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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心向党 星耀童年

50多年过去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龙梅、玉荣不惧风雪保护羊群的故事，感
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那是 1964 年 2 月 9 日早晨，12 岁的龙
梅和 9 岁的玉荣替阿爸去为生产队放羊。
看到村庄附近的草滩被积雪覆盖，羊儿难
以觅食，姐妹俩便商量着把羊群赶到远一
点的地方。

没想到，到了中午，草原上突然乌云密
布，紧接着，暴风雪不期而至，凛冽的西北风
伴随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向姐妹俩袭来。龙
梅和玉荣赶紧把羊群往家的方向撵，可是，
受到惊吓的羊群，已经乱作一团。

雪越下越大，视线越来越模糊。羊群
跑到哪里，龙梅和玉荣就追到哪里，此时
的她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羊群保
护好，集体的羊一只也不能少。

“饿的时候，我们就从草地上捡一把
雪，吃一口解渴。我们就是这样坚持下来
的。”玉荣回忆道。

在与风雪搏斗的一天一夜里，龙梅和
玉荣已经走出了 70 多里路，姐妹俩整整在
暴风雪中奋战了近20个小时。

第二天清晨，龙梅突然发现妹妹的靴
子不见了，可是玉荣已经冻僵了，根本没
有感觉到自己的靴子已经不在脚上。龙梅
想把靴子脱下来给玉荣穿，但是她的脚和
靴子冻在了一起，怎么也脱不下来。

为了追回走远的羊群，龙梅把妹妹安
顿在小山坡避风的地方，将自己的白茬皮
袄脱下来盖在她身上，自己只身去追羊群。

上午 11 点左右，邻村牧民哈斯朝禄和
他 9 岁的儿子，在白云鄂博火车站附近发
现了龙梅和羊群。随后，玉荣也被工人们
找到。当工人们把玉荣从厚厚的积雪里挖
出来时，她已经奄奄一息，被紧急送往白
云鄂博矿区医院抢救。

经过一天一夜的全力救治，姐妹俩终
于脱离了生命危险。由于冻伤严重，龙梅
失去左脚拇指，玉荣右脚膝关节以下和左

脚踝关节以下截肢，落下终身残疾。
在这一天一夜的 20 多个小时里，姐妹

俩用生命保护了羊群。384 只羊，只失去
了3只。

1964年3月，《人民日报》 发表长篇通
讯 《暴风雪中一昼夜》，详细报道了龙梅和
玉荣两姐妹的英雄事迹。时任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亲自到医院探望姐
妹俩，并亲笔题词：“龙梅、玉荣小姊妹，
是牧区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
的革命接班人。”随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决定，授予龙梅、玉荣“草原英雄小姐
妹”光荣称号。

不久,龙梅、玉荣的感人事迹相继被改
编成话剧、电影、连环画等,并被编入小学
语文课本。“草原英雄小姐妹”成为新中国
成立以来“集体主义精神”的代名词。

（本版文章由本报记者刘博智、梁丹、
张东、焦以璇、董鲁皖龙综合整理）

龙梅、玉荣：不惧风雪的草原小姐妹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
上世纪 70 年代，电影 《闪闪的红星》 让无
数人记住了影片的主人公潘冬子，这个长着
黑圆脸、大眼睛的小英雄，成了一代代中国
青少年的偶像。而在戏外，许光正是潘冬子
的原型之一。

1932年，许光父亲随红四方面军由大别
山转战川陕，从此父子相别多年，不足 3 岁
的许光跟着祖母和姑姑，开始了逃亡的日
子。

一次，敌人扫荡根据地，下令放火烧
山，姑姑带着许光在山洞里躲藏了三天三
夜，头发都被烧焦了。后来，姑姑冒险下山
给他讨来几块硬窝头充饥，终于保住了许光
的性命。

电影中，“人小鬼大”的潘冬子积极参
加对敌斗争，敌人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
试图不让一颗粮食一粒盐进入根据地，冬子

想出“妙招”，将盐化成水躲过了敌人的搜
查。破除吊桥切断敌人退路，和小伙伴椿伢
子为游击队递送情报⋯⋯这些机警应敌的桥
段曾深深刻在几代人心中。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
现实里，许光也是小小年纪就参加了儿童
团，一边逃难一边斗争，在大别山深处亲历
过九死一生。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
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
红。”期待着父子重逢的许光，在解放时仅
有 5 万人幸存的新县大别山区顽强地活了下
来。和冬子一样，他的愿望是找到父亲。

1948年，映山红盛开的时节，在父亲老
战友的帮助下，许光和祖母终于在山东与父
亲团聚。当被问到将来想干什么时，许光坚
定地说：“我想当兵，和父亲一样报效祖
国！”

参军入伍后，许光先后在华东军政大学

山东分校、第十二步兵学校、第五航空学校
等地学习，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本科学历的
海军军官、北海舰队的首批舰艇长。

在山东文化速成中学学习时，许光讲述
了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打动了他的班主任
李心田。之后，李心田结合若干人物的革命
故事，创作出了小说 《闪闪的红星》，后来
又被改编成同名电影，风靡大江南北。

巍巍大别山，养育无数英雄儿女。老区
在光荣称号的背后，还有着贫困和落后。为
了代父尽孝照顾年迈的祖母，许光打点行
装，悄然回到了故乡新县，从此再未离开。
如今，许光的墓地距离父亲的墓地只有几十
米，他再一次回到了父亲的身旁。

“没有了惊心动魄的枪声，没有了那千
疮百孔迎风飘扬的战旗，爷爷的墓碑上，红
五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父亲的墓碑上，金
色的党徽在灼灼闪烁，与满山的映山红交相
辉映。”许光大女儿许道江如此说道。

许光：志在报国的儿童团团员
连绵巍峨的吕梁山，见证了吕梁儿女奋勇

抗击日寇的连天烽火，更见证了 70 多年前的
那个傍晚，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生命，永远定
格在了 15 岁。她为了一种信念，毅然走向了
那滴着鲜血的铡刀，她就是刘胡兰。

1932 年，刘胡兰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周
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暗
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全国抗战爆发
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
文水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从此，刘胡兰开
始逐步接触革命。

1942 年，文水平川第一支儿童团在云周
西村成立，10 岁的刘胡兰担任了儿童团团
长。她经常和小伙伴一起站岗、放哨、送情
报。

有一次，八路军包围了敌军的一个团，县
妇女部长奉命组织民兵担架队支援前线。刘胡
兰和几名妇女也要支前。部队首长劝她们：

“前面正在打仗，很危险。”刘胡兰果敢地回
答：“战士们都不怕，我们是女民兵，也不
怕。”她们在前线不但为伤员包扎伤口，还帮
助战士们运送弹药，一直忙到天黑，战斗结束
才撤回来。这时的刘胡兰才13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部队占领了文水
县城，解放区军民被迫拿起武器，保卫抗战的
胜利果实。1945 年 11 月，刘胡兰参加了文水
县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回村后，她担任
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
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动员青年报名参

军。1946 年 6 月，她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
员。那一年，她才14岁。

1946 年 10 月，国民党军进犯文水县城。
为保存革命力量，文水县委决定大部分同志转
移上山，留下部分同志坚持斗争。她以自己年
纪小、熟悉环境为由，主动要求留下。党组织
同意了她的请求。她和留下的同志一起向各村
党组织传达党的指示，组织群众掩埋粮食，并
配合武工队镇压了反动村长。

1947 年 1 月 12 日，刘胡兰被国民党军和
地主武装抓捕。在敌人的威胁下，她坚贞不
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人
没有办法，将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当场铡
死。但她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壮烈
牺牲，年仅15岁。

“姐姐性格刚烈。她被敌人带走时，特意
把奶奶生前留给她的指环摘下，并取出手绢以
及一个用完却没扔弃的万金油盒，交给了母
亲。母亲当时不解，事后才意识到，姐姐既已
把最珍视的东西留给亲人，就是决意与敌人决
战到底。”刘胡兰的妹妹刘继烈回忆说。

1947 年 3 月下旬，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
机关转战陕北途中，听说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
事迹，并得知她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才
15 岁。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
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

当年的云周西村如今已改称“胡兰镇”，
那棵见证先烈被捕的小柳树，枝开叶散，生命
力依然顽强。少年英雄，精神永续。

刘胡兰：誓死抗日的少年英雄

1935 年 11 月，中央红军长征一年之后，
红二、六军团2.1万人从湖南省桑植县的刘家
坪、瑞塔铺、县城等地出发，在贺龙、任弼
时、关向应的率领下，踏上漫漫征途。

冲破枪林弹雨，越过雪山草地，长征路
漫漫⋯⋯一位年仅 9 岁的小战士向轩，是长
征红军中的最小一员。

向轩出生于革命家庭，是“湘西双枪女
英雄”贺满姑的儿子、贺龙元帅的外甥。他
还不到两岁的时候，母亲贺满姑被反动派杀
害，之后与大姨贺英一起生活。

识字、骑马、习武、打枪⋯⋯在贺英妈
妈的指导下，向轩从小意志坚强、立志从军。

“走，快走⋯⋯找大舅，别回头。”就在
向轩 7 岁那年，亲眼看到贺英妈妈倒在血泊
中，无助与慌乱中听到她断断续续的叮嘱，
从她手中接过沾满鲜血的两支手枪和四块银
元，向轩泣不成声⋯⋯

一直跑、不回头，心里默念着贺英妈妈
的叮嘱，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向轩朝着深
山跑去。黑夜中，一颗子弹从身后飞来，击
中了向轩的右脚踝。不久，他伤痕累累、筋
疲力尽，晕倒在途中。

“一直向西，找大舅，找红军。”第二天
醒来之后，向轩沿着山路一直向西，拖着受
伤的右腿，一步一个血印。

终于，向轩见到了贺龙。然
而，考虑到红军生活条件艰苦、

战争危险重重，贺龙想把向轩送回老家。但
向轩立刻举起右手，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并坚定地说，“贺英妈妈临终前让我找大舅，
找红军”。

抚摸着向轩的头，贺龙将贺英留下的手
枪送给他，并发给他一套军装。就这样，向
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通信连的一
名小战士。

1935 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被迫开始长征，向轩也跟随大部队，踏上了
一条充满坎坷与挑战的长征之路。

调皮、打闹、闯入稻田⋯⋯此时，9 岁
的向轩已是红二、六军团司令部通信班副班
长，但在他的回忆中，自己仍是个孩子，自
称“小鬼”。

长征路途艰险，组织为队里年纪较小的
三个孩子配了一头骡子，让他们换着骑。但
是，向轩总是把机会

让给其他人，自己像大人一样咬牙坚持。
即便是在感冒发烧中，他也与大部队一

起爬过寒风凛冽的大雪山；与成年士兵一起
站岗、放哨、执行任务⋯⋯凭借顽强的生命
力，向轩挺过了一道道难关，最终随部队到
达陕北延安。

在陕甘宁边区，向轩怀着兴奋激动的心
情，第一次接受正规教育。他认真、勤奋，
从小学、中学一直进入抗大读书。之后，他
再次投入战斗，保家卫国。

向轩：意志坚定的长征最小红军

筐底、衣缝、鞋帽、高粱秆⋯⋯只要能
藏东西的地方，小英雄秦培伦都曾藏过信
件。9 岁正式担任地下情报交通员，15 岁牺
牲。六七年间，秦培伦冒着生命危险，成功
传递了许多重要情报，被誉为“比肩刘胡兰
的少年英雄”。

秦培伦乳名“秦三”，是山东省平阴县洪
范池镇丁泉村人。他的父亲秦子玉名义上是
村公所炊事员，其实为中共地下交通员。

年幼的秦培伦常常到父亲工作的地方玩
耍，有时候秦子玉脱不开身，就会将一些容易
送的信让秦培伦送，他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地完
成任务。慢慢地，秦培伦得到了党组织的认
可，认为他小小年纪却勇敢机智，就正式让他
承担起了区里的通讯工作。这时他才9岁。

成为正式的地下情报交通员以后，秦培
伦常常需要独自执行送信任务，他就以讨
饭、拾粪、探亲为掩护，骗过敌人的盘查，
传递情报。

1941 年，我方情
报 人 员 得 到 了

东 阿 城 内
日 军 要

“扫荡”山
区 的 消

息 。 为 了 保
存抗日力量，急需把

情报报告给驻在任庄的县政府
和县大队。这一艰巨的任务落
到了秦培伦的肩上。从丁泉村
到任庄必须经过敌人的石碑子

碉堡。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查，秦培伦把信
用 柳 树 条 子 别 在 粪 筐 底 ， 上 面 盖 了 一 层
粪，背着粪筐装作拾粪，安全越过了敌人
的碉堡，及时将信送到了目的地。县机关
马上转移到大寨一带，避免了日、伪军的袭
击，保存了革命力量。

在送信的过程中，秦培伦也常常会遇到
危险。有一次被日军挡住了去路，虽没翻出
情报，却被日军用枪托子打了一顿。然而，
秦培伦没有退缩，因为他知道每一封信都关
系着战争的胜负，关系着父老乡亲们的生
命。想到这些，他总是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
外，拼上命也要闯过去！

历经千难万险，秦培伦成功送出了大量
情报。渐渐地，就连敌伪人员也知道了他的
大名。

1947 年 3 月，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平阴县
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和机关都转入黄河北
岸。因环境恶化，部队流动性大，组织上考
虑秦培伦年幼，就把他留了下来。没想到，
丧心病狂的地主“还乡团”连小孩子也不放
过。8 月的一天，秦培伦从村南挑着绿豆往
家走的时候，被“还乡团”逮捕了。

在敌人的甜言蜜语和严刑逼供下，秦培
伦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一丝一毫党组织的
信息。在这里，秦培伦英勇就义，年仅 15
岁。

如今，70 多年过去了，秦培伦的故事和
精神依然在沂蒙山的红土地上流传着。每年
清明节，附近学校的师生和群众都会自发到
他的墓前祭扫。

秦培伦：机智果敢的地下情报员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革命与建设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涌现出了一批批少年英雄。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红军长征中年龄最小的战士向轩、不惧风雪保护集体财产的草原

小姐妹⋯⋯在民族危亡之际，在集体利益面临威胁之时，他们与父辈一起，用果敢与勇气写下了可歌可泣
的英雄故事。

今天的中国，山河无恙，岁月静好。今天的儿童，正在祖国的呵护下茁壮成长。他们再也不会遭受那
些少年英雄们当年遭受的苦难，但是在建党百年这个特殊的“六一”儿童节，我们仍然要重温英雄们的故
事，并向他们致敬，希望今天的儿童能学习他们的精神，听党话，跟党走，时刻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上，
努力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