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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

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

薪火相传、血脉永续。——习近平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

七十周年。此时此刻，我们无比怀

念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英勇献

身的革命前辈。为了完成这份心愿，

我们驱车万里，登上了追忆缅怀之

旅。敬爱的先烈们，我们看望您们

来了！

  第一站，我们去到了重庆开州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刘伯承元帅，1892 年 12 月 4

日出生于开州。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真正达到

了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恋权，一心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尚境界。抗战

时期，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领导的一二九师在涉县赤岸村威震八方。毛主席评价

刘帅是一条龙下凡；朱德称他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奇才。刘伯承元帅对家属子女、亲朋

故旧、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他的革命家风深为大家所钦佩。

1986 年 10 月 7 日，刘伯承元帅在北京逝世。根据刘帅的遗愿，将他的部分骨灰安葬

在涉县将军岭。刘伯承元帅是我军杰出的领导人，一生戎马，战功卓著，享有军神美

誉。安息吧，敬爱的刘伯承元帅！

  接着，我们去到了位于河南博爱城东的军事重镇寨卜昌。这里或许大家很陌生，

但黄继光、邱少云等上甘岭战役英雄的名字却如雷贯耳，寨卜昌就是这支英雄部队的

诞生地。1947 年 8 月 15 日，在寨卜昌建立了晋冀豫野战军第九纵队。九纵从这里出

发后，转战大半个中国，所向披靡，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较大贡献。寨卜昌也作为

一个军事重镇载入史册。1950 年 12 月部队编入 15 军序列，秦基伟任司令员，我的

爸爸何正文是第一任参谋长。这支从太行山走来的部队，身上流淌着红军的铁血。这

支部队组建以来，在保家卫国、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推进空降兵建设发展实践中，

共有 17000 烈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解放战争 8700 余名，抗美援朝战争

8265 名，抒写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永垂史册的上甘岭战役历经 43 昼夜，我

军以 1.1 万人的代价歼敌 2.5 万人，彻底粉碎敌人的战略图谋。作家魏巍的文章《谁

七十华诞  万里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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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可爱的人》记录下这珍贵的历史画面。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一级战斗英雄邱少

云、孙占元、崔建国、柴云振……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彪炳史册，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精

神高地。

  为纪念平津战役胜利 70 周年，4 月 10 日，当年平津战役参战部队——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后代 600 余人，在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隆重举行

平津战役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

1948 年 11 月 29 日开始，1949 年 1 月 31 日结束，共 61 天。罗荣桓、聂荣臻指挥第

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部队共 100 万大军，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以伤亡 3.9 万人的

代价消灭及改编中华民国国军 3 个兵团，13 个军 50 个师，共计 52.1 万人，解放了

北平、天津在内的华北大片地区。70年岁月如梭，开国将士的后代没有忘记出生入死、

前仆后继建立新中国的先辈和英烈。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后代，他们之中有开国将军

之后，有著名战斗英雄的传人，也有普通士兵的后代。兄弟姐妹相约而来，父子母女

相携而来，夫妻相伴而来。有 81 岁老人，也有第三代少年。他们从祖国四面八方跨

越千山万水，甚至远渡重洋从异国他乡回到父辈们曾经浴血奋战的英雄战场，回顾枪

林弹雨战火纷飞的残酷岁月，重温先辈们光辉历程，追思先烈英雄事迹，真正体会到

父辈们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杯热土一杯魂的壮烈情怀。我父母都是第四野战军的，看

到迎风飘扬的四野后代旗帜，我泪流满面。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来看望您们了！我

们为有您们这样的父母而自豪！一个有希望的

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希望的国家不能没

有先锋。后代们纷纷表示：牢记先辈初心，世

世代代发扬革命传统，为民族兴旺，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江山伟业，永远做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的红色传人。和我合影的是来参加活动的

孩子，他们是天津二十中学的学生，这所学校

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子弟学校。

  今年是爸爸诞辰 110 周年。我们专程去到

了江西瑞金于都，因为这里是红军长征的源头，

爸爸跟随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当年就是从于

都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抗战时

期，爸爸曾在一二九师生活战斗。他的六次因

战负伤，有两次是在一二九师，把青春热血留

在了太行山。为了这永远的记忆，我们这次特

意去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姚馆长、申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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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接待我们，并接受了我们向纪念馆捐赠爸爸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以告慰

英灵，完成我们的心愿。50 年前，我穿上绿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部

队的苦，战友的情，令我终身难忘，所以捐赠爸爸遗物也是军人的职责。

  长途跋涉、万里追随疲惫而艰辛，然而意义非凡。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作为红

色基因的传承者，作为曾经的军中一员，我们这一趟走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给自

己上了生动的革命历史课。我们把对革命前辈的爱，对祖国人民的爱，对人民军队的

爱都铺洒镌刻在这次转战南北、行程万里的每一寸土地上！

  谨以此文作为生日礼物敬献给我们亲爱的祖国！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万岁！

（陈宁英，女，1951 年生人，2006 年于文法学院退休）

我是一个兵
  中国核武器的摇篮——马兰基地，曾是国家绝密，字典里查不着，地图上也找不

见，是国家的脊梁，人民的骄傲——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从 1964 年 10 月 16 日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至 1996 年宣布停止试验，在马兰基地罗布泊试验场，进行了数十

次原子弹、氢弹、导弹等各种不同当量和各种形式的核武试验。我作为一名参试老兵，

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大多时间是在马兰基地度过，参加了二十多次各种性质类型和

各种形式的核武试验任务，多次立功受奖，隐姓埋名半个世纪。经历见证了马兰基地

许多风云往事。马兰、东大山、罗布泊、孔雀河、古楼兰……都留下了我的血汗和足

迹，对马兰有特殊的情感和眷恋。不管在何时何地，只要听到见到和马兰有关的人和

事，就有格外亲切感，无法忘怀，就会想起那激情燃烧的战斗岁月。

  我清楚记得 1964 年春节过后，连党支部组成十二人临时班，由我负责带队去一

营一连配合执行任务。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做了些简单准备后就去一连报道了。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被一阵紧急集合哨声叫醒后，打好行李背上背包，上了汽车拉到

丰台火车站，又上了闷罐列车，随军起程，在呼和浩特停留时，看见列车两边都有警

卫执勤防哨，后来才知道我们乘坐的列车沿途是按国家副总理级别标准警卫保障的，

昼夜不停，吃睡都在车上，几经转展，七天才到了大河沿火车站，茫茫戈壁，尘砂飞

扬，没敢停留就上了汽车，翻山越岭，凹凸不平的砂石道，颠的人东倒西歪，加上气

候干燥，有的流鼻血，有的吐苦水。汽车也被颠得抛锚开锅，走走停停，好在经过大

半天奔波，在天黑前终于到达了临时宿营地——乌什特拉，大家都实在太累，一头倒

下就睡觉了。

  从北京初到干燥、严酷、高海拔戈壁滩，很不适应，现在这里作修整，进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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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教育，马兰基地，敌特妄图窃取机密，破坏活动

猖獗，国民党马步芳残余时有出没活动，要求百倍警

惕，工作单位绝对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

记在心里，溶化在血液中，死后带进棺材，不准写信，

不允许单个外出，实行封闭式管理，这时才知道是来

参加原子弹试验任务。

  原来的疲惫一下子没有了，个个振奋，摩拳擦掌，

掀起了互帮互学训练高潮。每次都要经过短暂的修整

动员、学习教育和器材保养维修后才能进到罗布泊试

验场区，按实战要求实地练兵训练，千里试验场区，

一望无际，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干燥缺水是大

困难，生活用水是从千里之外运来的，场区参试施工

人员多，车少。常有供不上水的时候，一盆水先刷牙，再洗脸，后洗脚，最后把水集

中起来沉淀备做他用（最困难的时候，用沉淀后的水做蒸锅用）。第二个难题是缺氧，

高寒、高热、昼夜温差大。冬天如刀割，夏天似火烧。严冬零下 30 多度，不穿棉衣

太冷，穿上棉衣套上防毒服又太笨重，操作仪器不灵活，易出差错，器材也得想办法

保暖防冻。夏天达五十多度，身穿防毒服，头戴防毒面具，一小时拉练回来都成了落

汤鸡，体重速减一斤多，为了练耐力，戴着防毒面具睡觉，最可怕是遇上沙尘暴，黄

沙弥漫不见天，飞沙走石似射弹，帐篷被撕破吹跑，汽车玻璃被击碎，人员就地趴下

不敢动，风过后道路被埋，时有迷失方向走错路发生。我们就是在称作“死亡之海”

的罗布泊试验场区，头顶烈日战风砂，脚踩冰雪抗严寒，饥餐砂粒饭，渴饮苦水浆，

咬紧牙关与天斗，与地斗，与各种困难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坚决完成试验任务。

  经过紧张的训练，施工场区按照要求，把模拟地铁、桥梁、军营、民房建好，把

飞机、大炮、坦克、军用装备、医疗器械用品粮油生活用品，大象猴子小白鼠等动物，

按照不同方式摆在不同距离位置，这时全防区戒严，进入待命。因为确定零时，需要

看气象条件，罗布泊地处西风带，核爆后，必须保证烟云入东海，而且不能有降雨雪，

不然会造成下风地区核尘污染。

  这时我们参试人员要把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任务”决心书上交党支部，

还要把一份交待书（遗书）放进自己的背包里，因为每次进爆区参试都会遇到“死亡”

临界，随时准备牺牲与亲人告别。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进爆区就是上战场，每当听到倒计时 10.9.8.7.6……1起

爆一刹那，心都要跳出来。一道白光闪过，一颗巨大火球熊熊燃烧，闷雷炸响，蘑菇

烟云升空。闪电就是命令，烟云就是目标，我们防化侦察兵，首当其冲，在第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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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与担当
  题记：读过《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之后，激起向往梁家河村参观学习的强烈

愿望。2019 年 3 月 25 日—30 日前往西安、延安、延川和梁家河村，目睹习近平七年

知青岁月的足迹，思绪万千，写此观感。

1969 年 1 月 3 日，

这是特殊的时间，

“文革”之灾，

“八一学校”被解散，

习近平学业中断，

自愿做一名插队的知识青年，

踏上开往陕北的知青专列，

在梁家河村经受七年知青的历练。

何谓历练，

意义重大而深远，

用最快速度，冲进火海危险爆区，测试、取样、回收数据，向指挥中心报告。

  每当每次听到宣布我们自力更生研制的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一次次取得成功时，

举国欢腾，群情振奋，我们胜利了，毛主席万岁欢呼声响遍祖国大地，我们感到格外

光荣。

  半个世纪过去了，罗布泊上空的烟云已散尽，戈壁恢复了昔日的宁静，我从一个

热血青年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兵，能在这一辈子有幸赶上参加国家核伟业，尽一份使命

一份义务和责任感到自豪。把热血青春年华奉献给祖国人民值得，无怨无悔。

  更使我欣慰高兴的是我的第二故乡马兰，依然年轻，充满活力，由核试验基地，

成为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昔日的大漠戈壁滩，建设成了戈壁绿洲、绿树成荫的红

色旅游小城，红旗从这里升起，天下第一桩，马兰谣等歌声，使我在记忆中陶醉。

  马兰人为祖国的核事业，献青春，献终身，献子孙，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勇于

创新，敢于担当，大力协同干大业，做隐姓埋名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永远在中华大地

上闪耀，激励后人为实现伟大复兴梦拼搏前进。

（任福来，男，1941 年生人，2002 年于机关退休） 



正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

艰苦生活，

受到历练：

懂得了什么是“实际”、“实事求是”，

“群众”的内涵，

树立了“为人民办实事”的理想和信念。

他的知青岁月，

有几个最鲜明的特点：

他年龄最小，

还是一位十五岁的少年，

在梁家河村呆的时间最长，

经受到各种考验，

因为受家庭的影响，1 

当兵、招工的机会与他无关，

全村知青只剩下他一个，

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

“陕北很苦，

延安更苦，

延川极苦，

梁家河最苦。”

梁家河村穷山僻壤，

吃饭都很困难，

一个劳动日一角二分钱，

人们常吃糠菜团，

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

妇女、孩子外出讨饭。

习近平把这些看在眼里，

产生强烈亲民情感。

习近平住过的三处窑洞，

依然保存着当年的景观，

窑洞冬暖夏凉，

然而，虱子、跳蚤、臭虫寻欢作乱。

知青们深受它们的侵犯；

这里没有电，

只能把煤油灯点燃；

这里没有自来水，

吃水要到山沟里去担；

这里农活很重，

修田、打坝拼命苦干，

一场大雨，

坝垮田完。

这里为什么这样苦，

如何才能把落后的面貌改变。

白天劳动，

48

  1 习仲勋，1913 年 10 月生，陕西富平县人（习近平之父），与刘志丹等创陕甘边区革命
根据地。建国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职。1962年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蒙受冤屈，
长期被审查、关押、监护，粉碎“四人帮”后获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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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挑灯把书念；

他下乡带来的两个箱子最重，

里面装有各种教材与文学精典；

他住的窑洞，

成了村上的小小图书馆。

青年人常到这里看书借书，

经常和他讨论和漫谈，

他讲过“红楼梦”的故事，

还讲过美国的“水门事件”。

为了理想；

为了信念；

八次申请入团，

十次填写入党志愿，

一九七二年加入共青团，

一九七四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接受全村的拥戴，

承担起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

为人民办实事，

敢于承担，

穷山恶水，

缺柴少炭，

沼气可以照明、烧火、做饭，

沼气液可以肥田，

他带领全村办成沼气池，

成为陕西省第一个沼气村的典范，

创办铁业社，

自力更生将农具生产；

办起代销店，

为了村民日常用品方便；

办起缝纫社，

村民缝缝补补省工省钱；

办起磨房，

解决粮食加工的困难；

实事求是，

敢想敢干。

知青的七年岁月，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站，

经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的历练。

梁家河村是一部大书，

他读懂人生，

读懂中国，

读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读懂中国共产党的起点；

他从梁家河村的党支部书记，

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转变；

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开拓向前。

为人民办实事，

这是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梁家河村的面貌大变，

成为小康社会的博物馆；

他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党的总书记，

他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国家主席。

这是历史的选择，

这是人民的心愿，

习近平梁家河村七年知青的历练，

意义重大而深远。

（姜华宣，男，1935 年生人，1997 年于文法学院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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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精神永存
东方红的乐曲响彻云霄，

十大建筑拔地而起，

英雄模范层出不穷，

起主力作用充满激情的，

是先进的热血青年。

“五四运动”使五四激情永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光大。

青年永远是革命的先锋，

在毛泽东的指引下，

革命战争中出英雄，

祖国建设中出劳模，

各行各业中出标兵，

个个有干劲，人人有奔头，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全国人民一条心。

青年是革命的生力军，

青年是建设的突击队。

“五四运动”革命精神永存，

在改革开放的日子里，

青年为了自己的理想，

为了民族的兴旺发达，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

奋发图强自力更生，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

青年人在完善自己，

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在奋斗，

为了国家的前途在拼搏，

青年在推动社会前进。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东方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铲除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到建立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

在这改天换地的日子里，

多少革命志士挺身而出勇往直前，

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

贡献出了他们的一切，

这就是中国青年。

“五四运动”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

马列主义传入中国，

觉醒的中国青年，

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旗。

声讨了卖国贼，

打败了美帝支持的蒋介石，

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

揭开了中华民族的新时代。

人民真正的当家做主，

东方的雄狮觉醒了，

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青年站起来了。

“五四运动”使站起来的中国青年，

投入了国家的革命和建设，

经过由旧变新的民主阶段，

经过抗美援朝的军事较量，

经过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

经过清理思想的高度统一，

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原子弹氢弹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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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在今天得到发扬光大，

在以习总书记的领导下，

明确提出研究“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

使广大青年更好地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

五四是我国近现代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为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为国家革命和建设而努力，

当代青年要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让五四精神发扬光大。

（郭英，男，1957 年生人，1997 年于经济管理学院退休）

风和日丽旭日临窗，

校园洒满绚丽的阳光。

运动场上红旗飘扬，

趣味运动趣味多多。

锻炼身体，

娱乐身心，

欢乐中得到收获。

（张国忠，男，1959 年生人，1998 年于机关退休）

趣味运动会有感
一张张笑脸春花绽放，

一群群选手信心满满，

一阵阵掌声热烈，

一片片笑声朗朗。

沙包掷入圈，回到青少年，

篮球投入筐，穿越旧时光，

飞镖直击靶底，

夹豆手却难稳，

胜败乃兵家常事，

重在积极参与，

享受生活的无限乐趣。

生活有滋有味，

分享幸福小康，

翘首圆梦，

中华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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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河 奇 观
  我们的母亲河是黄河，奇景不少。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背上行囊，去陕西旅游，

有幸看到了黄河的两个大湾——乾坤湾和清水湾，前者河流的弯度达到 320 度，后者

弯度达到 305 度。这么大的弯度就形成了一个差点儿就连成的圆圈，河水拐了一个大

大的圆湾，看起来既奇特，又壮观。

  更有意思的是：两个大湾仅相距几十公里，还处于同一景区——延川乾坤湾景区

内，可坐景区内的游览中巴车方便地往返观光。一次可观双湾，给人以精神上的极大

快乐。

  我们进入该 4A 景区首先看到的是乾坤湾，它在双湾中是黄河先流经的大湾。其

得名于天地、日月、阴阳、刚柔以及乾坤之象，黄河之水在此突然被山峰挡住，百般

冲击，万般无奈，只好乖乖地绕山下转一个 320 度的大圈，才得以前行。经过多少万

年的沧桑岁月，山变矮了，石山变成了土山，但它还是顽强地挡在中间，让黄河继续

转大圈，这才给我们这些炎黄子孙留下了如此奇特的美景，也因此获得了“天下黄河

第一湾”的美誉。

  湾心处的高坡上有耕种的土地，还有村庄人家，他们就是这样与“母亲”相陪伴

着渡过了年年月月，世世代代，它不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缩影吗？

  我急忙放下背包，取出相机，构好图，设置好光圈快门，拍下了这美妙的景色。

  我去的季节万物刚刚复苏，各种色彩尚未“尽染大地”，仅只显现着黄土高坡醇

厚的本象。如果夏秋时节到来，那瓜果梨桃、苹果、红枣的清香扑鼻而来，伴随着庄

稼的浓装艳抹，再观赏这天造地设的黄河奇景，那真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啊！

  看完第一湾，我又坐上中巴游览车，前往第二湾—清水湾。景区的路都是柏油路，

车走起来很稳，司机说：平时游客比较少，可到了节假日，人就多多了，有背包客，

有自驾游的，有拉家带口的，更有慕名而来的远方客。很快，车到了清水湾，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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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也很完善，路面铺设的很好，走五、六分钟就到了山上的观景台，直接看到了清

水湾的全貌。想下到黄河水边有缆车和人行栈道，有汽艇可载人过河，有商铺买卖土

产和食品，供人小酣，还有一片人工绿水供人赏玩。清水湾并不清，也许某个时段能

变清吧？但它比乾坤湾面积大，弯度稍小但很圆，约 305 度，的确很壮观。

  于是我又是一通拍照，把美景尽收囊中，回去与家人校友共赏。

  该景区距离延安不远，交通很方便，对我们这些老人也并不困难。从北京出发，

有北京—延安的直达火车，也有从北京—西安，再倒车坐西安—延安的火车。下车后

有公交车到延安长途汽车站，最好打车去，不贵，又快。买延安—延川的中巴汽车票

（每 30 分钟发一趟），约两个小时就到了延川，住店休息，吃住都很方便，注意打

听好第二天去景区的时间、上车地点。延川—乾坤湾景区的车程约40分钟，一天三趟，

注意打听好回程时间。景区对 65 岁老

人优惠，只需带上身份证，免费。但

乘景区内游览车要收费。一般游一天

就差不多了，如果想去景区的四个景

点深度游，两天也差不多。

  老同志们，趁着风和日丽，趁着

身体尚好，背起行囊去旅游吧！祖国

到处是美景，大好河山任你游。在游

览中精神愉悦起来，在游览中身体强

健起来，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

（陈自卫，男，1946 年生人，2007 年于机电学院退休）

心跳的经历
  四月中旬的北京，鲜花盛开，春意盎然。

  四月十六日星期二，我们约了八位朋友，去北京植物园拍照，我和老伴带上刚买

的莱卡相机，闪光灯及其他照相器材，六点半从家里出发，乘地铁一号线，到公主坟

转乘 10 号线到植物园。早七点到公主坟下车转车时，我去了趟厕所，转乘时发现我

相机包没有带在身上，这才发现，我的相机包包，下车时落在了地铁列车的座位下面，

忘记拿下车了！



54

  我的头嗡的一下就大了，心跳加速，一身冷汗！那包包里有近三万元的照相器材

不说，还有以前拍摄的许多珍贵资料，更重要的是下面还有拍摄任务，约好的朋友已

经在植物园等我呢！这下完了！全完了！心想，这期间已经有四趟列车开过公主坟站

了，到哪找去呀！一定是被别人捡走了！我慌慌张张下意识地跑到公主坟值班站长那

里：“同志，我的相机落在车列上了”。因为紧张着急，讲话有点结巴，把列车说成

车列了。

  公主坟地铁站早七点的值班站长叫姚震，小伙子，很帅！他态度极好，详细询问

了我的丢包经历。看得出来，他也在为我着急，一分钟也没耽误，立即用报话机，对

其他车站工作人员喊话：“一乘客在公主坟车站下车，相机包落在车上了，有见到的，

请告知”。他在一遍一遍地喊，我在急切地盼望着奇迹的发生。

  大家猜猜，奇迹会发生吗？

这可是大海捞针呀！

  “姚震，姚震！我是万寿路

值班站长宋雪，我们捡到一相机

包，请乘客过来认领”。万寿路

站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姚

震告诉我消息后，我都不相信我

的耳朵，老伴也在一旁说，不是

做梦吧！

  我们立即从公主坟到下一

站万寿路，一下车，工作人员就把我们领到站长办公室，包！我的相机包！就放在那

里！站长宋雪把包递到我的手上，我的热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宋雪，高高的个子，很漂亮的一个姑娘，制服一穿，很精神！为了记住这一时刻，

我们三个人拍了一张合影，作为永久的留念！

  这心跳的经历究竟是怎么回事？站长告诉了我们的实情！早七点我们从公主坟下

车，包落在座位下面，一位坐在我对面的好心乘客，车开动后，发现我下车包包落下

了，他（她）捡到包，在下一站万寿路下车，把我的相机包交给了万寿路的站务员赵

焱，赵焱一刻也没耽搁，把包交给值班站长宋雪。

  我的相机包从发现丢失到回到我的手上，总共不到二十分钟，是一环接一环的好

人接力，才有了这样奇迹般的结果。好人，刻在我心上的好人！请接受我真诚的感激！

  遗憾的是，捡到我包包的乘客，没有留下姓名，更没有留下电话，放下相机包，

就急急赶路去了！我是多么想结识这位乘客呀！祝好人一生平安！

（王继胜，男，1945 年生人，2005 年于机关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