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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百姓对过年这
一古老的习俗情有独钟袁
在他们看来袁 年味不仅是
物质的丰盛袁 更有文化的
丰美遥 而很多历史名人在
春节留下的过年故事袁不
仅让人深受启发袁 更让人
感受到浓浓的年味遥

毛泽东捐出年夜饭
1935年 2月 3日是大

年三十袁中央红军前进至东
南与贵州赤水尧生机两地毗
邻袁西与云南水潦紧接袁被
称野鸡鸣三省冶之地的石厢
子村遥 红军在相对比较富
庶的土城筹集了不少食
物袁到石厢子后又没收了当
地民愤极大的彭姓尧周姓两
家土豪的粮食尧 财物和年
货袁这些东西先由穷苦乡亲
分享袁之后没收委员会再根
据需求分配遥

专门负责军委首长伙
食的军委三科炊事班做出
了一顿野丰盛冶的野年夜饭冶院
油亮亮的腊肉尧肥瘦相间的
红烧肉尧 水卤的大肠噎噎
做好后分送到各位领导人
住处遥

住在肖有思家的毛主席分到一碗红烧肉尧一
碗米酒和几个辣椒遥 但毛泽东舍不得吃袁 大年初
一袁他与其他领导一起去看望伤病员袁捐出了发给
自己的年夜饭遥

红军胜利到达延安后的每个春节袁 毛泽东都
要在枣园小礼堂请村里老乡吃饭袁 老乡也都会携
软糕尧油馍尧黄酒尧麻糖等物来给主席拜年遥吃饭时
摆上十几桌袁每桌都有一位领导作陪袁桌上无非是
些家常菜遥 毛泽东给大家敬酒时总说院野大家都是
我的邻居袁 不要客气袁 过几天我还要到你们家做
客浴 冶于是家家都把家里打扫干净袁等着毛主席光
临遥但每次毛泽东去各家拜年总是来去匆匆袁不吃
饭更不喝酒遥

周恩来带来酒和花生米
1960年袁 周恩来提出要和北京人艺演职员一

起过除夕遥那晚袁周恩来偕邓颖超同李先念尧陈毅尧
王震等领导同志一道来到首都剧场遥

那天袁 周恩来特意从家里带来酒和花生米摆
在桌上袁 这些东西在当时很珍贵袁 大家谁也不敢
动遥 周恩来就大声说院野来袁来袁大家都来吃嘛浴 冶大
家还是有些拘谨袁 一位姑娘伸手抓了一小把花生
米袁被一位老演员瞪了一眼袁姑娘顿时红了脸袁又
送回桌上遥

周恩来见状笑着说道院野哎袁 年轻人正是长身
体的时候袁要多吃一些嘛袁这些就是拿来给大家吃
的嘛浴 冶一句话让气氛当时就缓解了下来袁大家纷
纷放下拘束袁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遥

彭德怀野有什么吃什么冶
1938年 2月袁 彭德怀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机

关在浮山郭店一带的山村暂住下来袁春节到来袁他
和指战员们照样过着简朴的生活袁吃的只是小米尧

山药蛋尧干南瓜条遥 春节过后的一天袁在这里驻防
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来总部同彭德怀谈
论军事合作袁不知不觉谈到了开饭的时间袁彭德怀
便邀请他们一起吃饭遥

当时在总部任指导员的吴羽林袁 听说国民党
的将领们要在这里吃饭袁就向彭德怀报告说袁春节
刚过袁连蔬菜都搞不到袁现在只有小米尧山药蛋尧干
南瓜条袁 用这些怕招待不好遥 彭德怀听后回答说:
野别担心袁有什么条件做什么饭遥 让他们和大家一
起吃遥 冶

炊事班按照彭德怀的要求袁 做了和平时一样
的饭菜端上遥 几位国民党将领看到端来的是小米
饭尧山药蛋和干南瓜条袁不知如何是好遥 彭德怀见
状袁热情地招呼他们就座用餐袁国民党将领们只好
勉强坐下来遥

彭德怀一面大口大口吃着袁 一面对国民党将
领说院野诸位袁现在日寇侵略中国袁老百姓四处逃难
挨饿袁我们有小米尧土豆和南瓜干吃就不错了遥 我
们国共两党合作袁要坚持抗战袁还得准备吃草根树
皮呢遥 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袁 日本鬼子是赶不走
的遥 冶彭德怀的一番话袁让在座的国民党将领们敬
佩不已遥

过了几天袁来访的国民党将领给彭德怀送来了
几袋白面袁彭德怀高兴地收下袁并命令把白面全部
分给总部各直属单位袁让大家改善一顿伙食遥

陈赓野爱吃冶黑面饺子
饺子是中华民族过春节时的传统美食袁无论达

官显贵或是一般百姓袁都十分喜爱遥 1947年春节的
前一天袁解放军某部在伏牛山地区打胜仗后袁奉命
转到舞阳县休整遥 春节当天的早晨袁解放军部队的
指战员被谢家村的老百姓分散拉到家里过年遥但指
战员们严格执行部队规定袁 绝不在老百姓家搞特
殊袁老百姓给什么就吃什么袁饭后一定要交饭钱遥

当天袁 部队首长陈赓也被一位大娘邀请去做
客遥 据回忆袁当时大娘包了两种面的饺子袁一种是
白面袁一种是黑面袁准备用白面饺子招待陈赓遥 但
陈赓见状袁端起黑面饺子就吃遥 见大娘硬要他吃白
面饺子袁陈赓幽默地说自己就是爱吃黑面饺子袁一
见到黑面饺子袁会野急得我喉咙里像伸出一只手冶遥
见大娘阻拦袁陈赓迅速将饺子送入口中袁然后对大
娘说院野还有没有了钥 我还没有吃饱呢! 冶

李济深借春联抒怀
民国时期袁 不少人往往通过春联来抒发个人

的家国情怀遥1924年腊月袁著名爱国将领李济深从
广东回故乡过春节遥当时袁李济深深受孙中山的赏
识袁 在粤军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袁 并受孙中山嘱
托袁帮助筹划建立黄埔军校袁正是事业的上升期遥
加之李济深国学底蕴深厚袁对于满门忠孝尧诗礼传
家等道德伦理观念非常崇尚遥到家后袁家人请他题
写春联袁李济深当仁不让袁在家人为他准备的大红
纸上奋笔疾书袁写下一副春联院一门孝悌传家业袁
万里江山入梦魂遥

1944年抗战期间袁 李济深从桂林返回故乡大
坡山袁领导敌后抗日遥 这年李济深已年近花甲袁但
壮志不已遥他四处奔走袁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
政策袁主张国共合作抗日救国遥在共产党和进步文
化人士的影响下袁他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袁内心
充满了忠心报国和对抗战胜利到来的乐观精神遥
当年腊月袁他在家乡过年袁在除夕再次挥毫疾书袁
写下了以下一副春联院心如老骥常千里袁春入梅花
又一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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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袁被英国著名记者尼姆窑韦尔
斯称赞为野神行太保冶曰他是我军的高级将领袁一生战功彪
炳尧野立功尤著冶曰他被毛泽东称为野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冶遥
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36位军事家之一 要要要罗炳辉遥

从战士到将军
1897年 12月 22日袁罗炳辉出生于云南彝良一个汉族

贫苦家庭遥 1914年袁17岁的罗炳辉考入滇军袁开始戎马生
涯遥 他作战英勇尧屡立战功袁却因对军中腐败现象不满和对
旧制度的刻骨仇恨袁很快接受了进步思想遥 他毅然与旧世
界决裂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袁并领导了著名的吉安起义袁
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遥 1930年 6月袁朱毛
红军野汀州整编冶为三个军袁罗炳辉任红十二军副军长袁次
月升任军长遥 1932年 2月兼任福建军区总指挥袁7月任红
二十二军军长遥 1933年 12月任红九军团军团长遥

红军时代袁罗炳辉以善用奇兵尧疑兵和行军神速而闻
名遥长征期间袁罗炳辉率红九军团作全军后卫遥在张国焘推
行错误路线期间袁罗炳辉顾全大局袁忍辱负重袁在黔尧滇尧川
单独行军 4000里袁历尽艰辛袁完整地把部队带到了党中央
身边遥

抗日战争时期袁 罗炳辉出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
员袁协助陈毅工作遥 1939年 5月袁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安徽
庐江东汤地组建遥7月 1日袁罗炳辉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
基础组建的第五支队袁在定元东南藕塘成立遥

8月下旬袁罗炳辉和支队政委郭述申率八团尧十五团向
东行军袁通过日伪军严密控制的津浦铁路袁挺进皖东来安东
北的半塔集开展游击战袁建立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遥到
1939年底袁五支队已经在路东地区扎下了根袁各项工作都
有很大进展遥支队所属三个团得到了充实扩大袁还组建了支
队教导大队袁各县组织了游击队袁各种群众组织建立健全遥
由于罗炳辉在创建皖东根据地过程中屡建战功袁 中央军委
任命他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袁兼第五支队司令员遥

抗战得胜利
1944年袁 罗炳辉指挥淮南部队开始发动攻势作战袁袭

击敌伪据点和交通线遥 是年秋袁日军为摆脱困境袁派 1个中
队侵占高邮湖西的重镇金沟遥 罗炳辉指挥独立团派出几支
小分队配合当地民兵袁昼夜袭扰袁打打停停袁搞得敌人日夜
恐慌袁被迫撤退遥

1945年 2月袁罗炳辉指挥淮南军民向日伪发动新的攻
势遥 路东军分区的盱渊眙冤嘉渊山冤支队利用敌人忙于过春节
防备不严的弱点袁 用一连兵力包围了日军在山顶的据点遥
罗炳辉亲临指挥袁以三个连兵力连夜袭击盱眙县城遥

3月袁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师团山本旅团等部 2000
余人袁纠集伪军对淮南津浦路东地区野扫荡冶遥 当时二师主
力在津浦路西反顽作战袁罗炳辉抱病指挥路东地方武装投
入反野扫荡冶斗争遥 面对敌众我寡局势袁罗炳辉始终抱着乐
观态度遥 他指挥地方武装和民兵实行敌进我退袁敌退我追
的战术袁在必经之路埋地雷尧必去水道置水雷袁敌人大队伍
来就分散袭扰袁敌零星外出就伏击捕杀噎噎敌人在淮河和
运河南段盘踞 3个多月袁天天遭到地方武装的袭击遥 待战
势发生变化时袁罗炳辉抓住战机集中力量反击遥 经过大小
24次战斗袁毙敌 260多人袁生俘日伪军 529人遥长期的战斗
环境和过分劳累袁使罗炳辉病倒了遥

1945年 8月 15日袁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新四军中袁躺
在病床上听完毛泽东叶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曳声明的罗炳辉袁
不顾病魔缠身袁坐上担架率领二师特务团向长江北岸六合
进发遥 当时日军虽奉命开赴南京受降袁但六合的伪军却凭
借坚固工事顽抗遥 罗炳辉指挥特务团和六合支队包围了六
合县城袁随即展开政治攻势遥 可是袁守城敌人无动于衷遥 于
是袁罗炳辉命令以县政府驻地为目标发射炮弹袁劝告守敌
出城投降遥 然而袁城内依然未动遥 次日 3时袁罗炳辉指挥所
部发起总攻袁仅 1小时就破城而入袁至拂晓歼敌 700余人袁
肃清城中残敌袁 同时争取了伪警第三师师长钟剑魂率部
2000余人在六合钟家集反正加入新四军遥 在这前后袁罗炳
辉指挥所部先后解放了定远尧来安尧盱眙尧天长等县城遥

抗战胜利后袁罗炳辉又率部北上鲁南袁投入了新的战
斗遥 入鲁以后袁高血压等病严重困扰着罗炳辉袁陈毅再三劝
他治病休养袁他却一再推辞袁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前线指
挥战斗袁甚至曾晕倒在指挥阵地上遥

6月 18日袁高血压复发的罗炳辉又患上了胃肠炎遥 21
日早饭后袁罗炳辉乘大卡车赴临沂就医袁中午行至苍山县兰
陵镇时袁出现了虚脱症候袁警卫员急向在峄县尧临沂的领导
报告遥 刚到峄县的陈毅立即率山东野战军指挥部及新四军
二纵领导人赶赴兰陵镇探望遥陈毅赶来时袁罗炳辉已经难于
用语言和肢体表达意愿了遥 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急
忙紧急施救袁却已无力回天遥罗炳辉逝世时年仅 49岁袁他用
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誓言院野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
地牺牲小我的一切益处袁 最热诚全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
放而斗争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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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江淮的抗日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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