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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论”起家，开发大庆油田 

                  ——记大庆油田总地质师闵豫的报告 

韩祥林 

1964年 1 月 30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干部大会，作大庆石

油会战的经验报告，我们听了兴奋无比。 

大庆油田的职工，真有志气，他们在上世纪“国民经济严重困难

时期”（时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地理条件又是十分不利的情况下，

以毛主席的“两论起家”（实践论、矛盾论），咬紧牙关，艰苦奋斗，

团结一心，战天斗地，自 1959 年起，仅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就开发出

一个大油田，大庆人都把“两论起家”，引以自豪。 

大庆油田的建成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工业史上的一个

奇迹。由于过去我国的石油工业不发达，石油供应严重不足，曾被外

国专家判定我国为贫油国家。曾记否，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汽

油供应不足，上海等一线城市，跑在马路上的公共汽车，每辆的车顶

上都装着一个很大的煤气包，用煤气替代汽油作为动力。大庆油田的

建成为我中华摘掉了“贫油国家”的帽子。原来装在公共汽车上的煤

气包，不是也就废弃不用，丢在一边了吗。 

大庆油田的丰富经验，全国各地纷纷前去学习取经。 

1964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8 日，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组织了一个

“政治工作学习团”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学习他们的政

治思想工作经验,“学习团”共 57 人，都是上海各高校的干部。当时

我在“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工作，有幸参加“学习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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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前去。 

在哈军工学习期间，“学习团”又以一周时间（5 月 22日至 28 日）

去大庆油田参观学习。 

大庆油田指挥部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县萨尔图（今名安达市），在哈

尔滨的西北。油田所以命名为“大庆”，这是因为：油田是在 1959 年

建国十周年起开发的。当时大庆油田的真实地址是保密的。 

到达大庆后，受到大庆人的热情接待，从大庆领导至各部门的负

责人都诚挚地向我们介绍开发油田的丰富经验。也让我们实地参观了

采油工地、炼油厂、仓库、养猪场以及他们的家属生产工场。大庆人

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蓬蓬勃勃，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他们建立了

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并自觉遵守，自觉钻研技术，行程了一套“三

老、四严、四个一样”大庆独特的好作风。 

在大庆，我们遇到了正在大庆参观的华东局副书记韩哲一，他听

了我们的汇报后，指示我们：“在大庆，一定要听取大庆总地质师闵豫

的报告”。 

5 月 27 日，闵豫同志向我们“学习团”作报告时，我们聚精会神

地倾听。他说：大庆取得了很大成绩，只用了四年时间就拿下了一个

大油田，其中一部分地区已经开发，对整个盆地亦进行了勘察。大庆

石油会战，是以毛主席的“两论”起家，地质研究也以“两论”起家。

过去对毛主席著作，一般认为在阶段斗争和社会科学领域里起着重大

作用。而对自然科学的作用则认识不足。现在我们逐渐体会到它在自

然科学领域里亦是伟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并未教我们在地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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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方面的知识，但它却给了我们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做工

作不走弯路。 

石油形成的理论，许多国外资料认为：石油的形成都是海相沉积。

古代海水沉积，形成了大量石油，如苏联、美国、罗马尼亚、东德的

油田都是海相地层。国外地质学家人为，中国的地质是陆相沉积，不

能形成大量的石油资源，因而得出中国是贫油国家的错误结论。这一

结论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使我们寻找石油缺乏信心。 

大庆人学习“两论”之后，认为应该在大量的现象中找出事物的

本质。我国的事实是，玉门油田和克拉玛依油田都是陆相油田。而且

克拉玛依的油田并不小，这就说明陆相地质，同样也有油田。海相和

陆相都是现象。问题实质在于这些地区，在以往的地球史上有没有大

量有机物繁殖？在地壳的发展史中，这些地区有没有保持有机物质的

条件？有没有形成石油的条件？如具备这些条件，陆相同样可以找到

大量石油，因此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验证国外的理论不能轻易认同

外国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结论。大庆油田完全是陆相盆地地区，是经

一亿多年的历史形成，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特大油田，中国绝对不是

一个贫油国家。 

我们找到大庆油田的时间较短，速度较快，法国在撒哈拉（阿尔

及利亚）找了几十年才找到。我们在地质部 1955 年地质勘查的基础上，

1956年石油部接着进行勘探，1958 年打深井，1959年就找到油田，速

度是相当快的。 

大庆开发油田的部署，也是从全局出发，正确选定主攻方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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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57、1958 年把大庆的地质概貌全部了解清楚后，就选定最好

的中央地区，即现在的油田地区进行开发。1958 年在长春打了两口井，

已发现了油沙，但我们并不立即布局在长春开发。而是反复研究，1958

年又转到中部钻探，1959 年 9 月 6 日，中央地区第一口井发现油沙，

我们才确定把主攻方向定在中部。 

但中央地区相当大，又从何处下手呢？经详查、做构造，详细测

量，然后选择了开发的突破口。 

由于大庆正确的工作部署，从 1959 年第一口井喷油，到 1960 年

拿下大油田，为时不到一年，而在国外得要三年到五年。 

大庆重视岩芯取样。岩芯是正确分析油层的第一手资料，一定要

一丝不苟。 

为了油田高产稳产，大庆采用注水采油的先进技术等，向油田注

水增压，但又不使油井变为水井。 

大庆的技术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敢想敢做与踏实的工作结

合起来，既要运用老专家和国外的理论和经验，又不要被束缚住思想，

要客观地发现矛盾和以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解决矛盾。 

大庆的技术人员体会到党指出的又红又专，不仅仅在政治上要革

命，要听党的话，而且在思想方法上也要红，真正把马列主义的观点

方法，作为工作武器，这是做好科学研究工作的唯一道路。 

闵豫的上述报告深深印入我的头脑中。 

有位大庆指挥部政治部的负责同志，向我们介绍干部工作经验。

我们团内有同志提问：“你们队不同学历的知识分子如何使用？”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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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同志答称“这里没有论资排辈的现象，主要是选拔谁能干就请他

干。这里大学毕业生很多，但现在任用的地质总工程师闵豫同志却是

成都地质矿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 

我们听取闵豫的报告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当年他讲以毛主席

的“两论”（实践论、矛盾论）起家。开发油田，也就是将唯物论辩证

法运用于生产斗争，因而胜利地开发了油田和正确地知道了地质研究。

唯物论辩证法，是我们共产党人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掌握了

它，不但可以在阶段斗争和社会变革中取得胜利，而且在生产建设和

科学研究中同样可以减少盲目性和少走弯路。闵豫的报告就是一个很

好的实例。 

像闵豫这样的报告，学而时习之，能够得到新的启发，不亦乐乎？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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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祖国文化 

宋世保 

2000 年 7 月，我在多伦多探亲期间，听说这里有华人国剧社，在

一些社区常听到熟悉的中国锣鼓和拉琴唱京剧的声音。休闲之余，我

便有心按照人们提供的线索寻找过几个社区，因为不掌握他们的活动

时间和规律，多次寻找无果。一次我到嘉兰社区中心阅读中文报纸，

忽听楼上传来拉琴唱戏的声音。初则认为是磁带录音，细听有人在练

唱“甘露寺”唱段，我便上楼寻找，原来在一间大房间里聚集了十多

名华人正认真练唱京剧，我大着胆子推门闯入，他们见生人到此，问

清来由，便热情接待。简单交谈之后，欢迎我也来参加他们的活动。

休息期间，我试拉了几段京剧曲牌和唱段，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坐

的负责人急忙站起来拉住我的手说：“我们这里就是缺琴师，你来呀！”。

从此我就加入了他们的剧社活动，每到星期天就到这里为他们操琴唱

戏。 

嘉兰国剧社，社长潘炳华是一位香港纺织企业家，在此租房交友，

来此唱戏的大多是上海人由香港迁居多伦多。他们开展票房活动最缺

琴师，每次活动都是几个票房协商安排调用一个琴师。现在有了琴师

他们学唱京剧的热情大为提高，每次活动准时赶来参加，有时还带来

几位加拿大友人。社长请我吃饭，把梅葆玖先生送他的一把京胡提供

给我使用，票友们纷纷向我提供录音磁带，一时嘉兰剧社空前兴旺。

消息很快传出，芝兰街华声剧社负责人陈立元，多伦多剧社马代鸿等

多次赶到嘉兰剧社摸底观察，试图让我安排时间也能加入他们的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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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华声国剧社，成员多为台湾移民来的退伍、退休人员，社长陈立

元是一名军医、琴师王介生是台湾政府财政厅退休职员。这里物质条

件优厚、文武场配件齐全。张君秋先生曾到此参加过活动。他们的活

动常与聚会、交友、请吃、娱乐相结合。这里有一位原东北沈阳籍的

票友雷桂敏，学唱张派，很有功力。她曾自费从美国一些票房请来文

武场，录像演出“状元媒”，似有专业水平。他们邀我来参加活动，也

是为增强实力，扩大影响。交给我房门钥匙，发给我电车票，让我随

时来玩。在这里有位票友叫李鹏鸣，自称是台湾空军飞行教练员，曾

是一名轰炸机飞行员，在一次聚会中，我曾冒昧地问他：“1950年轰炸

上海你有没有参加？”，他哈哈一笑“过去的事别提啦”。 

多伦多国剧社，票友多为广东移民来的人员，这里人籍复杂，流

动性大。社长马代鸿每周六、日必到嘉兰、华声让我为他操琴练唱。

我在空闲时也去他们那里的票房活动。在这个剧社我遇到几位韩国青

年，他们对中国乐器很感兴趣，要我教他们拉京胡、弹月琴，每教一

遍他们都伸出拇指，学说中国话“好、好、好！” 

2000 年 9 月多伦多剧社主办了一次中秋国剧清唱会，在多伦多爱

好京剧的华人票友近百人欢聚一堂。他们有的喝茶聊天，有的交流学

习心得，也有商谈剧社活动的合理安排。在台上演唱的票友都把自己

的拿手的唱段展现给大家共享。有的彩唱，有的学走台步亮相，有的

自备服装道具，十分热闹。在这次清唱会上，我为柯亭先生演唱的“连

营寨”主操京胡，也为他人京二胡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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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市有七个国剧社票房，除了上述票房，我还到过多伦多大

学中国戏曲研究会、再进会、活贤活动中心等处，只有圣保罗剧社因

路程太远没有机会光顾。 

2001年 3 月 28日，在我离加回国前，华声剧社李鹏鸣（台湾空军

教练）在世纪广场新锦江酒店设宴为我饯行。3 月 18 日嘉兰剧社潘炳

华组织了十多名票友在士巴丹拿龙笙栈为我饯行，并送我一纸感谢信。

最后，“再进会”活动中心鼓师董岳庭在蓬莱阁京剧学习班设宴邀请我

参加，饭后，多伦多国剧社秘书长柯亭先生为大家高唱一段“群英会”。 

 

2017年 7 月 

 

 

 

 

 

 

 

 

 

 

 

 

 

 

 

节日漫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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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阳节 

吴世常 

夏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又名重九、九月九、茱萸节、菊花节。

古代《易经》中定“六”为阴数，定“九”为阳数，九月九日，两九

相重，故而叫重阳。重阳节的起源，最早在汉代之初，当时在皇宫中，

每年九月九日，都要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以求长寿。汉高祖

刘邦的爱妃戚夫人被吕后惨害后，宫女贾某也被驱逐出宫，把这一习

俗传到民间。又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说，汉代汝南桓景跟费长

房学道术（缩地术），有一天，费对他说：“九月九日，你家中有灾难，

快点回去，叫家人缝制火红布袋，装入茱萸，系在臂上，然后登山饮

菊花酒，这样就可以消灾避祸了。”桓景按照费长房的话去做了，结

果家人果然平安无恙，只有家中饲养的牛、羊等牲畜都已死光。传说

故事虽然不同，但都确认重阳节起源于汉朝。 

重阳节日，有登高、赏菊、祭海神、插茱萸等习俗和诸多饮食娱

乐活动。 

一是登高。重阳佳节，秋高气爽，适宜登高望远，游目骋怀。南

宋吴自牧《梦梁录》云：重阳这天“孟嘉登龙山落帽，渊明向东篱赏

菊”。明人刘若愚《明宫史》：“（九月）九日重阳节，驾幸万寿山或

兔儿山、旋磨台登高，吃迎霸麻辣兔、菊花酒”。 

二是赏菊。菊花，多年生草本，原产中国，品种很多，秋季开花，

为著名观赏植物，其中白菊花可作为饮料，黄菊和白菊还可以入药治

病。晋代陶渊明爱赏菊花，唐朝黄巢还写过《菊花》诗。宋代赏菊成

9 
 



风，九日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

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黄龄菊’，

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 “洞户”（南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清代还有菊花大会，“九花者，菊花

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庋广厦中前轩后轾，望

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清人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菊花酒还是节日健身饮料，“九月九日，采菊花与茯

苓、松柏脂，久服之，令人不老”（《太清诸草木方》）。 

三是祭海神。相传福建莆田（在兴化府）有位妈祖，俗称“妈祖

婆”，是掌管海上航运的女神。她叫林默（960-987），父母信佛，梦

观音赐药而生之。八岁从师，十岁信佛，十三岁习法术，后盛装登山

石“升天”为神，被奉为天妃、天后、海神、天上圣母，奉祀妈祖的

庙称妈祖庙或天后宫。九月九日是海神林默升天之日，中国沿海和香

港、台湾地区，都有仪式繁杂、内容多样的祭祀海神妈祖的盛会，祭

祀时有烧香、上供、祈拜、许愿、掷问卜、漆油香（献钱）等等。 

四是插茱萸。古代民间认为九月气候多变，病灾常发，须在重阳

节插、种茱萸，以避邪防病。茱萸是一种中草药，明代李时珍在其《本

草纲目》中已有记载。其香味浓烈，有消积食、治寒热、逐风邪、驱

虫去湿等功效。九月九日，边喝菊花酒，边在头上插茱萸、房屋前后

种茱萸、水井旁边栽茱萸，就是为了除患害、避病疫，以保人的健康。

汉之刘歆说：“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西

京杂记》卷三）。宋代诗人陆游在《送范西叔赴召》中也道：“残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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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白，衰颜落叶枯。明年何足问，且复插茱萸。” 

此外，据《燕北杂记》、《东京梦华录》等书记载，重阳节日，还

有围猎、赛马、放风筝、吃重阳糕、吃柿子、吃螃蟹、供奉寿星和麻

姑等习俗活动。又重阳节为两九相逢，九与久同音，象征长寿，因此

定重阳节为中国人的老人节、敬老节，寓有发扬尊老爱幼这一优良民

族传统之深意。 

歌咏重阳节的诗歌很多，如唐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

一人”。又如宋之杜安世的《惜春令》：“今夕重阳秋意深。篱边散、

嫩菊开金。万里霜天林叶坠，萧索动离心。臂上茱萸新。似旧年，堪

赏光阴。百盏香醑且酬身。牛山会难寻”，等等。 

 

2017年 7 月 

 

 

 

 

 

 

 

 

 

 

 

青岛散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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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为永 

      青岛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城市。它位于山东半岛南部，东南濒临黄

海，隔海与朝鲜半岛相望，地处中、日、韩自贸区“前沿地带”，是实

施海上丝绸之路，履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重要的枢纽城市。 

    青岛因岛上绿树成荫，终年郁郁葱葱而得名。全岛面积为 7989 平

方千米，常住人口为 920 万。属温带季风气候，具有海洋性特点。是

滨海度假旅游城市。 

    该岛历经帝国主义多次入侵，遭到严重破坏。如今，沧海变桑田，

旧貌换新颜，到处高楼林立，商店鳞次栉比。亮丽夺目。缤纷灿烂，

人头攒动，车流如潮。街道纵横交错，马路盘旋、蜿蜒，两侧绿化地

带特宽，树木繁茂，浓荫密布，林荫婆娑，光影斑驳。绿树掩映，红

瓦点缀，碧海蓝天系青岛的身姿，秋色婀娜多姿，风光旖旎。 

    青岛轻工业比较发达，青岛啤酒等是世界著名品牌。我们便参观

青岛啤酒厂。酒香不怕巷子深，我们一到登州路，就闻到啤酒香。该

厂历史悠久，早在 1903 年由德国、英国商人合资经营，创办“日耳曼

啤酒公司青岛股份有限公司”。于 1906 年世界啤酒节博览会上获得金

奖。后来，日本侵占青岛，更名为“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青岛工厂”。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南京国民政府接管了“青岛工场”。改为“青岛

啤酒公司”。解放后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工艺技术先进，产品质量日臻

成熟。青岛啤酒远销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1981 年、1985 年和 1987

年联系三次在国际啤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和冠军奖。 

    啤酒在生产流程中每个工序均为自动化，几乎看不到工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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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工序设有影像设备，介绍青岛啤酒的工艺流程及生产的历史沿

革。在生产流程中可以看出，青岛之所以生产优质啤酒，主要是青岛

有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选用优质大麦、大米、良种啤酒花和崂山

泉水精心配制，求实创新，以泡沫洁白细腻，酒液清亮透明，口感香

醇爽口而享誉中外。 

    继而，我们参观八大关。八大关位于汇泉角景区北部。“八大关景

区”汇泉东部，是中国著名的风景疗养区，面积 70 余公顷。十条幽静

的大路纵横其间。主要因以我国八大关隘命名，故称八大关。这里是

最能体现“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特点的风景。 

    八大关是把公园和庭院融合在一起，美在古朴自然。青翠欲滴的

花木，每个季节都有盛开的鲜花。十条马路的行道树品种各异。如韶

关路尽种碧桃，春季开花；正阳关路遍种紫薇，夏季盛开；居庸关路

是五角枫，秋季枫叶染红；紫荆关路全种雪松，四季常青；宁武路则

是海棠，红花不多开白花。王安石诗:“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

须多”。八大关东北角又新种了一片梅林和柳树，放眼望去，碧柳如烟，

柳枝轻垂，风过微逸，行人来来去去，柳枝垂身边，伸手可及，很逗

人喜爱。西北角有两棵柿子树，初秋时节结满了鲜红的柿子，颇为显

现，显示庭院之美。八大关四季开花不断，被誉为花街。 

    八大关别墅的建筑造型独特，这里汇集了俄、英、法、德、美、

丹麦、希腊、西班牙、瑞士、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的各式建筑风格，它

采用青岛特有的花岗岩建造，色彩雅致，造型美观，建造了一幢幢的

别墅。花石楼是最有代表性，也是最著名的一幢别墅。它于 1933 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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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格拉莫夫修建。因是用花岗岩和鹅卵石建造，故称花石楼。

为欧洲古城堡式风格，别墅非常坚固，炮弹也打不进。该楼面积 753.7

平方米，院内面积 4.5 亩，共有五层。顶层为观海台。据说，蒋介石曾

在此楼住过。前面是大海，海水碧绿，茫茫一片，浩渺无涯。岸边是

金沙滩，风景优美。屋后全是竹林，增添了清凉和宁静。苏东坡喜欢

在屋后种竹，他说：“竹的气节清正，雅而脱俗，淡而天真”。这样，

八大关便成为旅游胜地，游人络绎不绝。 

    最后，我们驱车上崂山。崂山位于山东半岛南部的黄海之滨，三

面环海，西面丘陵起伏，山区面积 446 平方公里。山脉以崂顶为中心，

向四面延伸。崂山受海洋影响，温度适中，冬暖夏凉，是中国著名的

旅游名山，有海上第一名山之称。 

我们抵达景区，须换乘崂山旅游车，从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一层

一层盘旋而上，车到山坡上，山势陡峭，再转缆车攀登，一会儿，登

上崂顶称主峰，海拔 1132.7 米，有“旭照奇观”，绮丽壮美，不胜神往。

崂顶是由花岗岩构成，山势峻峭绝论，岩石玲珑剔透。在岩石间长成

一棵枝干挺拔的孤松，傲然屹立在巨石下，多年来不管狂风暴雨的冲

击，它依然不倒，真是奇迹。举目远眺，山间谷幽壑深，松海茫茫，

巨石突兀，气势磅礴，苍凉雄伟，极目无垠。漫步在高山森林中，空

气清新，精神倍增，深感欣慰。俯视崂山，漫山遍野都是松林，有卧

龙松、落叶松等。秋风吹来，山坡上涌起一层又一层的绿色波浪，在

阳光的照耀下，闪过来一波又一波的金光。山色多彩，美不胜收。 

          岛城山水景致美，红瓦碧海身姿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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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沙滩多留恋，踏遍青岛不愿回。 

 

2017 年 8 月 

 

 

 

 

 

 

 

 

 

 

 

 

 

 

 

 

 

 

 

 

 

 

 

 

 

往事回忆：感念朱崑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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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继英 

我是河南新蔡人，朱崑山老师是我高小五年级的地理老师。晚年

回忆往事，最先感念的就是这位有恩于我的老师。 

1937 年 9 月的第一节地理课上，朱老师便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

幅祖国疆域图，当时“外蒙古”尚未宣布独立，和东邻岛国日本相比，

前者像桑叶，后者像小蚕。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事变”的六

年间，日本对中国的“蚕食”一目了然。尤其令人痛恨的是日寇竟然

在发动“八一三事变”时公然宣称“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而当时

的事实是怎样的呢？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包括上海在内的江浙附近一

带，仍时有战事发生。这说明堂堂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欺的。课堂上，

老师还介绍了“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打死打伤一万多名日军，迫使

日寇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以及“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在保卫北平

的战斗中有两位师长身先士卒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感人事迹。在我 9 岁

的心田上播撒下爱憎分明的种子，奠定了我奋斗终身的基石。 

朱老师是一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爱国青年，因为家在乡下，才

在县城校内寄宿。我和几位同学借着交作业的机会曾前往过一次。小

小的卧室挂着一幅洁白的布帘，与对等的书房隔开，给我们留下了窗

明几净，井井有条的印象。而朱老师平日衣着整洁朴实以及典雅沉静

的举止，更令人肃然起敬。 

中学阶段，我因求学、治病等多种原因的影响。直到 1946 年春节

期间，在二婶（老师的岳母）家得以和老师团聚，他当时怀抱着襁褓

中的爱女，对我即将回开高续学寄予厚望。他还谈到二婶家我的堂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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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仲开高毕业后准备报考复旦，对我的鼓励，自不待言。 

1947 年 9 月，我不仅考取了复旦，还在 1948 年反美扶日运动中结

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吕明伦，参加他组织的地下读书会，入了党。1952

年与他结为终身伴侣。 

福兮祸所依，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受到母亲冤案的株连长达

33 年，不便与亲故往来，直到离休后才得知老师也曾受过极“在”路

线的迫害，好在改革开放以后得以落实党的政策，老师和我的堂姐双

双作为革命干部享受国家离休待遇。 

老师的人品在亲友回忆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上

世纪五十年代“反胡风”运动中，他有一位作家朋友李克俊（原新蔡  今

是学校语文教师）在北京被划入“胡风分子”，重压之下愤而自杀。而

李的妻子（北师大毕业生）当时正在“坐月子”。老师得知后，立即前

往看望，给老友遗孀力所能及的救助。俗话说：“雪中送碳君子少，锦

上添花小人多”，老师不正是这样的“君子”吗？ 

二是我的妹妹继宁在小学读书时出于好奇，跟随几位同学溜出校

门观看丧事人家的“出殡”活动，对于这种违犯校纪的行为，老师在

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使用教鞭惩罚了犯规生的屁股。继宁作为老师

的亲属也不例外。为此，她感到特别“委屈”，曾向二婶“告状。这件

小事，足以说明老师在执行纪律方面一丝不苟。 

所有这些都是老师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传承和发扬。 

此文写于 2017 年 7 月 时年八十九岁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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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兴华 

我是一九五零年从山东被抽调的南下干部，原计划是随军去解放

台湾的，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台湾不打了，于是我们也改为到华东人

民革命大学学习，地址在苏州，校长是舒同。 

刚到苏州，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大好。我班郭仁杰同学写了一首

打油诗，发表在校刊上：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了苏杭，

忘了爹娘，”依我看来，稀松平常：硬硬的石头路，三天磨坏鞋一双。

小河不少，河水发黄，每日凌晨，大街小巷，马桶成行，粪车走过，

臭气芬芳，让我回山东，不用打通思想！ 

许多时日以后，了解苏州，才明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确

名不虚传！ 

苏州人说话软软的、甜甜的，吵架也不会大声喊叫，听他们讲话

就像听轻音乐！所以有人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 

苏州出美女，是鲜为人知的。我校旁边是民宅，有一位姑娘十分

美丽，美的不能再美了，正所谓：“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远惭西

子，近愧王嫱！姑娘不但美，而且非常聪明，无论同时有几个人送衣

服给她洗，她都不会搞错！ 

苏州的园林，是全国绝无仅有的，著名的有狮子林、拙政园、虎

丘山。山旁有一块巨石，当中有一条缝，据说是吴王夫差的试剑石，

还有西园、留园也都各有特色！ 

苏州的奶油瓜子也是独一无二的，苏式月饼也是源于苏州！ 

苏州的文化生活也很丰富，全国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我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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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看他的演出。另外有些不著名的剧团的演出也很精彩，常州市京

剧团在苏州演出，场场客满，我都是事前去订票。 

苏州，我在您的怀抱里生活了三年，成长了三年，学到了很多知

识，懂得了许多哲学问题，社会问题以及做人的道理！ 

苏州！您为祖国培养了数万名革命干部，他们在祖国的建设中发

挥着无穷的光和热！ 

苏州，我离开了您六十多年了，然而，我永远也忘不了您！ 

苏州，我爱你！ 

 

2017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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