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9.7 星期一
主编│杨道 版式│孙发强 检校│李彪 陈伊蕾

岁月B05

周士第将军自1923年离
开故乡，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
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
直无暇回乡。退休后，健康状
况欠佳，遵医嘱不好离京远
行。可是，周士第将军始终眷
恋着生他养他的故乡，思念勤
劳智慧的乡亲，平时经常通过
看报，了解故乡面貌的变化和
建设的情况。

1963年2月，周士第将军
在广州从化温泉疗养。恰好
琼海县原县长何如伟（时任万
宁县委书记）也到从化，参加
广东省委组织的政治经济学
培训班学习，他对周士第将军
仰慕已久，便邀时任琼海县委
书记吴俊民一道登门拜访。
见到家乡来人，将军和夫人显
得十分高兴，拿出潮州柑和花
生米热情招待他们。何如伟
后来深情地回忆说，见到将
军，他有两个“想不到”：一是
想不到将军身材这么伟岸高
大（1.77 米），二是想不到将军
离开家这么多年，还会说一口
正宗的家乡话。何如伟说，我
们一见如故，谈得很亲切。这
位年逾八旬的老干部以切身
感受称赞将军平易可亲，没有
架子，没有虚伪的客套，待人
十分真诚。何如伟告诉将军，
他曾陪庄田将军（受周士第之
托）去新昌村看望他的亲人和
老宅，他的亲属和邻居十分热
情好客，大家都盼他回家乡一
行。将军笑道：“我也想啊，可
惜现在在养病，无法动身”。
接着，又补充说：“等我身体康
复后，争取回一趟吧！”当培训
班学习结束，何如伟返回海南
之前，前往和周士第将军及夫
人辞行。将军脸上浮着笑意
特地委托何如伟转达他对家
乡父老兄弟诚挚的问候。家
乡的父老兄弟总是翘首以待，
盼望将军归来的一天。可惜
将军病情一直未见好转，返乡
的愿望无法实现，将军对此遗
憾不已。有一天将军思乡心
切，挥毫一口气赋诗三首，以
寄托对故乡的眷恋之情。

故乡
离乡四十年，于今物物新。
人人喜悦色，声声主席恩。

故园
三面红旗照四方，五指山

上放光芒。
九曲江水流福利，六连岭

花永芬芳。

海南岛
祖国两眼睛，守望东南屏。
台湾美蒋贼，一定要扫平。

出自将军笔下的这三首
诗，值得我们认真细心的咀
嚼、体会。周士第将军深深
热爱他的家乡，有着割不断
的乡情。他热爱故乡的一草
一木，十分关心故乡人民的
生活。毛主席说，诗不能如
散文那样直说。将军擅于

“寓情于物”，通过景物描写
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
《故乡》一诗中，“离乡四十
年，于今物物新”，可谓字字
珠玑，对故乡日新月异的变
化，将军内心的感慨是不言
而喻的。“人人喜悦色，声声
主席恩”，两句对仗工整，表
现故乡人民过上美好的日
子，笑逐颜开，对恩人毛主席
无限的感激之情。将军在诗
中运用叠词，“物物”“人人”

“声声”，一词反复出现重沓，
不但不觉得罗唆，反而感到
语言的流畅、巧妙、优美，有
助于诗人思想感情的表达。
第二首《故园》，全是写意，把
哲理与景物溶化得天衣无
缝，令人出乎意料又感慨万
分。“九曲江水流福利，六连
岭花永芬芳”，借用比喻和联
想，形象地表达故乡人民过
上幸福的生活，是无数革命
志士在革命根据地六连岭坚
持长期斗争，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提醒人们应永记不
忘。第三首《海南岛》一诗，
将军把海南岛和台湾岛比做

“ 祖 国 两 眼 睛 ，守 望 东 南
屏”，既是写实又饱含想象，
铸造宏伟的意境。“台湾美蒋
贼，一定要扫平”，在当时历
史背景下，身经百战的将军
发出的誓言铿锵有力，震撼
山河，于今仍有强烈的现实
意义。

2012 年 12 月，周士第
将军之长子周坚回海南参
加周士第纪念馆新馆揭幕
仪式，笔者和他曾有一面之
缘。在交谈中周坚说：“喝
着万泉河水长大的父亲，离
开家乡后虽未回乡探亲，但
他的心里一直怀念养育他
成长的故园。父亲未回乡
探亲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 是 父 亲 不 愿 意 麻 烦 别
人。毕竟是个上将，回趟家
会让不少人跟着忙碌的。
尽管他功勋显赫，他也丝毫
没有‘显摆’的心理。”周坚
还清楚地记得，1973 年琼海
县遭遇 18 级强台风袭击，
周士第将军特意从北京寄
回一封亲笔信和 500 元钱，
给周家亲人修建家园。家
乡，在将军的心中有着如此
沉甸甸的分量啊！

周士第将军文武双全，戎
马生涯间隙手不释卷，笔耕不
辍。广州黄埔军校陈列室陈
列着周士第将军所用之书
——清朝湘军名将胡林翼之
《读史兵略》。该书六卷本，线
装毛边纸，内页手批圈圈点
点，密密麻麻，少者数字，多者
数十字、上百字、千余字不等，
分红、黑两色墨水，均以蝇头
行楷书之，见者无不钦叹不
已。周士第将军熟读兵书，战
时不但对自己的部队了如指
掌，对敌军、友军、国民党政府
要员的身世家底、思想倾向甚
至性格趣味都摸得一清二
楚。有军事专家称，周士第将
军的脑袋是一个图书室，敌我
双方的详细材料都装在那里。

周士第将军年轻时喜欢激
扬文字，曾在《新琼崖评论》先
后发表《琼崖的“压迫阶级”与

“被压迫阶级”》《中山先生遗嘱
指示我们的道路》等数篇宏
文。周士第将军戎马一生，参
与历次中国革命战争，“征战何
止千”，难能可贵的是每次大战
役后，都坚持写总结性的军事
论文，而这些饱含着他的智慧
和心血的论文都是在戎马倥偬
中奋笔疾书的。他是一个能将
热情与冷峻、理性与感性结合
得很好的军事谋略家，至今保
留完好的论文如《冀中区平原
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论平地
游击战的几个问题》《论陈庄战
斗》等（均刊登于《八路军军政
杂志》），无疑是我军一笔宝贵
的精神遗产。

周士第将军1959年从一
线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但脑
子却没有停止对党对国家大
事的思考。长期养成的工作
习惯，使他自然而然地坚持每
天阅文件、看报纸、看电视、听
广播，时刻把党、国家和军队
的大事记在心上。

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
总理就向周士第将军提出，要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部队
——叶挺独立团的历史写出
来。周士第将军对此一直牢记
在心，并付诸行动。上世纪六十

年代初，周士第将军做肺部手术
（手术中出了点事故），身体状况
一直不好，但他仍然怀着一种革
命豪情，带病坚持写作，孜孜不
倦于对革命战斗经历的回顾，每
天笔耕不辍。他先后撰写的论
文、文章、回忆录、诗词，洋洋数
十万言，其中有《北伐先锋》《起
义中的二十五师》《东征回忆》
《回忆贺龙同志》等54篇文章，
其中诗词22首，文稿32篇。这
些诗文都是极其宝贵的军事、政
治思想资源。他的写作态度十
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为了勘
清一些史实，曾把相关文稿送张
云逸将军征询意见，至今仍保存
张云逸将军的亲笔信，云：

士第同志：
你写莫、李两烈士的传略

已经送来多日，因我正在开会，
延至昨天才看。在文章中连
（联）系毛主席思想来写很好。

我对莫、李两烈士的情况
不熟悉，不能提修改意见，请
你考虑决定。

敬礼
张云逸 八月廿六日

由此可见，周士第将军对
著述持审慎的学术态度。从
信中亦可看出张云逸将军对
周士第将军文章的赞赏及其
实事求是的精神，呈现将军的
一片至诚之心。

1979年4月，周士第将军
的部分著述，内容包括关于铁
甲车队、叶挺独立团、南昌起
义的回忆等9篇共15.3万字，
汇编成《周士第回忆录》一书，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时，这
位从共产党建军的第一天就
担任指挥员的老将军已在弥
留之际。当他看到凝聚着自
己心血结晶的回忆录问世，脸
上掠过一丝欣慰的笑容。有
史家指出，这本不可多得的有
益读物，给后人传下来一份生
动说明中共最早建军的宝贵
史料。将军写于各历史时期
的文字，为军史、党史研究提
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
化建设作出贡献。

将军的故乡情怀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春煜 莫壮才

文韬武略写春秋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春煜 莫壮才

周士第将军1963年
2月撰写的怀乡诗。

周士第《悼李硕勋同
志》手迹。

编者按

2020年是周士
第将军 120 周年诞
辰。“从戎四十年，征
战何止千”，这两句
诗是周士第将军战
斗一生的鲜明写
照。作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著名高级将
领，周士第参加了历
次中国革命战争，为
民族独立与解放，为
人民军队的革命化、
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建立了卓著功勋。
本文从两个不同侧
面叙述周士第将军
的故乡情怀与文韬
武略，为军史、党史
研究提供了宝贵的
第一手资料，并赋诗
抒发了将军的故乡
情怀，凸显了将军的
高贵品格。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周士第将军。

1959年国庆10周年庆典，周士第（右3）在天安门城楼观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