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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筹备一场红色藏品
展，笔者接触到一件特殊的藏品，
经过认真地整理、挖掘，逐渐被
这背后的故事所感染……

这是一封弟弟写给哥哥的家
书，写于 1947年 6月 17日晚 11点。

这是一封珍贵而独特的家
书。珍贵是由于写于 74年前的战
场；独特是由于这封家书不是写
在信纸上，而是写在一份史料未
曾记载的《人民战士画刊》的背
面。这份画刊由晋冀鲁豫军区政
治部于 1947 年 6 月 5 日在豫北出
版，为第二期，是目前所见的一份
单面石印的孤品画刊。

画刊背面的家书用毛笔写就，
落款——弟 子辉。

子辉是谁？他是哪里人？他姓
什么？他后来怎样了？……许多疑
问都不得而知。但是我们通过对信
件的梳理，还是了解了不少信息。

子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
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旅的
一名战士，26 岁，参加革命十余
年。这封信是子辉于豫北汤阴战
役结束后的一个月的整训期间，
写给堂哥的家书。巧的是《人民战
士画刊》也就在这时出版，传到了
子辉手中，于是他在前线缺少纸
张的情况下，利用这份画刊的背
面给他的堂哥写下了这封家书。
同时，由于这封家书，也为后人保
留下了这份史料未曾记载，堪称孤
品的画刊——《人民战士画刊》。

子辉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坚定
的政治思想——哥哥：时间不允
许我写封完善的信，边想边写难
免零星，这点要大哥原谅我。打罢
汤阴，意想不到能整训一个多月，
现在军事训练就要结束了，为了大
反攻的具体准备我们正展开政治
上普遍的检查阶级与封建思想，好
在未来的斗争中站稳立场、一心一
意，为人民服务，再以后的事你想
想就该不用我写明了。我是没有
挂念的人……在大反攻中我决心
尽我的所能为人民服务，哪怕牺牲
我自己，我都是毫不在意的……

表达了他视死如归的崇高精

神追求——在十多年来的部队生
活中，亲眼看到多少同志留（流）
了血，就是我现在牺牲了也没得
什么，假若我们走远了、牺牲了，
只要有人会替我安葬，养我的爸
爸，就是死也无惦念，也是愉快
的。……入夏来，我真受不惯平
地上的酷热，面临着未来的大反
攻，我就不得不轻装了。我捎来
这些东西有记生和我的两套单
衣，和我的夹大衣和铺毯，都麻烦
你帮我经理一下。你也该希望，
我也在希望。我用着了会再派人
来拿，这句话你会怀疑我怕死了，
不！我□□，我认为为人民事业
奋斗，是应该有这些准备的。

表达了他在激烈的战场上，亲
眼见到战友牺牲时痛苦而复杂的
心情——朱辉同志的牺牲是确实
光荣的。他是有名的参加大羊胡
战斗的英雄呀！我亲眼看到他头
天傍晚的出击雄姿，而且互相勉
励着奔上战场，我也看到他牺牲
后微笑的面孔，我把他在炮火下
装进棺材，让老乡抬着让通讯员
跟着去安葬了，我们为什么不去
亲葬呢，因为他在激战斗中牺牲
的，那时候战斗还在继续着。

在小家与大家、亲人与人民之
间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子辉的家
国情怀也在信中充分展现——大
哥呀：紧张的工作所迫，不允许我
来看你，因此我更不能去看伯伯、
伯母、哥弟们，也不能看看叔叔，不
看也罢，我忠忠恳恳的为人民服
务，这是我的大忠大孝呀！我多
写封信，就可以补救这些不足了。

信中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子辉
曾在延安度过一段令他感到美好
和难忘的时光——还有我在延安
时的生活日记你当宝贝一样给我
保存着，有顺人捎回家，帮我存起
来，这是我的心爱之物。

爱情、婚姻，对未来另一半的
要求，未婚的子辉也坦诚地向哥

哥做了表述——大哥，谢谢你对
我的关怀……今后我没有个爱劳
动、与我情投意合的女伴我绝不
会轻易提出婚姻的问题的。我不
羡慕人材的美妙，也不羡慕能说
会道，只要是爱劳动，对人诚恳，
不妨碍我的革命工作，疏通文字，
二十五岁往下的人我就会爱她
的，但是我现在并不着急，我以为
我二十六岁的人并不老呀！大哥
我就因为这样想，所以我虽无一
点引线，但我也不着急。你同意
我的想法吗？

在这封 1000 多字的信中，子
辉提到了多个名字，这也许对我
们下一步寻找子辉有一定帮助。
记生（可能是他的堂兄弟或侄
儿）、裴□（教科部的战友）、郭经
道（民运科长）、朱辉（参加大羊胡
战斗的英雄）……

随着对子辉家书的梳理，一个
可亲、可敬的子辉的“面貌”渐渐
清晰起来。他 1947年时 26岁，和
中国共产党同年诞生，如果他还
健在的话，也正好 100岁了。

子辉，我们很想知道你写完信
之后的生活。

子辉，我们好想找到你！

汤阴之战

汤阴之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3、6 纵队与国
民党军暂编第 3 纵队发生的一场
战斗。1947 年 5 月 1 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3、6 纵
队共 5 个旅进攻豫北重镇汤阴。
当晚以坑道爆破手段突破城垣，
激战至 2日，全歼国民党军暂编第
3纵队8000余人，俘司令官孙殿英。

高福庆 白嘉怡 文/摄

本报讯（记者 侯慧琴 通讯员 李
雅惠）“你们能上门来太好了，方便了我们
腿脚不便的老人……”8月 11日上午，迎泽
街道解南一社区的黄奶奶开心地说。为
了方便老人申请高龄津贴，社区工作人员
入户完成申请，受到居民认可。

“爷爷、奶奶，你们好！”当天上午，社

区工作人员来到黄奶奶家。黄奶奶今年
90周岁，老伴 92周岁，孩子们都已成家，不
在身边。他们的年龄符合申请高龄津贴
标准，但两人腿脚不太方便，前往社区办
理申请成了一件难事。社区专管员郭杨
得知老人的困难，专程上门帮助他们办理
申请手续和拍照填表等琐碎的事宜。这

样的上门服务使老人感到贴心、暖心。
据了解，高龄津贴申请即将截止，社

区摸底调查后了解到，该社区共有 70余位
符合高龄津贴申请的老人，但其中一些老
人仍未向社区提出申请，社区便逐一电话
通知。对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社区安排
工作人员入户上门帮忙完成申请程序。

本报讯（记者 阎轶洁）8月 9日
上午，陕西汉中刘先生、赵女士将一
面印有“热情为人民服务 真诚为群
众解忧”的锦旗邮寄到清徐县公安局
集义派出所，表达对该所民警、辅警
的感谢之情。

8月 5日下午，陕西汉中刘先生、
赵女士来到集义派出所，称与辖区内
温某因运费发生纠纷，导致温某将托
运货物从重庆拉回了集义乡温李青
村，二人与温某多次协商未果，因此前
来寻求帮助。集义派出所民警、辅警
接到求助后立刻详细了解事情经过，
联系温某到派出所解决。经过两个多
小时的耐心劝导，双方最终达成和解。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清徐县
高度重视、精心部署，有序推进、践行
见效，全县上下从党史中汲取奋斗力
量，学习动能迅速传递。集义派出所
民警以较之以往更强烈的使命感，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要内容，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好
事、办实事，更好地解决群众的“急难
愁盼”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赢得
人们的好评。

本报讯（记者 刘涛 侯慧琴）间隔一
米排成长队，每人手捧课本边排队等待边
看书……8月 11日上午，在成成中学（迎泽
校区），15岁至 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工作正在进行。此次接种工作由柳巷街
道铁匠巷社区牵头、迎泽区棉花巷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负责接种。当日，872 名符合
接种条件的高中生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现场设置等候区、预检区、登记
区、接种区、留观区，并在醒目位置放置指
引牌和简明预防接种图。在社区和学校志
愿者的引导下，学生们排队测体温、健康

询问、登记信息、核对信息、接种疫苗、留
观 30分钟，接种工作有条不紊。铁匠巷社
区干部介绍，为确保此次接种工作顺利完
成，社区和学校提前向家长、学生告知有
关事项，并安排接种场所及路线，对场所
环境消杀。同时，对社区和学校志愿者提
前培训，提前查验学生的行程码，校方还
反复叮嘱学生接种疫苗前要吃饱吃好。

棉花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崔丽
芳介绍，此次为学生们接种的是北京生物
生产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目前疫苗储备
充足，21天后再为他们接种第二针。一名

高三学生表示：“今天能在学校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很开心，感受到政府对学生们的
关爱，感受到身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接
种疫苗后，我们可以更放心地投入到学习
中。”

截至 8月 10日 24时，全市累计完成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 691.30 万剂次，接种
380.17 万人，其中 18 岁以上人口接种
373.16万人，15岁至 17岁人口接种 7.01万
人，18 岁以上人口一剂次疫苗接种率为
85.85%，15岁至 17岁人口一剂次疫苗接种
率为 52.79%。

一封写在单面石印孤品画刊背面的74年前的战地家书引发了
今天人们的好奇，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子辉”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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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警察尽职责
群众致谢送锦旗

成成中学800余名高中生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我市15岁至17岁人口接种7.01万人

申请高龄津贴 老人享受上门服务

1947年6月5日在豫北出版的《人民战士画刊》第2期。

写于《人民战士画刊》背面的《子辉家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