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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 漆远渥将军的故事 

 
漆海涛、漆海波、漆海鸿 

 
父亲是大山的儿子，山，是大别山；父亲是从将军县走出来的共和

国开国将军，县，是金寨县。 

 
引路人 

 
1929 年安徽省金寨县共青团道委书记漆远渥，在一次党的会议上

见到了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声名卓著的许继慎同志。许继慎

1924年 6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徐向前、左权、陈庚是同期同学。

张国焘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大力推行“左”倾路线，红军和根据

地建设受到很大损失，许继慎和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各项“左”的政策

强烈不满并予以抵制，张国焘凭借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



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肆意打击报复。1931年 11月，许继慎在肃反中被张

国焘诬陷为“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秘密杀害于河南光

山县新集（今新县），牺牲时年仅 30岁。1994年中央军委确定许继慎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36位军事家之一。年仅 14岁的漆远渥率真地问许继

慎：“什么是革命？怎么样才能当一个革命者？”许答：“革命就是为

大众出家，去西天取经。‘出家’，就是不顾家不要家，一心一意去拼

命。‘西天’，是劳苦大众的极乐世界。‘经’，是马列主义这本真经。

西天道远，一路艰险，要闯九百九十九道难关都不止。要学松，任尔东

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要做牛，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可能还要

挨几下不公正的鞭打呐。要千锤百炼才能修成正果。” 

父亲家一门忠烈，爷爷奶奶都是早期的共产党。任乡苏维埃主席的

爷爷被“还乡团”活埋在荒郊野岭。奶奶在野地里哭了三天三夜，只捡

回几片爷爷的衣服安葬。父亲的伯父时任红四方面军后勤部长，被诬为

“许继慎”死党，被张国焘一伙打断了腿，用担架抬着赴刑场。经过父

亲身边生离死别时，伯父只来得及悄悄向他眨了眨眼永别。而父亲自己

也万难逃过这一劫，被诬为“小改组派”，被张国焘一伙灌辣椒水、上

电刑，由文书降为伙夫。头部受到摧残，落下偏头疼的终生病根。父亲

常微笑曰：“这是我修行路上的第一个洗礼”。 

父亲说：“许继慎是我革命的引路人，其言像种子播进了我的心里，

其行像烙印烫在了我的身上，影响了我一生”。 
 

一袋干粮 

 
1935 年，任红四方面军十师作战侦察科长的漆远渥，长征路上二

过草地。茫茫大草原，草深过膝，沼泽遍地，荒无人烟…… 

一天，行军下来太疲劳了，刚刚起草完一份电文，父亲就靠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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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的身上睡着了，被一声“出发了！”的叫声唤起，一阵阵饿意袭来，

手一摸身上，如遭雷击般呆在那儿了 — 干粮袋没有了，不知是掉了还

是被人拿了，自己辛辛苦苦用瓦片搓的一整袋青稞没有了！一路上只有

在饿急了的情况下才数出几粒吞下去，干粮袋就是生命，草地无粮等于

死亡。怎么办？人人都只有自己的一份，在这茫茫泽国到哪里去找粮

食？父亲还在发呆之际，参谋胡鹏飞（后任海军副参谋长）走过来说：

“远渥啊，别着急，咱俩同吃我这一袋吧，死就一起死，活就一块活。

同志哥！”父亲望着胡，潸然泪下。 

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一天，天刚蒙蒙亮，父

亲就驱车几十里去水库，花了大半天时间钓上几条鱼。平时舍不得吃的

黄羊肉都拿出来，积攒了大半年的“特供”肉票也全都找出来，买了肉。

亲自下厨房，动员全家人，精心准备了半天，孩子们都欢呼雀跃地盼着

这顿“丰盛的晚宴”。胡鹏飞叔叔来了，席间，父亲站起来，郑重地端起

一杯红葡萄酒，酒杯微微颤抖着，满怀深情地说：“孩子们，胡叔叔是

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们俩是靠吃他那一袋口粮才在漫漫长征路上，

一步一步走下来的。没有他就没有我，更没有你们！”胡叔叔也端起酒

杯站起来，酒杯同样抖动着，眼里闪着泪光，哽咽着说：“我和你们的

爸爸是生死战友啊！”……全家人都哭了。后来，胡叔叔的儿子一再说：

“漆伯伯见我们一次，就讲一次‘一袋干粮’的故事，我们都不好意思

了。漆伯伯却说，要讲！讲一辈子！这一袋救命的干粮，我永志不忘。” 

父亲说：“我是靠战友的口粮才走出草地，活下来。我这条命是战

友给的，我身边倒下了多少战友啊！红军三个方面军长征前 30 万人，

到达陕北不足三万人。弱小的红军在长征中战胜了三个敌人：一是大自

然极其罕见的艰难困苦，二是数倍于我强敌的围追堵截，三是来自内部

叛徒张国焘的分裂。红军为什么能胜利？除路线正确外，红军上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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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亲如手足般的团结友爱，是决定性因素……长征精神成为人

类坚定无畏的象征，长征成为人类战争史上不朽的史诗。” 
 

保卫总部 

 
父亲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左眼被弹片打瞎，右臂被打断，右腿中

弹，遍体弹痕余只眼，是一等残废军人。在他军旅生涯中，最浓墨重彩

的一笔，是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这一彪炳史册的战功已记载在军事科

学院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漆远渥”栏目中。 

1942年，华北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动辄用

兵数万，持续两三个月。所用战术也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什么“铁

脚闪击”、“抉剔战术”、“铁壁合围”、“蘑菇战术”、“马蹄形堡垒线”、

“鱼鳞式包围阵”。对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

“三光”政策。还制定了以捕获暗杀我八路军首长、摧毁八路军首脑机

关的C号作战计划，妄图施行“奇袭捕获”消灭总部，活捉八路军副总

司令彭德怀。日军搜集了各式便衣，印制了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

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人的照片和简历发给日军挺进队和特工队员。 

八路军总部，是抗日武装力量的统帅部和首脑机关，指挥着广阔战

场上的千军万马，但它本身除了一个警卫连外，却再没有一兵一卒。相

反，还拖着一个庞大的尾巴：除总部机关 — 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

以外，它还携带着各种物资、上千匹牲口和各类后勤人员。同时，跟它

一起行动的还有北方局党校教职员工、学员、新华社记者、银行干部等

等。这一万多人马，全部由非战斗人员组成，平时行动起来尚且困难，

更何况面对凶残的日军几个师团二、三万人的围攻！ 

1942年 5月 25日拂晓，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合围于山西辽县（今左

权县）太行山南爻铺一带。总部及直属队一万多人马，拥挤在崎岖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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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日军的铁桶合击圈已经收拢，正以梳筚队形向南爻铺一带压缩，

步步逼进，大有一口要吃掉总部的态势。负责掩护总部转移的是 129

师 385 旅 769 团和 13 团。769 团，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缩编的主力部

队。团长郑国仲（后任海军副司令）、政委漆远渥。在完成了预定的阻

击时间后，郑团长率二营、漆政委率一、三营分别转移。漆部刚接近十

字岭山腰腹地时，却意外地看到了本应早该转移走了的八路军副总司令

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八路军野战政治部

主任罗瑞卿等总部首长。罗瑞卿一看到漆远渥便焦急地大声喊道：“漆

政委，你来得正好，我把总部交给你了，立刻掩护我们！”。父亲一看，

简直不敢相信，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什么时候了，总部居然还没有动，

怎么还在这里？！父亲大声回答道：“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掩护你们，你

们快走。快！快！快！”随即带领两个营返回身抢占了几个制高点，特

别又派一个排在较远距离的一个山头放了警戒哨，很快就和敌人接上了

火。父亲一面指挥作战，一面几次三番派参谋去看总部走了没有，催总

部赶快撤离。当回来的参谋一再报告说总部还没动时，父亲急了，手提

驳壳枪一路奔回总部。只见总部报务员正在发报，还在和全国各个战场、

延安、党中央紧张联络。彭总的安危连着全军上下的心，父亲一身硝烟，

伟岸的身躯立正站在彭总面前，急得直跺脚，一声比一声急，一嗓比一

嗓高，直喊：“彭总，你走！你走！你快走！”彭总那狮子般的头紧闭

着厚重的嘴唇，一声不响，炯炯如神的眼光直盯着父亲。罗瑞卿主任高

高的个子，腰里别着一支左轮手枪，在旁边厉声问道：“敌人到了哪里？

你就顶不住啦？！”父亲答：“你们在这里发报，时间长、报量大，敌

人无线电测向很准，已经发现了这里是中枢首脑机关。几个方向的鬼子

都压过来了，有几千人，还在急剧增兵。阵地暂时还在我手上，情况万

分危急，你们赶快走，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彭总沉稳地说：“我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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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主席发最后一封电报，很重要，发完就走。天塌下来，漆远渥你个

子高，给我顶着！”父亲大声回答：“是！”返身跑回阵地。刚一回到

前沿，就接到报告：把守最前面那个哨位的排长，因敌人炮火凶猛，兵

力相差悬殊，伤亡太大，擅自放弃阵地，带着仅存的三个战士撤回来了。

父亲一听火冒三丈，疾声令到：“集合！那个排长在哪里？带到队前。”

见到排长，父亲怒不可遏，铁青着脸：“你，好大的胆子！没有命令你

敢后撤？！你知道谁在后边？总部在后边！总部首长在后边！！彭总在

后边！！！我都不敢后撤一步。我参加革命十几年了，我这只枪从来都

是杀敌人，你今天贪生怕死，我非杀了你不可，非对你执行战场纪律不

可，不杀你，这个仗就打不下来了。纪律是铁必需严明，罪过是恶必需

严惩。枪毙！”一声枪响之后，队伍群情激昂，有位连长脱下外衣，光

着膀子激动地说：“政委，你不要再说了！今天我们的命也不要了，拚

死也要掩护彭总突围！”父亲高声令道：“把丢失的阵地夺回来，自我

开始，哪个胆敢后退半步，以身拭法，一律枪毙！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总

部！！！”父亲一边指挥战斗，一边连续三次派参谋查看总部撤离了没

有，每次参谋都报告说总部撤离了。父亲却说：“再看一次，看仔细，

看真切，瞪大眼睛。报错了杀你的头！”因不放心，父亲又亲自跑回去，

确定总部已安全撤离，才返回阵地。左权参谋长安排彭总、罗主任分别

突围后，率总部直属队，随 769团团部行动。父亲拿起一支刺刀闪着寒

光的三八大盖，使出了杀手锏：一是“指挥靠前”：“上刺刀！我暂代

营长指挥，营长下连，连长下排，排长下班”。各级干部身先士卒，带

头冲锋陷阵，领头迎接死亡。二是用“猛药”：集中兵力、火力、火器。

父亲命令拿出平时不准动用，由团长、政委亲自掌握着，关键时刻才拿

出来的 769团的“核武器”— 四挺崭新的捷克布伦转盘机枪。三是“破

釜沉舟、决死一战”：让各营、连都组织敢死队，冒死轮番冲锋，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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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突破口撕开。用刘帅的打法，攻击敌人“不能像茶壶倒开水，老半

天倒那么一点点，要揭开壶盖，翻转茶壶，把滚烫的开水一家伙浇到敌

人头上！”父亲下令：“轻重火器集火齐射，把突破口给我打成一片火

海！见敌就杀，一个不留！坚决打出去！”区区小日本，怎么能挡得住

这样一支猛虎般来拼命的正义之师！这突然、凶猛的火力完全出乎敌人

的意料之外，一阵密集手榴弹投掷之后，布伦怒吼着往两旁一扫，弹雨

旋风般把敌人压得抬不起头来。“冲！”父亲和他的部队端着蘸血的刺

刀枪，冲过了敌人的道道封锁线。 

父亲回忆说：“战士们真是英勇啊，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用手榴

弹和刺刀硬是杀开了一条血路。过封锁线时，连敌人巡逻队刚刚扔下的

烟头还在地上闪着红光。那位连长，再也没能回来……这一仗，全团近

千人打的仅剩几十人，充分体现了徐帅提倡的狠、硬、快、猛、活的战

斗作风，打出了威风，打得日军记住了这支部队，扬言：‘专打 385

旅’，‘消灭 769团’。” 

下午 5点，十字岭上，即将突出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时，父亲和左

权参谋长用望远镜观察尾追的敌人。阳光里望远镜的反光格外耀眼，立

刻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判断这是指挥官，连续向父亲和左参谋长的位

置发射密集迫击炮弹，第一发校验弹在父亲身边爆炸，父亲扑倒的同时，

只来得及大喊一声：“参谋长，卧倒！”左权参谋长未卧倒，正在招呼

直属队快隐蔽。紧接着，另一发迫击炮弹呼啸而至打在父亲和左参谋长

之间，一块弹片飞起不偏不倚击中左权头部，左权当即牺牲，倒在巨梁

般横驾于众山之上的十字岭头。左权是抗日战争我军在战场上牺牲的级

别最高的将领。另一块弹片击中父亲右臂，用担架抬下去的时候鲜血滴

滴洒在热土上，染红了几床棉被。太行山巍巍屹立，清漳河低声呜咽；

将士用命、血染疆场，令山河动容。从此，父亲行军礼只能用左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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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不能抬起，落下了终生残疾。建国后，一次空军党委会议上，当空军

司令员刘亚楼向国防部长彭德怀，介绍时任华北军区空军政委的父亲

时，彭总立刻大声称赞：“认识，能打！” 

朱总司令闻左权牺牲的噩耗，仰天长叹：“断我左臂”。满怀悲愤

地提笔赋诗，悼念左权将军：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洒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这是总司令颁布的最高嘉奖令。它是给左权将军的，是给所有在这

次战役中浴血奋战牺牲的烈士们的，也是给父亲的。 

若要觅英雄，先到艰难处。769团这支具有红军光荣传统的英雄部

队，至今还在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掩护总部突围，是父亲的一座

丰碑。多少年过去了，每忆此役，父亲总是热泪盈眶：“为掩护总部，

全团几乎全部打光 — 值！一将功成万骨枯，我是幸存者。” 
 

大政委和小政委 

 
1943年一天，129师师部忽然通知 385旅 769团首长去师部，团长

郑国仲、政委漆远渥快马加鞭一路赶到。一进窑洞，129师政委邓小平，

立刻走过来，也不握手，竖起右手食指劈头严肃地说：“769团打仗算

第一，违反纪律也不算第二。”父亲心里咯噔一下，明白邓政委批评的

是前两天有的战士行军踏坏老百姓的庄稼不赔偿，有的干部拿老乡的黄

瓜不付钱的事，这些事团里已经处理过了。冲口就说：“邓政委，769

团打仗不算第一，也不能说违反纪律不算第二。”邓见父亲不服，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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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了，高声说：“问题发生在下面，根子却在上边，就在你们身上，就

在你漆远渥身上。不要以为能打几个仗就可以老子天下第一，为所欲为。

破坏群众纪律，就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你这个漆远渥骄傲自满，刚

愎自用，不爱学习，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抓新动向，不善于见微知

著、举一反三，目不明耳不聪，政治上不敏感，这样下去不仅会带坏部

队的作风，也会影响你的发展。指挥员决定部队的命运，我就是抓住指

挥员不放。”父亲回忆说：“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对部队很有感情，很

有荣誉感，上级怎么批评我本人都可以，但一提我的部队就接受不了。”

父亲低着头，用脚踢着地。邓政委见状又凌厉地加上一句：“你这个政

治委员缺少政治。”父亲涨红了脸还要争辩什么，只见刘伯承师长，用

热毛巾敷着仅存的左眼从里屋走出来说：“远渥呀，小政委敢顶大政委

呀，还有这样的道理啊？！这怎么行呐？年轻人怎么这样大的火气？来，

到我这儿来。”父亲心头一热：师长那神态、那口气、那目光，“像老

妈妈一样”。 

父亲说：“残酷的战争年代，首长们治军极严。上级越是‘骂’得

声严厉色，‘骂’得一针见血，‘骂’得你恨不得当场就‘跳井’；上

级就越是在真心爱护你，严格要求你，恨铁不成钢。往往是当面骂你的

娘，背后升你的职。我们这些人就是在炮声和‘骂声’中成熟、成长锤

炼起来的。严是爱，松是害。如法炮制，我们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下级。

上下级亲密无间，水晶一样。才带出了钢铁般的队伍。” 

“我这一生跟徐帅学英勇，跟刘帅学战术，跟邓政委学政治。能有

这样几位严师教诲，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刻骨铭心，使我终生受益。” 
 

石家庄·西柏坡·党中央 

 
1948年，东北敌军危若垒卵，蒋介石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在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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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之间飞来飞去。他压傅作义出兵增援锦州，10 月下旬傅却搞了一

个异想天开的军事行动 — 偷袭石家庄。 

对于这个行动，傅作义极为保密，没有使用电台，只用文件传递命

令。但还是被识破了：在傅作义司令部里有一个刻蜡板的人（我地下无

名英雄 — 甘霖），凡是不发电报的文件均由他刻印下发。这天，他突

然接到一份文件，上面写的是：“以国军 94 军和新编骑兵第 4 师，配

属汽车 500辆，装载大量炸药，其后是骑兵第 12旅，暂编第 32师，总

共两个军的兵力为先头部队，由涿县等地往保定南下，偷袭石家庄。”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他刻完这份命令，便搭车到徐水，从徐水县

政府给晋察冀军区挂电话。军区司令部在平山县孙庄。聂荣臻司令员、

薄一波政委都在司令部，听到报告，他们全都感到情况严重，不远处就

是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敌人的阴谋严重地威胁着党中央的安全，眼看

敌人大部队乘汽车而来，而自身却无兵可调，三兵团远在绥远，二兵团

远在平绥线一带，远水难解近渴。敌人的行动很快，25 日起先头部队

已经涿县南下。聂荣臻立即将这个紧急情报报告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共同确定了以下几项应急措施： 

调冀中七纵队统一指挥地方军和民兵迅速沿平汉路两侧布防，力争

把敌人挡在唐河以北，如果敌越过河，我则无险可守。 

调一名能打大仗、恶仗、硬仗，作战决心大、善动脑、有大智大勇

的将领来七纵主持前指工作。 

发动民兵和地方部队破路、敷设地雷、设置路障，以配合部队阻击，

使敌人的摩托化部队不能快速行动。 

组织游击队配合部队专打敌人的骑兵。 

调距离最近的二兵团三纵队由平绥线兼程南下。 

请石家庄军政大学校长叶剑英同志组织武装军校学员开到滹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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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担任守备。 

聂司令员还做了最坏的准备：万一主力赶不到，就在正定附近蓄水，

抬高滹沱河水位，阻滞敌人前进。 

10月 25日，时任冀中军区副政委的父亲接到晋察冀军区的紧急电

令：“即去军区，受领紧急任务，十万火急。”在一所小院，一间简易

的平房里，父亲见到了聂司令员。小小的平房里一片静谧。砖地上，放

着一个帆布躺椅，旁边是个小方凳，笔墨纸砚放得整整齐齐，还有几箱

书，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丝毫没有大战将即、情况紧迫的气氛。聂

司令员边沉稳地递给父亲敌偷袭石家庄的情报，边说：“情况相当紧急，

非常严重。目前唯一可调用的部队只有冀中第七纵队。军区决定：你去

七纵，任副政委兼前指书记，组织指挥此战役。你是临危受命，事关中

央安危，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你要把敌挡在唐河以北，不准敌一兵一

卒过河；不准敌越河向石家庄前进一步；不准敌对西柏坡造成一丝一毫

的威胁。我已严令三纵火速南下增援，他们到达前，你纵要不惜一切代

价坚决顶住、扭住、缠住敌人。为聚歼来犯之敌争取时间。现在是唱‘空

城计’，你要把它唱得有声有色。明白不明白？”父亲肃然接受了命令。 

责任重大，千头万绪从哪里下手？父亲说：“我军作战从来是打政

治仗，要充分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只要让指战员明白了为谁而

战？为何而战？就什么人间奇迹也会创造出来。前指应明确提出：‘誓

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鲜明战斗口号，让它深入人心、

振奋军心、统一全纵的意志。各级指挥员要深入一线，深入班排，要像

火把一样点燃每个战士心中的火焰，要告诉战士们：冀中大平原辽阔无

边，却没有七纵的一步退路。我们的后面就是西柏坡，就是党中央，就

是毛主席。七纵只有二万人，面对敌人共四个军二个骑兵师（旅）十万

之众。七纵只有小米加步枪，面对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加飞机坦克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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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纵阵前只有一条唐河，但七纵后面有千百万老百姓。这点敌人不够我

们打嘛。打仗打的就是一口气，七纵要在气势上压倒敌人。一个战士要

顶几个战士，一个纵队要顶几个纵队。七纵必胜，蒋军必败。”政治出

战斗力。战士们的斗志如火山爆发般被激发出来，眼睛都瞪红了，吼出：

“与阵地共存亡，决不让敌人越唐河一步。”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七纵

司令员孙毅、政委林铁、副司令员周彪紧急动员冀中全区军民进入临战

状态。以唐河为中心进行周密部署：以 19 旅为核心构成第一道防御阵

地；以 20 旅为核心构成第二道防御阵地；以地方部队两个团为核心构

成第三道防御阵地；纵队掌握 21旅为总预备队，时刻注意西柏坡方向。

10 月 28 日凌晨，敌 94 军四个师及坦克队、工兵爆破队共四万多人，

由保定南下，向石家庄方向发起进攻，同时以骑 4 师、骑 12 旅等部绕

道偷袭西柏坡。保定距石家庄 130多公里，敌人企图依仗其机械化装备

长驱直入。刚出保定，就遭到我冀中军民庄庄阻击、节节抵抗。29 日

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配合下疯狂进攻我第一线，气焰嚣张，企图全

力一举突破。19 旅在十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敌人激战，在数倍于我的

强敌面前毫不畏惧，英勇顽强，以反冲锋反突击手段反复冲杀，杀伤敌

千余人，并击落敌机一架。20 旅两个团，在民兵配合下，放排枪，集

中火力打敌骑兵马匹，回民支队伏击敌骑 4师一部四百个骑兵，痛击偷

袭西柏坡之敌。敌骑兵仓惶缩回保定。30 日是阻击战最激烈的一天。

敌在铁路两侧使用三个师，以坦克为先导，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发

起集团式轮番进攻，另一个师在右翼迂回。我前指命令投入总预备队。

在一个村落的枯井旁，我军一个连队放下刚端起的饭碗，与来袭的敌一

个营展开了白刃格斗。在这口小井旁，敌人就陈尸二百多具。战士们以

一当十，刺刀见红，杀声震天，令敌胆寒。父亲说：“我们困难，敌人

更困难。咬紧牙关，现在是和敌人比意志、比决心、比勇气的时候。胜

 12



负系于一念之差。”父亲以前指名义号召全纵：“狭路相逢勇者胜，坚

持最后一分钟！”极大地鼓舞了部队。部队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高昂的

士气进行神圣战争。部队协同作战好，技、战术运用好。以阵地为依托，

各部队分两个梯队和预备队在战斗中交替使用，同敌人反复血战。30

日夜，二兵团三纵用三天三夜强行军两百多公里，先敌穿插到敌侧翼后

定县地区，对敌构成极大威胁。军委又增调二兵团主力四纵南进，准备

与三纵、七纵南北合击，打一个大歼灭战。傅作义得知我主力已到，害

怕被歼，遂令敌慌忙向保定撤退，南犯计划草草收兵。 

毛主席用他那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笔，替新华社写就〈评蒋傅匪

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电讯，辛辣地嘲讽道：“蒋傅策划的这次突袭阴

谋，非但无补于挽救其垂危的战局，相反使傅作义集团本来已经枯竭的

兵源、财源，又丧失官兵两千七百余，战马二百四十匹，汽车九十余辆，

以及其他大宗的作战物资。尤其不妙的是，本已离散了的军心，更加涣

散。”“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场，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

要完蛋了，他们却还在做石家庄的美梦。” 

父亲充分发挥了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领导冀中军民彻底粉碎了蒋

傅偷袭石家庄、偷袭西柏坡的黄粱迷梦；胜利完成了阻敌南犯，保卫华

北首脑机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重大任务。 

父亲说：“作为战役指挥员，一定要有战略观点。你所指挥的战役、

战斗，这个局部一定要服从战略全局。在上级总的一盘棋意图下坚决行

动，你进行的战役、战斗，就具有了战略意义。作为军人，关键时刻能

得到上级的信任是幸福；能参加这场战役是幸运。” 
 

“开闸，放虎” 

 
1953 年“三反五反”运动，抓经济犯“老虎”，也波及到华北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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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队。运动热度一浪高过一浪，当下面要再抓一批“老虎”的报告，

放在时任华北空军政委的父亲案前时，父亲深思良久，蓦地站起来，把

报告往桌上一摔，对秘书说：“走，带我去见见几只最大的‘老虎’。”

又派了几个工作组分别去几个“重灾区”解剖麻雀。这一切调查做完了，

父亲胸有成竹，拿起电话，直接要空军刘亚楼司令员：“刘司令，我有

重要事情要当面向你报告，包括你答复我的时间一共只要五分钟。”第

二天，在刘亚楼司令员办公室见到父亲的，还有空军政委吴法宪。父亲

开门见山：“运动搞得扩大化了。华北空军一共立案 XXX 名，关押

XX名，其中师团干部X名，飞行干部X名，甚至涉及军级干部X名。

我调查过了，真正有问题需要进一步审查的不过 X 名，其他都只不过

是一般性问题。这样的问题，你我身上都有。如果这样也算‘老虎’的

话，刘司令，不客气的说，首先该抓的就是你和我，你和我就是更大的

‘老虎’。为什么运动一来就非要把军营搞得鸡飞狗跳，老婆孩子眼泪

汪汪，人心惶惶不可？！下面有多少双眼睛在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有多

少颗心在焦急地盼着我们的政策。局面如不立即扭转，任其发展下去，

就会影响军心，影响训练，影响作战。为什么‘关虎’时那样大刀阔斧，

迫不及待；‘放虎’时却如此小心谨慎，迟疑不决？！要颠倒过来！如

果说关虎时我们左，放虎时我们就不要右。现在要拿出一股子劲全力纠

偏。”刘司令员来回走动着听取汇报，骤然停步，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

开，眼睛一亮，厉声问道：“你的意见？！”父亲毫不犹豫、斩钉截铁：

“四个字：开闸，放虎。”刘司令兴奋地说：“漆政委，你亲自去处理

这件事。这种情况空军较普遍，你写个报告给我，作为典型我批转全空

军。”话音刚落，吴法宪马上说：“漆政委，你可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

大难题，谁敢在这个时候顶风而上，摸这个老虎屁股呀？我们是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也只有你漆政委呀……”父亲一出办公室，立刻对秘书

 14



说：“你坐我的车，一分钟也不准耽误，马上去‘三反五反’办公室，

传达刘司令员的命令和我的指示；除 X 名继续要审查的人员外，其他

一律解除关押和审查。这些‘老虎’都要在晚上 5点钟前放回家，我要

一个一个检查，也让人家吃一顿团圆饭嘛。” 
 

无影山上 

 
1969年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把父亲从居住了 20年的北京四合

院扫地出门，赶到了济南北郊空军无影山干休所，大隐于市。 

在那“大革文化命”的荒唐年代，父亲没有讲过一句假话；没有写

过一份假材料；没有出卖过一位同志。他举杖怒斥“造反”的丑类：“说

我是‘三反’，我就是‘三反’。我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我造旧社会反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父亲

被罢了官。父亲散步时常自语：“我现在是无职无权又无影了。”身居

陋室，心忧天下。在他那宽阔胸膛里，跳动的是一颗火热、博大的仁爱

之心。 

一天，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到无影山看望那里的老干部，看到父

亲立刻说：“来来来，老漆坐到我身边。”父亲问：“杨司令，什么叫

做走后门？”杨答：“走后门嘛，无非是一些老同志把子女送进部队，

锻炼一下也好嘛。”“杨司令，那你这个后门可要给我留一条小缝缝。”

杨司令一摆手，宽厚地笑笑，对随行的军区部门负责人说：“漆政委有

什么事，你们帮他办就是。”于是，天南海北被打倒、被审查、被下放、

被劳改、被关押的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的子女，甚至原来并不熟悉，

走投无路，自报家门找上门来的孩子们，川流不息地来找他们的漆伯伯。

父亲家简直成了招待所、武装部、转运站，安排食宿 — 填表 — 联系

部队 — 送走。父亲说：“这叫扶上马，送一程。马不停蹄，一条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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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从早忙到晚，乐此不疲。几个月后，军区干部部长悄悄地问：“漆

政委，你送的兵快够编一个连了，还有没有？”父亲说：“这些都是后

代哟，不要怕麻烦。为了公道，为了被侮辱的和被迫害的……”“他们

能赶能害，我们会救会爱。大爱无声，要多做少说、先做后说、只做不

说。”甚至连落难的少奇同志的子女因和孩子们关系甚好，父亲也甘愿

冒“天下之大不韪”常常给予温暖和关照。“少奇，中央管；他的孩子

无辜无罪，我看见了要问要管。” 

父亲说：“危难见人心，患难见真心；多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 
 

两个字的故事 

 
1972 年的春天，晚饭后父亲散步走到街上，只见远处一群人在围

观着什么，不时还传来激烈的争吵声音，似乎有人为了争执什么而动手

打架。父亲听到后跟陪同他散步的小廖（炊事员）说：“那边发生了什

么事，咱们去看看”。边说边快步走了过去。 

原来是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胎坏了，找到路边修车铺补胎，修车师

傅给他车胎补好后，小伙子嫌车胎修的不好而不愿意付钱。双方各执一

词，你争我吵、互不相让，甚至动起手来。旁边围观的人有看热闹的、

有劝架的，也有替各方打抱不平的，吵吵嚷嚷很是热闹。 

父亲和炊事员小廖走到围观人群中间，对还在争斗的俩人大声喊：

“都住手，不许打架！！！”听到与当地不同口音的制止声，打架的双

方一楞，看见两个解放军军人出现他们面前，其中还是个穿军装的老人，

那两人正在争的脸红脖子粗，一时间却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父亲是何

方人物来管他们打架的闲事。 

在那个把文化都给“革命”了的年代，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上和群众

中曾享有崇高的荣誉地位，受到普遍的尊重。父亲的声音，给了正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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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的两个人很大震慑和压力。 

父亲一边制止他们，同时上前拉住两个人的手说：“都过来，跟我

到这边来。到底为啥子事情打个不可开交嘛？！有啥子了不得的嘛？我

来给你们评评理！”说罢，便牵着他们俩人走出人群，找个黄土地面蹲

了下来。 

争斗双方各自陈述一番。 

父亲听完，并没有直接评论哪一方对与错；而用他特有的机智风趣

说道：“这样吧，我写两个字来考考你们。认得这两个字的就是有理一

方，没理的就要给有理的道歉！”说罢，找了个树枝，在地上写了个“怒”

字；打架的两个人都认识，答道：认识，是愤怒的怒字。父亲紧接着又

在地上写了个“恕”字，这个字很像“怒”字，两人刚刚回答了“怒”

字，对这个字一时语塞，半天没说上来。父亲笑呵呵地跟他们讲到：“这

个字念恕，就是饶恕的‘恕’字。你们只认得‘怒’字，却不认识这个

‘恕’字。看来你们两个人都没有讲道理。说你们没有理，是因为你们

做人不够厚道，没有胸怀！不懂得尊重别人，体谅别人！你们只知道愤

怒，不知道饶恕。你们看看我是干什么的？是个解放军，是个老军人。

我们在战争年代打仗，和敌人真刀真枪地打仗，打个你死我活，就是在

那个年代我们还要执行‘交枪不杀，优待俘虏’政策，还要宽大投降了

的敌人。你们两个是敌人吗？到底有多少仇恨啊？” 

两人不语。 

父亲继续说：“既然你们都不是仇人、敌人，那就是人民内部矛盾，

是‘自家人’，哪有自家人还要动手打自家人的？”“有分歧，有矛盾

要好好协商解决，应该是可恕不可怒！”他边说边用树枝指点着地上那

两个字。 

父亲接着又对修车的小伙子说：“你请人家给你修车，师傅是给你

 17



修好了的，也付出了辛苦劳动。人家不容易！你应该付钱！要是你认为

他修的质量不好，没用几天又坏了，你可以找这个师傅再修一下，师傅

免费。这样好不好？” 

就这样，一场小小的争斗，被父亲用他对人民群众一贯关注的热心

肠和扎实的文化素养，用两个象形字就化解了。 
 

父亲，是无影山上普通老百姓口封的“人民代表”。他散步的足迹

走到哪里，就常常停下来，和那里的理发师、修鞋匠、锅炉工、木匠、

磨刀师傅、补洋铁壶的手艺人倾心交谈。和他们一起喝茶、下棋、聊天、

交朋友，了解他们的艰辛和疾苦，关心他们的生活，并倾其所有竭力去

帮助他们。人们自然又亲切地称他为“老漆”。父亲说：“离休，要离

而不休。不能裁缝丢了剪子，只剩下尺（吃）。”父亲家门前，常年是

求助的比送礼的多，自行车比汽车多，老百姓比官员多。父亲说：“我

这条鱼，离不开这些水呀！”“我本来就是沧海一粟嘛。功、名、利、

禄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人民这个大海才是不朽的。” 

父亲说过：“我们这些人，打不死、斗不死、病不死，精神永远不

死！”但，父亲和他那一代开天辟地的英雄们毕竟陆续远行了，越走越

远……；他们建立的功勋和祖国的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父亲现在因

重病长期躺在床上，但是他的那颗心仍在坚强地跳动。一个热爱人民、

铁骨丹心、急公好义、古道热肠、有情有义、有胆有识、敢爱敢恨、敢

做敢当、可亲可近、可敬可爱的漆远渥将军，却分明微笑着，正向我们

走来，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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