
我只有1岁2个月，父母没
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

1948年，当国内解放
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后，有条件了，我开始和父
亲通信。从那时起，父亲走
进了我的生活。

8月30日，不满10岁的
我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
信，讲述我的学习和生活
情况。第二年1月20日，我
收到了父亲的第一封来
信。因父亲知道我不会中
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从
这封信中我第一次体会到
被父母钟爱的感觉，第一
次从照片中见到了父母、
姐弟，看到了家人，第一次
有了“我的家”的概念，尽
管很抽象。信的字里行间
洋溢着的亲情，对我是那
么新奇，父亲盼望看看10
年来未曾谋面的女儿的迫
切心情跃然纸上：“亲爱的
卡佳：……从信中获悉你
生活很好，学习也不错。我

们为此而欣慰。可你为什
么没给我们寄来一张你的
照片呢？你大概已经长大
了，我们多想看看你呀！哪
怕是你的一张照片。”60多
年过去了，今天
再读这封信，对
那份溢于言表
的父爱更感珍
贵。

1949 年 8
月，父亲又来信
叮咛我：“亲爱
的女儿，你一定
要注意自己的
身体”，再三询
问我，“这学期
你考得如何？”

“我们非常想知
道（你）学习和
身体情况，一定要给我们
寄照片来。”

接了爸爸这封信，我
马上把照片寄回家。是年
11月11日爸妈联名寄来了
新中国成立的喜讯：
亲爱的卡佳：

你的近况如何？8月30

日来信和照片均已收到。

我们都很高兴，你这学期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不

久以前，新的人民政府在

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

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

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

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

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

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

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望你常来信。

你的父亲陈林（任弼时）

你的母亲陈松（陈琮英）

第一次见到父亲

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
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
拉维赫疗养院。

新中国成立刚两个
月，组织上安排他来莫斯
科治疗。父亲先住在克里
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
一个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
疗养院。在这里，才可能接
我去见面。

1950年元旦，我在国
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来
到疗养院。我和父亲一起
生活了仅8天，就再也不想
离开他了。这一个多星期，
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
的全新的生活。父亲用他
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
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
与家庭概念的启蒙。此外，

父亲还是我识汉字、说汉
语的第一位老师。他会讲
一口流利的俄语，更会写
一手漂亮的汉字。为教我
准确发音，他还在每个汉

字右下角用俄文
字母注明拼读。
每天，在他一字
一音的带读中，
我学习读写这些
基本语汇。

一个多星期
一眨眼就过去
了，我只得回国
际儿童院了。临
走的头一天，我
哭了。这是我长
到10多岁，第一
次为离开父亲而
落泪。回到国际

儿童院，我第一次体会到
人间思念亲人、思念父亲
的感觉，很深、很深。过去
没有和父亲接触过，我根
本不觉得，如今，我每天晚
上都想他，老想到他那儿
去，想得很苦。没有办法，
就给父亲写信，差不多隔
一天写一封，有时甚至天
天写。父亲也很想我，我刚
离开疗养院4天，在尚未收
到我的来信时，父亲就先
给我写信了：“你走了4天，
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
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
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
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
……卡佳你在伊凡诺沃生
活好吗？卡佳，你别忘了你
说过的，每两天给我写一

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
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
最后又叮咛我一句“接到
我的信，马上回信”。两天
后，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后
又回信写道：“卡佳，这几
天我生活照旧，就是比你
在时寂寞一些。”连续接到
这两次信，我才知道父亲
也很想我，他已习惯我生
活在他身边了。

讨论我是否回国

父亲在苏联疗养期间
和我书信往来频频，特别
是讨论我是否回国一事，
他把我当作大人一样与我
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其
间充满了民主意识的循循
善诱。

当时，我由于年龄小，
对许多问题根本考虑不
到，对于回国与否，全是孩
子式的凭习惯和感觉。

至今，我保存下的父
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
他从巴拉维赫疗养院去黑
海疗养院后寄给我的，那
已经是1950年春天了。父
亲的心情很愉快，他告诉
我：“我在3月30日和刘佳
武同志一起，坐了两天的
火车，4月1日到达黑海疗
养院。我们疗养院在黑海
边，那里很漂亮，可以看到
海，并且可以在海里游泳
……”随信附来一张黑海
的照片。信末再次询问我：

“你的学习和生活怎么样？
希望你详细告诉我。”父亲

恨不得我每天都向他汇报
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在苏联，经过近半年
的诊治与疗养，父亲的病
情有所缓解。我经过慎重
考虑，决定跟父亲一起回
国。临行，父亲什么珍贵的
东西也没买，只给我买了
几本苏联小说和几本课
本，给姐姐弟弟们买了一
些学习用品。

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

5个月

从回国到进入育英小
学的5个多月时间，是我一
生中连续生活在父亲身边
最长的日子。父亲既是我
的汉语老师，又是我在家
中的“大翻译”。我是靠着
父亲这座“语言之桥”和母
亲、姐弟们开始了最初的
交流。

父亲平易近人，从不
摆架子。病魔无情，我和父
亲回国不足半年，它就残
酷地夺走了父亲的生命。
我曾掰着手指计算过，有
记忆以来，我也只是1950
年5月至9月，这短短的5个
月有幸和父亲生活在一
起。12岁时我才见到父亲，
不足一年他却永远地离开
了我。这不能不说是我一
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缺
憾。而得以欣慰的是，在父
亲的教导下，我成长了、成
熟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据《学习时报》）

云贵生：出生入死的革命烈士
云贵生，蒙古族，1927

年出生，呼和浩特市土默特
左旗察素齐镇把什村人。

1940年，年仅13岁的
云贵生跟着叔叔云万虎参
加了李森领导的蒙古抗日
游击队，他是年龄最小的
游击队员。李森发现他聪
明伶俐，动作敏捷，经常派
他去传送情报或侦察敌
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
侦察员”。虽然游击队的生
活非常艰苦，经常忍饥挨
饿，但是云贵生从来不叫
苦。一次，游击队与日本鬼
子打得异常激烈，场面非
常残酷，牺牲的战友惨不
忍睹，迸裂的脑浆与鲜血
染了他一身，可是他坚持

战斗，表现得很成熟。1940
年冬天，游击队在一次战
斗中被日本军队包围。战斗
进行了一天，游击队员伤亡
不少，子弹也快打光了，李
森队长面对严重的形势，决
定尽快突围出去。游击队员
在夜色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向前奋勇冲杀。正在这时，
日本军队架在一个山包上
的机关枪猛烈开火，挡住了
出路。在这危急时刻，云贵
生手里握着两颗手榴弹，身
体就像一只小山羊一样灵
敏，顺着小土沟一溜小跑迂
回绕到敌人机枪侧面，投出
两颗手榴弹，两声巨响后，
敌人的机枪成了哑巴，游击
队顺利突围。

1941年，云贵生跟着李
森去了革命圣地延安，进入
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由于
他以前没有上过学，所以，
学习起来很吃力，但他仍然
刻苦的从识字开始，常常花
费别人几倍的时间读书。
1942年，云贵生和李自勉、
云玲秀三人分配到陕西定
边地区警备三旅工作。当
时和云贵生在一起的战士
不少是陕北红军，云贵生
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红军的
优良作风。

1945年春节前，乌兰
夫选调一部分土默特旗学
生返回大青山地区，选调
的几十人中就有云贵生。
他们编成一个大队，大队
长是王建功，副大队长是
李森。抗战胜利后，八路军

与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在归
绥（今呼和浩特）、包头二
市作战。云贵生跟随李森、
寒峰也到了察素齐。当时
一个叫铁蛋的察素齐蒙古
人要组建一支队伍，他们俩
和铁蛋配合默契，在很短的
时间，就组织了近百人的队
伍。由于绥包战役久战不
下，加上天寒地冻，八路军
暂时撤退，他们和铁蛋新成
立的队伍也撤到集宁。绥蒙
军区决定，将绥包战役中起
义投诚的几支蒙古族部队
共一千多人，组建成内蒙古
自卫军骑兵独立旅。云万虎
和云贵生的队伍编在三团
三连，叔侄二人担任正副连
长。云万虎、云贵生的连队
跟随独立旅一直转战于锡
林郭勒、察哈尔、乌兰察布、

伊克昭盟地区。
1946年3月，骑兵独立

旅奉命去察哈尔盟执行任
务，解除驻守哈卜嘎城的
一股土匪武装。骑兵旅领
导决定让云万虎、云贵生、
云晨光三人带领三团三连
执行这个任务。

3月底，云万虎、云贵生
在龙王庙一带突然发现了
一股土匪（实际是国民党杂
牌军），云万虎带着三连向
南追了一夜，天亮时在一
个村子追上敌人，迅速将
其包围。云万虎指挥部队
发起进攻。敌人遭到突然
袭击，顿时乱作一团，在村
子里四处乱跑。云贵生和
战士们挨家挨户搜寻敌
人。云万虎发现几个敌人
跑进一个屋里，就追了进

去，进门看见地下躺着一
个自己的人，弯腰细看是
侄儿云贵生，浑身是血已
经牺牲了。战士们冲进屋
里，把几个土匪都抓了出
来。部队虽然打了胜仗，缴
获了不少枪支马匹，可是
年仅19岁的云贵生牺牲
了。

后来，骑兵旅把云贵生
的遗体运回哈卜嘎城，部队
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部
队首长号召全体骑兵旅战
士向云贵生学习，一定要把
革命进行到底。追悼会后，
云贵生的遗体被安葬在哈
卜嘎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
盟阿巴嘎旗）西北方，至今
长眠在那里。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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