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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汝县解放前，匪霸王景全在临汝县境

内可谓无人不晓，名声很坏。

王景全幼年时家庭贫寒，他经常衣着破

烂，头上长着黄水疮，两孔鼻涕滴溜到下巴

上，看着让人恶心讨厌，人送外号“烂倭瓜”。

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却青云直上，成

为骑在群众身上拉屎拉尿的恶霸，这还要从

他的大哥王景元说起。因为家穷，王景全的

大哥王景元年轻时投靠镇嵩军，先后被提升

为排、连、营长，最后做了团长。后来王景元

脱离军队，回到临汝，借着战乱年代，王景元

又先后任临汝县城防司令，临汝、鲁山、郏

县、宝丰、伊阳五县联防主任，国民党临汝县

财委会主任，河南省参议员等职。王景元还

与国民党许昌专员吴协堂、河南省政府主席

刘茂恩、国民党十五师师长武廷麟等上层人

物私交甚好。有了这些资本，王景元巧取豪

夺，成为临汝县数一数二的大富豪。

凭着大哥王景元的财产势力，王景全也

豪横起来。他买枪、抢枪、招兵买马拉起土匪

武装，自称“王团”，在临汝县耀武扬威，不可

一世，行凶作恶。这时，别人再也不叫他“烂

倭瓜”，而改称他为“三大人”。有一回，国民

党一师长万殿尊向嵩县老家田湖镇运送50
支枪支和财物共30车，途中走到观上村南一
个小村，王景全闻讯，率人将其劫夺。万殿尊

自然不肯罢休，追查劫夺土匪。王景全的大

哥王景元赶紧出面说和，最后以赔偿万家银

两了结此事。而赔偿的银两却按丁银摊到当

地老百姓身上，王景全抢劫的枪支、财物全

归自己所得了。

最可恨的是，1 94 4年夏，日本人侵占了
临汝，日伪县政府委任王景全为自卫团团

长，王景全卖身投靠日本人，成了汉奸。做了

汉奸团长后，王景全多次攻打大峪抗日根据

地的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焦道生部队。一

次，八路军“皮徐支队”委派做统战工作的张

清杰同志到观上劝说王景元抗日。王景元没

有答应，张清杰走后，王景全就率人到汝河

岸边的下水磨村，抄了给张清杰同志带路的

李逢年家。日本投降后，王景全回到老家观

上村，继续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他可以随心

所欲的打死任何人，他的闺女嫁给一户姓李

的人家，后因病而死，王景全恼羞成怒，诬蔑

李家虐待了他的闺女，派人到李家又砸又

打，还强迫其女婿给他闺女披麻戴孝。

1 94 7年1 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临汝的
唐沟村与国民党青年军激战，王景全闻讯，

调集土匪数百人，在观上村的西大岭上设

防，准备一旦解放军路过，即开枪抵抗。结

果，当解放军一部从此路过时，王景全骑马

在阵地上耀武扬威，指挥土匪抗击，谁知刚

一接触，他指挥的土匪武装就五零四散，各

自奔逃而去，王景全骑的马也被打伤，几个

护兵架着他逃离阵地，返回老巢。

解放军并没有给王景全机会，不久就包

围了观上村。王景全组织土匪上寨墙上顽

抗，还没有守够20分钟，解放军就攻进村子，
土匪们有的弃枪投降，有的跳墙仓皇逃命。

王景全见大势已去，慌乱中扮作一个外科郎

中，混入百姓群里，从南寨门溜出。

王景全从前学过一些外科手术技艺，因

此才假扮个外科郎中，企图蒙混过关。谁知

竟为此被人识破被捉。

却说王景全乔装郎中，逃到一个叫对确

沟的小山村里，隐藏起来。次日早上，王景全

获知解放军还住在观上村，正在四处搜捕

他。王景全不敢久停，准备走山路进临汝县

城，去寻他的大哥王景元。他带着几个残匪

走到天黑，眼看夕阳落下西山，几个残匪走

得腰酸腿困，便提出找个地方住下歇歇脚再

走。王景全自己也走得疲乏不堪，也想歇一

歇身，就吩咐一个小土匪说：“去问问，这里

的山叫啥名！”

一会儿，小土匪回来说：“这儿的山叫砍

头山。”王景全一听，骂道：“他妈的，砍头山，

太难听啦！不准在这儿停，快走，再找个吉利

点的地方。”

一伙土匪又走了几里地，也没找到合适

的歇脚地。有个小土匪说：“这儿有座庙，叫祭

爷庙，咱不如在这住下。”王景全听说是祭爷

庙，说：“中，咱就去祭爷庙，当一回爷。”可是

真的找到那座残破的小庙，还未坐下，王景全

又觉不得劲儿，说：“祭爷庙，虽说是爷，可是

让别人祭拜的，谁会祭生人啊，不中，咱还得

再走。”小土匪们已经都走不动了，听王景全

这么一说，也不敢犟，只好打起精神又走了。

又走了两三里路，看见一个小村。一个

小土匪突然来了精神，对王景全说：“这个村

叫堡洼西庄，我有一个亲戚，住在这儿，不中

咱就住这儿算啦，眼看快半夜了。”

王景全也折腾得再也迈不动腿了，对那

小土匪说：“不能住你的亲戚家，解放军的人

鼻子灵，一旦知道你的亲戚在这儿，摸过来

就糟了。你去问问，这村里谁家宅子深，院子

后边有山，有事走着方便，咱就去谁家。”那

小土匪说：“这不用问，我对这儿熟悉，往村

中走不远，有一家姓梁的，家里院子深，后院

门临着一条山沟，咱们去住正合适。”

王景全点头答应，带着土匪们摸进了那

姓梁的院子。梁姓家的男主人见半夜有人闯

入，仔细一看认出是王景全来了，心中不快，

但也不敢阻挡，就把他们安排住进了西厦

房。王景全一伙落脚刚定，那梁姓男主人推

门把他的一个护兵叫出去了。两个人在院子

里嘀咕了一阵，护兵又进屋了，王景全警觉

地问：“他叫你出去说啥哩？”那护兵犹豫着

说：“他说，村西头住了七八个解放军，天黑

时就来了，这会儿正睡得香呢。那人说，怕出

岔子，来给咱说一下。但他说也不会出事，咱

们来得晚，和他们住的地方隔得也远，估计

他们也不知道。”

王景全听着，琢磨会儿说：“现在深更半

夜，再也没地方住了。这样，没事便罢，真要

有事，就说我是鲁山那边过来的李先生，治

跌打损伤的。明儿咱起早就走。”

王景全做梦也没想到，住在村里的那一

队解放军到后半夜时，有一个战士肚子疼，

直疼得滚上滚下的，带队的班长就问屋主

人，村里有没有郎中。屋主人说：“村里没有

郎中，不过听说东边梁家住个鲁山来的外科

郎中，不知能治咱的病不。”那班长也是病急

乱投医，说：既是郎中，麻烦你去把他叫来。

那屋主人来请时，王景全不敢不去，就

带上早已备好的治病工具，来到解放军住的

地方。他给那个患病的战士扎了几针，不料

效果还不错，针拔掉后，那战士的肚子就不

疼了。王景全也不敢多停，慌忙走了。

王景全走后，那屋主人吞吞吐吐地对带

队的解放军班长说：“刚才那个李先生，俺看

着像一个人。”解放军班长问：“你认识他？”

屋主人说：“他看着有点儿像王景全。”解放

军班长一下子精神起来，追问道：“你见过王

景全？”屋主人说：“过去见过一两回，认得不

准，不过真有点像王景全。”

解放军班长高兴地说：“我们到这儿的

任务就是搜捕王景全的，真要是他，你可为

咱立了大功啦！”说罢，急忙集合战士们，悄

悄包围了那姓梁家的院子。

王景全回到梁家，心神不定。正在这时，

忽然听见院门外一阵高喊：“王景全，你已被

包围，赶快缴枪，饶你条活命。”话音未落，一

阵枪声在夜空响起。

外边这么一响枪，追随王景全的几个土

匪慌了神，窜出了屋子，刚一出屋，有两个土

匪就被打翻在地死了。另外几个土匪翻墙外

逃，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人按翻活捉

了。王景全躲在西厦屋，不知所措。突然屋门

被人打开，几个战士一拥而进，用枪对准他

的头，喝道：“王景全，你被捕了。”王景全此

刻假装无辜说：“我不是王景全，我是鲁山

的，姓李，来临汝走村治病人的。”

几个战士说：“那好，李先生就跟我们走

一趟吧！”

王景全是个著名的土匪，附近村子的老

百姓几乎都认识他，因此一出门就露了馅。

解放军把王景全押到燕子河岸边的滕店村，

秘密关押，秘密审讯，想让他提供点大土匪

王景元的情报，也想追要他藏匿的枪支。但

王景全对王景元的情况闭口不谈，却谎称他

在观上老家的山坡上埋了一批枪支，愿意献

出来，让解放军饶他不死。

解放军派了20多个战士，趁夜晚把王景
全押着，到观上村起枪，结果在野外的坡岭

上转了半夜，也没有找到半根枪。战士们愤

怒极了，知道王景全在耍弄他们，便把他押

着往回赶。

王景全此时心里还在打着小算盘。他想

在野外拖时间，万一他大哥得知他被活捉的

消息，肯定会派人来救他。他人在野外，被救

的可能性就大。因此走到滕店村一个叫东坪

的地方，王景全见再走就仍然会被关起来，

便躺在地上死活不走了。

战士们见状，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一

阵刺刀将他戳死了。

王景全就这样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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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爆发后，接北京军区司令员

聂荣臻的命令，我所在的平原省警三团和

警二团合并到66军1 96师，准备入朝作战。
1 950年1 0月2 2日，当夜，我们从天津市出
发，坐火车到达丹东市。1 0月25日，当敌进
至鸭绿江边时，中朝军队即发起第一次战

役。1 0月26日，志愿军总部命令我团所在
的66军1 96师急速跨过鸭绿江，进至朝鲜
境内的龟城，阻击美军第2 4师及英军27
旅。接到命令后，我们团迅速投入战斗，连

夜袭击英军2 7旅。我们翻过一座山头，敌
人的炮弹连续打来，我趴在一个土坑里，

躲过敌人的炮弹。当夜，我们马副团长带

着三连长赵志学、副连长陈德山，连夜袭

击了敌人在河边的帐篷，消灭敌人32名，
缴获5支卡宾枪。这次战斗，打破了美国军
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涌现出了与敌人拼刺

刀的战斗英雄刘桃顺，他的英勇事迹在全

军进行通报表扬。

志愿军在云山以北地区和温井西北

地区首歼南朝鲜军第六师一部，并向温

井、熙川等地区展开攻击。1 1月3日，“联合
国军”被迫开始全线撤退，志愿军乘胜追

击，1 1月5日，敌撤至清川江以南暂时转入
防御，第一次战役结束。此役，中国人民志

愿军是在朝鲜战局极端严重情况下，急速

入朝投入交战的。中朝人民军队英勇奋战

1 3昼夜，共歼灭“联合国军”1 .5万余人，粉
碎了敌人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并

将其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获得初

战胜利。从而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获得

了对美作战的初步经验，为以后作战创造

了有利条件。

一天夜里，我们团克服重重困难，渡

过了结满冰块的清川江。我们团侦察参

谋薛成同志不幸踏上了敌人的地雷，献

出了他年轻的生命。我和参谋路有道行

军到清川江对岸的一座小房子时，天还

没有亮，敌人就开始疯狂地对这座房子

进行扫射，我们迅速撤离，进入树林中。

当时，敌人为了保存实力，按照美军将军

麦克阿瑟的命令，发现我军主力赶快撤

退。我军发现敌人后，迅速出击，一直追

到泰川安心洞村。敌人在两处山上构筑

工事，阻击我们前进。我们在玉米棚底

下，抓住两个敌人。被敌人发现后，我们

团三个营迅速出击，就在这个山沟里，与

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我们的战士具有

丰富的作战经验，战士们巧妙地利用地

形、地物，充分发挥火力优势。拿着炸药

包、手雷、爆破筒三个武器，向敌人的阵

地发动了猛烈进攻，夺取6个山头，消灭
了大量敌人。这一次遭遇战，我们587团
打出了军威，大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我

们虽然伤亡2 67人，但我们取得了战胜敌
人的成功经验，掌握了美国鬼子最怕夜

战、近战的弱点。第二天早晨，我们团长、

政委下令在树林里生火做饭，战士们吃

过早饭后，踏着冰天雪地向朝鲜“三八

线”进军。

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部队的后勤

供应难以保障。经过连续行军，战士们饥

寒交迫，在冰天雪地上顽强前进。经部队

首长同意，战士们向朝鲜老乡借来了两口

袋玉米，煮一煮用来充饥。因玉米豆没有

煮熟，战士们在行军路上拉起肚子。我们

的指导员冀子章、连长武先堂每人背3支
枪，鼓励战士们互相帮助，克服困难，坚持

到底就是胜利。天刚亮，我们还要上山，在

树林里隐蔽，防止敌人飞机的轰炸。这种

战争的艰难程度，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我们这一支人民的军队，是由毛泽东同志

培养出来的英雄军队，什么困难都是可以

战胜的。1 950年1 2月31 日，我们部队历尽
艰辛，终于到达突破“三八线”的前沿阵

地———龙沼洞村。

按照第三次战役的部署，第66军主
力的任务是分别从龙沼洞及马坪里、园

坪里地段突破，向济宁里方向进攻，会同

第4 2军歼灭南朝鲜军第2师。我们587团
奉命在国望峰及52 3高地以西、67 3 . 6高地
以北，约三公里的正面突破。第一步攻歼

龙沼洞、鸟舞洞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之敌；

第二步向官厅里方向进攻，与左邻第588
团、第586团围歼该地区南朝鲜军第2师
第32团团部、炮兵群及其以北地区之敌。
到达目的地后，继续向东南发展，占领修

德山，坚决截击可能南逃之敌和阻止敌

之增援。

战斗开始前，我们团长李英奎、政委

温藏宝、副团长吕瑞亭、副政委何建奎、参

谋长张茂生等同志开会研究由哪个营担

任主攻问题。一营营长赵福生、教导员王

东方与二营营长贾恩高争着当尖刀营，互

不相让。后来，温政委说：“还是由一营担

任尖刀营吧。”吕瑞亭副团长对我说：“马

清文同志，你爱写新闻稿子，跟着尖刀营，

可以看到战士的进攻动作。”我说：“好！”

当夜，我们采取夜摸手段，穿过了敌人的

铁丝网。侦察排长李振国同志在冰天雪地

里抓到敌人两个哨兵，用麻袋抬了回来，

经审问弄清楚了敌人在龙沼洞一线的兵

力部署情况。

根据敌守军兵力分散、工事不坚、疏

于警戒，且纵深地形隐蔽等情况，我们

587团以第1 、第2营为第一梯队，第3营为
第2梯队，于 1 2月31 日上午，向“三八线”
方向运动，占领有利地形。 1 2月31 日1 9
时，我团未经炮火准备，突然向敌人发起

进攻。当天2 0时，第2营占领国望峰。第1
营突破了龙沼洞阵地，占领了523高地。
2 0时2 5分，523高地守敌全部被击溃，第
587团直插敌人的纵深地带。23时30分占
领龙沼洞地区，敌大部溃退至加林南山。

1 951 年1 月1 日3时，第587团攻占龙沼洞、
鸟舞洞，完成第一步任务。6时许，第587
团继续向加林西北高地和7 4 8. 7高地以西
进攻，歼敌1 00余人。之后，迅速向官厅里
进攻。1 6时，占领官厅里南北地区阵地，
完成第二步任务。1 9时，石龙山方向南朝
鲜军第32团第1 营及第3营残部4 00余人，
由东北方向南撤至官厅里。第587团以第
2、第3营展开攻击，毙伤俘敌1 4 0余人。2 4
时，第587团进至修德山、中涧村和4 7 8. 7
高地地区，截断南朝鲜军第2师撤往济宁
里的退路，完成第三步任务。1 月2日，南
朝鲜军第2师第31 团900余人南逃，先后
退到中涧村，第587团以伏击和截击的战
法，将其击溃，俘200余人。3日搜山，又俘
敌2 00余人。此次东线作战，第587团消灭
敌人 1 300多人，缴获大炮6门，卡宾枪和
轻重机枪350支，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
的战斗任务。

在战斗过程中，由于我军和敌人交织

在一起，美军的飞机也无法轰炸。我们乘

胜追击，追到上下红积里。战士们太渴了，

我叫通讯员马上熬一锅稀饭喝，水还没烧

开，敌人200多人从山沟里冲出来，想夺路
逃跑。我们在雪地上披着白单子，又抓住

1 00多名俘虏。我让一名俘虏，站在台子上
向敌人喊话：“志愿军优待俘虏，只要交枪

绝对不杀。”一会儿，敌人又有1 00多人缴
枪投降。当天下午，我们开展了搜山战斗，

马副团长被敌人的卡宾枪打中腰部，被警

卫员背下山来，子弹取出后，进行了简单

包扎，又继续指挥战斗。我们1 97师的战斗
英雄、副营长王有根，浙江杭州人。1 951年
1月在第三次战役华岳里战斗中，他带领
一个连插入敌军纵深，割裂敌军防御体

系，歼敌4个连，缴获榴弹炮1 2门，荣立一
等功，受到志愿军总部的表彰。回国后，王

有根曾到清华大学作先进事迹报告，受到

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在这次三八线战役中，我66军3个师
和4 6军2个师参加了战斗，共歼敌35000多
人。这次战役，我部首先突破“三八线”，攻

占华岳山，瓦解了敌人的中线防御体系。

战斗结束后，我们可爱的志愿军战士

们和李团长、温政委，站在三八线的冰天

雪地上，化雪为酒，向着北京方向，祝贺毛

主席身体健康，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

强大。

当夜，我们又奉命进行了四次战斗。

在一个着火的村子里，我们二营六连隐

蔽在树林中，一个炊事员送饭，被敌人一

个炮兵校正机发现了，连续打了一阵炮

弹，牺牲了3名战士。贾营长发了脾气说
道，没打仗就死了3个人，太可惜了。我们
在穿插路上俘获南朝鲜的一辆汽车，释

放了汽车上的妇女和小孩。我们团2 7 00
人穿插到一个周围都是山，中间为平地

的一块山地里，准备与美国侵略军打一

场恶仗。我到三个营区检查防御工事后，

刚回到司令部，就发现了我们太行独七

旅的电台台长白冬艾。他奉北京军区命

令，带着一部电台跟着我们587团穿插来
了。我说：“老白，你也来了。我们解放战

争在一块，如今朝鲜战争又在一起了”，

我俩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后来，我们66军
奉命回国，我军的电台和通讯人员一律

交给26军，又打了5次战役。在谷山山顶
上，我和白冬艾握手告别，我给他一块香

皂，他不要。他说：“如果我牺牲在朝鲜，

你给我妈写封信，就说我为保卫祖国牺

牲在朝鲜了。”他在5次战役中，没有粮食
吃，就挖野菜充饥，一连吃了5~6天。他在
26军无线电任连长，授上尉军衔，后来转
业到云南景东林业局，当办公室主任，不

久因病在云南昆明去世。横城阻击战，66
军以1 96、1 97师向横城东南方向突击，并
参加横城反击战防御任务，毙伤俘敌

5062名。

活捉匪首王景全

难忘抗美援朝的日日夜夜（上）
□ 马清文

一人富人和一个穷人结成了朋友。富人请穷人吃饭，穷

人嫌桌子低，不方便。富人手一挥，命仆人拿来四个金元宝，

把桌子垫高了。穷人感叹还是人家有钱啊，垫桌子都用金元

宝！

轮到穷人请富人吃饭了，富人也嫌桌子低，不方便。穷人

一吆喝，让他的四个儿子趴下，一个支一个桌子腿，把桌子垫

高了，吃喝了一会儿，他又命令四个儿子：孩子们，转一转，让

你伯父大人捯菜方便！

这时，富人感叹：还是有人好啊，钱再多，不会转，有人才

会转啊！

讲述者：陈信义
整理者：陈 凝

民间故事

会转的桌子

（上接第2 94 0期）
后来，真正把这个产

品推向市场，还真是多亏

了习书记亲自从北京帮

我们找人，为产品打开了

销路。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
当年是如何帮你们打开

销路的？

张新立：习书记帮我
给北京的文艺家活动中

心一位同志打了电话，并

且跟他打好了招呼，让他

接待我。之后，他就安排

我去北京。临行前，习书

记嘱咐我说：“新立，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你这次去北京找的

那个人，他跟文艺界的联系非常多。关键是，他和一些单位的

舞台灯光设计人员很熟悉。通过他，可以把你们厂的产品推出

去。”

我到北京以后，很顺利地联系上了那位同志。他在文艺家

活动中心组织了一个“彩色灯光声控器研讨会”。当时，他把很

多单位的灯光舞美师都请去了，我就在这个研讨会上给这些

单位演示我们的产品，效果非常好。而且，那一年有一个很好

的契机，建国35周年大庆就要到了，我们这个灯光设备对增强
演出效果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后来，参加研讨会的单位，很多

都订了我们这个产品。

那一年，在建国35周年大庆的很多舞台上，我们的产品发
挥了很大作用，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人们议论说：“正定县的

几个农民，在舞台灯光控制方面搞出了这么重大的发明，在国

内首家推出这样的设备，真是了不起啊。”后来，为了鼓励我，

习书记还亲自给我颁发了一个自学成才奖。

但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怀疑和不理解。比如有两个北京

的单位知道这个产品以后，打算采购，拿了产品说明书之后，

就派人到我们厂来调研，他们看了我们简陋的厂房，觉得我们

这种条件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好的产品。然后，他们又到深圳、

上海转了一大圈，哪里都没有和我们类似的产品，后来还是回

到正定，在我们厂采购。厂房看着简陋，但我们确实是国内第

一个研制和生产声控灯光技术的厂家，从产品的电路、结构、

外形到说明书全部出自我们自己的手。

当时我们的硬件、营销等方面根本没有实力，就是有这么

一个产品。说实话，也多亏了习书记花了很大力气帮助我们，

我们的产品才能推向社会、发挥作用，工厂也得到了发展。

采访组：请问您是哪一年转为干部的？后来在岗位上又和

习近平同志有什么交集？

张新立：1 985年，我因为办厂的一些贡献和取得的一些成
绩，转成了国家干部，到正定县科协工作。同时，我和陆树棠还

一起办了一个业务员培训班。办这个培训班的初衷是：改革开

放刚刚开始，干部和群众对商品经济的知识还比较贫乏，培训

班主要是帮助大家学习一些常识。后来，我们把培训课程汇编

成了一套工具书，不是长篇大论地讲理论，而是搞成了一本比

较通俗易懂的业务员培训手册。

为了增加教材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就和习书记说：“能不

能请于光远先生写个序？”习书记说：“你们先给于光远的秘书

打个电话，把书稿提供给他们。”我们没有联系上于光远先生。

后来，习书记又想办法再次帮助我们联系。因为种种原因，后

来写序的事情没有办成。

采访组：1 985年，习近平同志调到厦门工作。临行前，您去
送他了吗？

张新立：是的。1 985年，习书记调到福建厦门工作。他走的
那天早上，我到县委去，一敲他办公室的门，张银耀把门打开

了一个小缝，对我说：“习书记正在吃饭，等一会儿吧。”我刚要

离开，正在吃饭的习书记一抬头，从门缝里看到了我，就说：

“新立，进来，进来！”

我进了屋，习书记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聊天，说了一会儿

话。几分钟以后，习书记吃完饭了，县里领导和县委办公室的

一些同志也都来送他了。大家帮他把装书的箱子搬上车，跟他

告别。

1 987年，我去厦门找过他一次。头两天，习书记去调研，我
就在住处等他，到了第三天，习书记回来了，抽出时间来见我。

我跟他汇报了一下这两年工作的情况，又和他拉了拉家常。之

后，我又在厦门待了两天。回来的时候，习书记自己出钱给我

买了机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一路上望着窗外的蓝天

白云，非常兴奋。我还清楚记得，那张机票是2 1 0块钱。
习书记后来到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我后来调到电子元件

厂工作，李亚平是厂长，我是副厂长。那期间，李亚平到福州去

看望习书记。习书记跟李亚平说：“你捎个信给张新立，请于光

远先生给他编的书写序的那件事，后来一直也没办好，我感到

很抱歉。”

听到李亚平带来的这句话，我心里百感交集：如果习书记

不提，这件事情我早就忘了。这本就是一件小事，只能是随缘，

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也很正常。但习书记把对我这个民间朋

友的承诺看得如此之重，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一直记在心

里，念念不忘。这是让我最感动的。（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