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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来的道歉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向平

改革先锋风采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听说家里来了记者，正
在炕上输液的王新正老人
立刻拔掉针头，坐起来就握
住记者的手说：“今天你给做
个见证，我想给李书记道
歉。”

原本是来采访脱贫的
事儿，王大爷的一句话把记
者给弄懵了，这究竟是怎么
回事儿？

67岁的王新正老人解
释说：“我以前经见过不少下
乡干部，他们带点慰问品，象
征性地走串上几户人家，承
诺的不兑现，完全就是花架
子，我对他们不信。”

“那你对李书记信不
信？”“说实话，他刚来那段时
间，我也不信，所以时时处处
和他对着干，一见面就向他
要烟抽，专门刁难他。”

说起要烟，从来不抽烟
的李文军哭笑不得。他介绍
说，2014年4月，他从包头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派
到土右旗双龙镇王四顺村
担任第一书记。上班第一天，
他走家串户，了解民情，满怀
信心地想为村民真正做点

儿实事，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人人都是用异样的眼光看
他，并都向他要烟抽。第一天
的履职，就这样灰溜溜地结
束了。

第二天，他干脆去小卖
部买了一条烟，装在手提包
里，所到之处，见人就发。一
个月下来，他总共买了11条
烟，就连小卖部的售货员都
觉得诧异，多次提醒他，该少
抽点了，对身体不好，他只好
点头答应。

到任的第一个月，他走
遍了全村176户人家，与男女
老少总计536人进行了面对
面交谈，基本摸清了每户人
家的情况与诉求，但归纳起
来，村民们眼前最迫切需要
解决的是吃不上自来水和
八支渠涵洞桥重建两个问
题，而这两个问题他都当着村
民的面拍着胸脯做了承诺。

当时，王新正老人根本
不信李文军能把这些事儿
给办了，全村人也都在等着
看他的笑话。

几个月后，自来水吃上
了，涵洞桥也建起来了，固执

的王新正老人还是不信李
文军，觉得待不了多久，他一
定会走。

这一年，李文军又为村
里疏浚了2公里长的水渠，捐
回来5万元的常用药品，筹集
46万元资金使全村实现了
wifi网络全覆盖，到年底，仅
仅8个月时间，李文军就为村
里办了29件实事。

这些实事，王新正老人
都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工工
整整地记着，但他还是认为
李文军会走，只不过是下来

“镀镀金”而已。
2015年正月初五，李文

军又回到了王四顺村，依然
像往年一样，继续着他的扶
贫工作。但与往年不一样的
是，他把回家次数由半个月
调整为一个月。

看到天天住在村里的
李文军不分白天黑夜都在
给村里办事，王新正纳闷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图个
啥？”

一年下来，便民超市建
起来了；村委会的办公室和
村民的活动场所建起来了；

50盏太阳能路灯亮了；养鹿
场建起来了；20家贫困户的
宽带费全免了……

这下，王新正老人傻眼
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眼光，
开始反复核对自己的小本
本。

最后，他不得不信了。
2016年初，届满2年的

李文军按照组织上事先的
规定要走了，听到这一消息，
王新正老人不干了，他亲自
带着由全体村民按了手印
的请愿书，要到镇里、旗里、
市里说情，请求留下李文军。

村民们的诚意，深深地
打动了李文军。他去车站拦
下了王新正老人后，立即向
组织提出了请求，再留一年。

这一年，养鹿场的61只
梅花鹿产生效益了；与内蒙
古骆驼酒业集团签订的
4000亩订单高粱让全体村

民收益了；14家贫困户住上
新房了；三道河学校120名师
生到外地参加夏令营的梦
想实现了；免费得到的35台
pos机让村民结算钱款方便
了……

王新正老人的小本本
一件事不落地继续记着，只
不过这本记满后，他又逼着
老伴儿去买了个大本本，老
伴儿不解地说：“你说这倔老
头，记这干啥？李书记为我们
村做的事大人娃娃都知道，
谁能昧着良心忘记呢？”

凭借上次请愿成功的
经验，王新正及全体村民的
心愿又连续2年得以实现。这
2年间，3.1公里长的柏油路
修好了；总投资60万元的水
渠建好了；35万元的日光温
室暖棚开始种菜了；“红泥地
杂粮”通过国家商标局注册
了；14副健身器材可以健身

了；全体村民的体检都免费
了；就连从未穿过一件新衣
服的12岁小孩王智慧，也一
下子有了5套新衣服。

这5年，李文军的第一
辆小车跑得报废了，第二辆
也跑了12万多公里，但他从
无怨言，也从不后悔。只是患
有脑梗的父亲和同样忙碌的
妻子逐渐开始有了埋怨，但
唯独让他欣慰的不是贫困户
已经全部脱贫，而是村民们
对他实实在在的认可。

王新正老人心里明白，
李书记迟早会走的，但他一
直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当着众人的面向他道歉。

正月十三这天上午，在
记者、镇干部、村干部等人的
见证下，他终于完成了这桩
埋藏已久的心愿。他紧攥着
李文军的手说：“对不起，老
弟，我彻彻底底地信你了。”

行走在张正坤烈士的
家乡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
处处能感受到涌动着的改
革发展热潮。昔日贫穷落
后的偏僻山乡，如今已发
展成浏阳经济建设“主战
场”———国家级浏阳经开区
所在地，近年来知名企业不
断落户，城乡变化日新月
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张正坤，1898年出生
于湖南省浏阳县（现湖南
省浏阳市）。1926年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马日事变后，
张正坤参加十万农军围攻

长沙的战斗，1929年冬参
加党领导的游击队，1930
年任游击队浏北第一支队
支队长，后任浏阳赤卫军
特务连连长。

1931年3月，张正坤任
湘鄂赣红军独立第1师3营
营长。1933年初，任红十八
军156团团长。1933年冬，
被选为出席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前往中央苏区。会
后，张正坤留在中央苏区，
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1934年5月，张正坤从
红军大学学习结业后，调

任红18师53团团长，参加
了第五次反“围剿”战斗。
同年8月，随红六军团西
征，参加创建湘鄂川黔根
据地的斗争。1935年11月，
红二、六军团从湘西出发
长征，张正坤率53团牵制
敌军，掩护主力部队突围
转移。长征中，于1936年初
任红18师师长兼政委。

1937年8月，张正坤受
党派遣回到湖南，担任湘鄂
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
副司令员，不久任新四军第
一支队第1团副团长。1938
年初，随部队奔赴皖南抗日

前线，调任第2团团长。5月，
随陈毅到苏南，参加开辟以
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陈毅率苏南主
力渡过长江，建立苏北指挥
部。张正坤奉命留在苏南坚
持斗争。不久，江南新四军
组编为3个新的支队，张正
坤任第三支队司令员兼参
谋长，转战江南，浴血抗战。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
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
事变。张正坤在危急关头受

命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组
织部队突围。他指挥部队同
数倍于己的顽军激战七昼
夜，终因寡不敌众，部队伤亡
惨重，他在战斗中重伤被俘。

国民党顽军将张正坤
作为“要犯”囚禁于江西上
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在
狱中对他进行游说诱降、
刑讯折磨和死亡威胁，但
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
志。他组织狱中被俘难友
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

他对难友们说：“革命是要
流血的，我们要坚持斗争，
决不向敌人屈服！”

1941年夏，张正坤组
织被俘战友们越狱，为掩
护难友脱险英勇牺牲，时
年43岁。

张正坤烈士家乡北盛
镇党委书记李斌说，北盛将
继承发扬革命烈士精神，主
攻园镇融合发展和乡村振
兴战略，力争新时代更有新
作为。 （据新华社报道）

几十年前，浙江宁波东
恩中学一名学生在日记本
里写道：“他捐资助教，造福
桑梓……这才是有意义的
人生，也是我想要的人生。”

十几年前，宁波效实中学
的芦锦霞看到了这本日记，她
又撰文写道：“那不灭的精神
是华夏民族的风骨……”

去年12月18日，党中
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
称号，称其为“支持国家建

设和改革开放的香港工商
界优秀代表”。

王宽诚，一个离世30多年
仍被追念的名字，一个40年间
感动过几代人的名字，一个用
80年的人生诠释了什么是“爱
国主义精神”的香港同胞。

“祖国要搞‘四个现代
化’建设，关键是要拥有各方
面建设所需的人才。”1985
年，王宽诚出资1亿美元成立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将基

金会宗旨定位为“为国家培
养高级科技人才提供力所
能及的资助”。当时，巨额捐
资轰动海内外。

“做面包光靠面粉而不
用发酵粉，它是发不起来的。”
王宽诚曾说。基金会创立33
年来，已在内地、港澳及海外
设立高级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及奖励项目50个，涵盖数学、
物理学、化学等十几个学术
领域，资助1.3万余人次。

此外，王宽诚更为改革
开放事业倾注自己的全部
热情。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
代初，他为中央建言献策，鼎
力支持内地改革开放，推动
建立香港中华总商会中国

“四化”服务委员会，不遗余
力宣传国家改革开放政策。

香港进入回归过渡期

后，王宽诚坚决拥护“一国
两制”方针，曾担任香港基
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
会副主任，先后发表几十次
文章和谈话，呼吁香港同胞
和国际友人为维护和促进
香港的繁荣稳定努力。

1986年12月3日，王宽
诚先生病逝于北京。临终前

留下的话是：“我岁数大了，
就想为国多作贡献，其他的
无所挂念。”

1998年10月，编号第4651
号小行星被命名为“王宽诚星”。
王宽诚，正是用自己的一生践
行了悠悠报国志、拳拳赤子心，
在中华大地上映出不灭的精
神光辉。 （据《人民日报》）

香港中华总商会原会长王宽诚———

“就想为国多作贡献”

张正坤：“决不向敌人屈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