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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100

标记时代转折的一份珍贵手稿
3页纸，用铅笔写在16开

的白纸上，近500字。年深日久，

纸面已微微泛黄……中央档案

馆保存的这份看似平常的手

稿，由邓小平同志亲笔拟就。

1978 年 11 月 10 日，中

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彼时的

中国，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

思想解放大潮方兴未艾，中国

往何处去的追问，在无数人心

中涌动。邓小平关注着会议进

程，思考着他将要在闭幕会上

发表讲话的内容。

他在手写提纲中列了7个

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

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

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

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

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最

前边，还加写了“对会议评价”

一句话，这指的是对中央工作

会议的评价。

12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

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坚定有力

的话语振聋发聩：

——“一个党，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

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

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

了，就要亡党亡国。”

——“如果现在再不实

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

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认为要允许一部

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

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

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

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这样，

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

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

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这篇题为《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看》的讲话，提出和回答了在

历史转折关头党面临的一系

列根本性问题，明确了党今后

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成为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

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

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

放的历史性决策。从那时以

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

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

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三页讲话提纲，标注着一

个伟大转折的开始。（据新华社）

在 许 多 亲 历 者 心 中，

1977 年的冬天，是一个火热

的冬天——

关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大

门，重新打开。570万出身不同、

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人，涌进

考场……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

变命运的时代就此到来。自此

之后的40余年里，“高考”承载

着万千中国人的期盼与梦想。

今天，收藏在国家博物

馆里的数张 1977 年高考准考

证，无声地诉说着一代人于历

史转折点上的迸发。

1977 年 8 月初，邓小平

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

谈会，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

复高考，得到邓小平明确支

持。从 8 月中旬开到 9 月下旬

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

激烈的争论后最终达成共识，

改变“推荐上大学”的招生方

法，恢复高考。

当年 10 月，国务院批转

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

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凡是工

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

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

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

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

市初选，学校录取。恢复统一考

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

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77级山东考生刘相用“空前绝

后”来形容当时的场景：“不少

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

夫妻携手同进一个考场。我所

在的那个县当时有 90多万人

口，参加考试的人非常多，但

最终过了成绩、体检等关口进

入校门的还不到50人。”

那是积聚了太久的渴

望，那是压抑了太久的梦

想……

正在地质队担任物探操

作员的黄大年白天上班，晚上

在昏昏油灯下刻苦攻读。最

终，他成为 27 万多“幸运儿”

中的一员，通过高考叩开了大

学的校门，成为战略科学家。

那个火热的冬天，不只是

个人命运的拐点。据统计，恢

复高考三年内，有 90 多万人

才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这

批人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成

为重要推动力量。

那个火热的冬天，开启了

姹紫嫣红的春天。恢复高考，

不仅恢复了知识的尊严，也

撬动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

的“实践杠杆”。人的力量、人

的智慧、人的价值得到彰显，

千千万万的个人奋斗，书写出

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据新华社）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准考证映照梦想

6月的狮泉河烈士陵园，不

时有人来到孔繁森烈士墓前，为

他扫墓。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

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

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

斯山。”墓两侧石碑上，镌刻着人

们的崇敬。

孔繁森，1944年 7月生，山

东聊城人，生前两次进藏工作。

1992年底被任命为阿里地委书

记，工作期间跑遍了全地区106

个乡中的98个，行程8万多公里，

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

长期在阿里地区工作的唐

文明，对当年的一个场景仍然记

忆犹新：寒冬时节，下乡途中，孔

繁森看见路边有一个帐篷，走进

后发现，一个单身母亲在里面抚

养着4个孩子。孔繁森掏出身上

仅有的 80多元钱，留给了这个

母亲，临走前还把大衣脱下给一

个孩子穿上。

“孔书记当时就对我们讲，如

果老百姓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

们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

对不起老百姓。”唐文明说。

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阿里

地区，气候恶劣，高寒缺氧，是西

藏最艰苦的地区之一。长期贫穷

的局面，致使当地卫生条件比较

落后，医疗人员短缺。粗通医术的

孔繁森，每次下乡都要提前买好

药，装在随身携带的小药箱里，随

时为群众看病送药。

一次下乡，孔繁森碰到了一

位因肺病发作危在旦夕的老人，他

立即把听诊器的胶管伸进老人喉

咙，将浓痰一口口吸出来，随后运

用早年在部队当兵学过的医术，给

老人打针服药，直至病情好转。

没有人知道，他帮助了多少

人。熟悉他的同事记得，对于农牧

区老百姓，孔繁森十分慷慨，在藏

工作期间，他几乎没有给家人寄

过钱，工资绝大部分用在了补贴

困难藏族群众身上。

为了真正改变当地贫穷落后

面貌，孔繁森认真学习中央精神，

把国外高原地区开发和其他省市

现代化建设经验与自己的调查研

究相结合，为阿里地区的发展描

绘蓝图，其中一项就是要努力搞

活当地边贸市场。

1994年 11月 29日，孔繁森

前往新疆塔城考察边贸事宜，途

中因车祸不幸以身殉职，时年50

岁。他身上的遗物只有两件，其中

一件是他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

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最喜爱

的那句话：“一个人爱的最高境

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

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孔繁森离开20多年了，当地

干部群众仍然忘不了他。孔繁森

小学副校长强巴次仁说：“他的

故事被写成了歌曲，很多不懂汉

语的藏族老百姓都会唱。”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

照雪山。”这首孔繁森生前留下的

诗句，是长期默默无闻、坚守高原

的党员干部群像的真实写照。   

        （据新华社）

20 多年过去，索南旦

正从未停止对父亲杰桑·索

南达杰的思念。

父亲牺牲时，索南旦

正只有 10 岁。“在我心中，

父亲总是风尘仆仆，总有巡

不完的山、忙不完的考察。”

索南旦正说，“长大后，从与

别人的聊天里，从父亲的同

事口中，我了解到一个真实

的父亲，他是那样值得我们

敬重。”

索南旦正现任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扎

河乡党委书记。他表示，父

亲的精神就像灯塔一样照

他前行。

索南达杰是地地道道

的牧民之子，老家在治多

县索加乡莫曲村。1974年，

他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和

赴京从事翻译工作的机

会，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治

多草原。

索南达杰关心家乡

教育事业发展，在担任治

多县文教局副局长期间，

很多牧区学子遇到经济困

难，他都会尽最大努力给

予帮助。

现任玉树州民族语文

工作中心主任的宗金才就

是受益者之一，他当年读小

学时，由于缴不起学费面临

辍学境况。“索南达杰多次

用自己的工资帮我们垫付

学费，圆了我们牧民孩子读

书的梦想。”

1987 年，索南达杰任

治多县索加乡党委书记。他

立下志愿：“如果不把索加

建设好，让索加的父老乡亲

们过上像样的日子，我愧为

索加的儿子，愧为一名共产

党员。”

他在各牧业点走访，

帮助牧民群众制定生产、发

展良策。全乡 4个牧委会、

16个牧民小组和 700 多户

牧民家中，都留下了他的足

迹。在他走访牧户期间，看

到一个老阿爸没鞋穿，就把

自己的靴子脱给了老阿爸。

20世纪 80年代，可可

西里藏羚羊盗猎现象严重，

藏羚羊数量从 20万只锐减

到不足 2万只。经有关部门

批准，索南达杰成立了武装

环保组织，率队员先后 12

次进入可可西里腹地，打击

盗猎分子。

平 均 海 拔 4600 米

以上的可可西里，被称为

“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

基因库”，位于青海省玉

树藏族自治州西北部，极

端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46

摄氏度，与三江源、羌塘、

阿尔金山 3 个自然保护

区接壤。

索南达杰及队员在可

可西里巡查时，发现大量被

盗猎分子剥了皮的藏羚羊

尸体。一幕幕血淋淋的场

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更

加坚定了他保护可可西里

的决心。

1994 年 1月 18 日夜，

时任治多县委副书记、治

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书记

的索南达杰和 4名队员在

可可西里抓获了 20名盗猎

分子，缴获了 7 辆汽车和

1800 多张藏羚羊皮，在押

送歹徒行至太阳湖附近时，

遭歹徒袭击。索南达杰在无

人区与持枪偷猎者对峙，流

尽了最后一滴血，被可可西

里零下 40摄氏度的风雪塑

成一座冰雕。

他的生命定格在 40

岁，定格在可可西里。

索南达杰牺牲后，骨

灰撒在了可可西里太阳湖

畔和昆仑山口，永伴他挚爱

的土地。

如今，可可西里成了

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在

青藏公路沿线，经常可见藏

羚羊、藏野驴、野牦牛嬉戏

的场景。可可西里藏羚羊数

量目前已超过7万只。

2017 年，可可西里成

为青藏高原首个世界自然

遗产地。目前，治多县被纳

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

园区。

2013 年 9月，“环保卫

士”杰桑·索南达杰纪念碑

在海拔 4767米的昆仑山口

落成。很多过往民众都会停

下来，在纪念碑前献上哈

达，表达敬意和怀念。

“我会沿着父辈的足

迹，保护好三江源、守护好

‘中华水塔’。”索南旦正说。

( 据新华社)

今年，《平凡的世界》马来文

版首次出版发行。这部茅盾文学

奖获奖作品出版30余年，加印超

过200次，销量超过 2000万册，

并被翻译成多个语种出版。它深

刻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为外国

读者开启一扇了解中国城乡社

会的窗户。

在延安大学文汇山，有一

座小小的墓园。《平凡的世界》

的作者路遥就安葬于此。在他

塑像身后的墙上，“像牛一样劳

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十几个大

字熠熠生辉。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

年出生于陕北清涧县一户贫苦

农家。父母供不起他上学，便把

年幼的他过继给延川县的伯父

为子。

那时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

贫穷与饥饿是人们的普遍生存

状态。读高小时，大伯家能给路

遥最好的粮食就是菜糠团子。上

初中时，乡亲们从救命的粮食

里分出一升半碗，让他带去学校

吃……

贫苦生活锤炼了路遥的精

神品格。他曾写道：“正是这贫瘠

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瘠的父老

乡亲们，已经交给了我负重的耐

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

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陕北这片土地以及土地

上的人民也成为他一生书写

的主题。

1973年路遥进入延安大学

中文系学习。他全身心投入文学

的海洋，与他的“文学教父”柳青

“相遇”。此后，一直如柳青一样在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燃烧着自

己的生命。

20世纪 80年代，现代主义

文学思潮滚滚而来。写作者们在

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

义的创作中奋勇探索。凭借小

说《人生》声名大振的路遥，却在

创作一部全景式反映1975年至

1985年间中国社会变迁的史诗

性小说。

“一般作者创作长篇，大体

想明白故事框架后，就可能鸣锣

开张了。但路遥却非常谨慎，他

扎实而认真地做了近三年的准

备工作。”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路遥传》作者梁向阳说。

路遥先给自己列了近百部

中外长篇小说的书目，并认真读

完其中的十之八九。为了准确把

握历史进程，他翻阅了1975年到

1985年间的《人民日报》《陕西日

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和《榆林

报》合订本，手指磨得生疼就用

手掌继续翻。

1985年秋，路遥来到铜川矿

务局陈家山煤矿，开始了第一部

分创作。

在 1986 年，《平凡的世界》

第一部完成时，路遥自信满满的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各种文学

创作思潮冲击下，被认为“过于

陈旧”。

“面对接连的退稿通知，路

遥依然清醒而坚定。”梁向阳说，

路遥认为，生活和题材决定了创

作手法，用其他手法写《平凡的

世界》是不负责任的，“这部作品

不是写给一些专家看的，而是写

给广大读者看的”。

好在，书中那群经历苦难

的人积极向上的精神打动了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编辑

叶咏梅。在她的努力下，《平凡

的世界》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

全国亿万听众的耳畔，引发巨

大的反响。据统计，当年的直接

听众达三亿之多，读者来信达

两千多封。

1991年 3月，《平凡的世界》

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在致

辞中说：“只要广大的读者不抛

弃你，艺术创造之火就不会在心

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

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

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6年高强度的创作，诞生这

部百万余字的文学巨作，拖垮了

路遥的身体。1992年11月17日，

路遥在西安因病逝世。1995年

11月 17日，他逝世三周年后，骨

灰被安葬在母校延安大学文汇

山上。

斗转星移，人们对《平凡的

世界》的喜爱、对路遥的敬意历

久弥新。根据《平凡的世界》创作

的广播剧、话剧、电视剧成为现

象级作品，讲述路遥一生的书

籍、话剧、纪录片、秦腔剧也广受

欢迎。

“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展

现出年轻人的拼搏奋进和勇于

担当，这是渴望登上时代舞台的

奋斗者共同的心声。因此它能跨

越时空，给予人们精神力量。”评

论家肖云儒说。    （据新华社）

杰桑·索南达杰
魂系可可西里

 路遥 用文学给予奋斗者精神力量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在西藏工作期间，孔繁森 （左 ) 在辅导藏族
儿童读书。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路遥 （右） 在陕北农村走访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孔繁森  耿耿忠心照雪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