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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一位位革命先辈的英雄事

迹，一件件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一

个个革命家庭的成长历程，诠释着

红色信仰和理想追求，鼓舞

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

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

不懈奋斗。提到

红 色 ， 我 们

也会想到它是好家风的颜色，红色

家风指引我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让我们在成长中站得更稳、

行得更正，引导我们打好人生的底

色。

让我们踏上红色之旅，跟随革

命先烈的脚印，追忆当年过往，将红

色故事细细挖掘，让红色精神代代

相传。

即日起，《教育导报·家教周刊》

面向全省教育系统广大师生员工、

家长征集红色家风故事。

征稿内容
围绕“传红色家风 育时代新

人”主题，征集以下内容的稿件：

1.红色人物的精神传承和优良

家风，让红色人物的传家清风吹

进寻常人家，让优秀革命传统延

绵后世。

2.普通家庭学习红色文化，弘

扬革命传统的良好家风，以及红色

家风对其成长所起的作用，呈现优

秀家庭或家族的道德规范、传统习

惯、为人之道、生活作风和生活方

式等。

征稿时间
2021年4月——12月

作品要求
主题突出，情节生动，内容真

实，必须是原创作品，字数为 3000

字左右。

投稿邮箱
jjzk-2@126.com（来

稿标题请注明“传红

色家风 育时代新人”）

接过父亲手中的
“接力棒”

今年 75 岁的聂正远是啸口村土

生土长的一位农民，是这个烈士陵园

的第二代守陵人。自 1934年 10月红

军离开啸口村开始，聂正远的父亲聂

永奎便义务守护掩埋在这里的 3000
多名红军烈士，长达 48年。1982年，

聂正远从病重的父亲手中接过“接力

棒”，开始了长达39年的漫漫守陵路。

每一次有人到这里瞻仰烈士，他都会

义务担任讲解员，这个讲解员他一当

就是30多年，讲解了1000余次。

“每年清明节，还有过年的时候，

都会有人来，学生啊、老百姓啊、还有

些干部，他们好多人都不晓得这个医

院和烈士陵园的历史，我就给他们讲

讲，他们愿意听，我也愿意讲，我觉得

这些革命故事应该要传下去的。”聂

正远说。

数十年如一日，是什么力量支撑

着聂正远？他的回答是：“一床棉被！”

“1934年，红军来的时候，我的父

亲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感受到

红军为老百姓的精神，每天就跟着红

军跑，一心想加入他们。后来，我父

亲感染了肺炎，过去条件差，感染肺

炎基本就是等死了，但是父亲幸运，

红军把他收在了这个医院救治。你

想想看，那个时候药品好宝贵，那些

战士自己都不够用，还来救我父亲，

这在红军来之前，简直想都不敢想。

后来红军要转移，我父亲也想去，但

是病没有好，没去成。红军走的时候

去家里看我父亲，一张破床上垫了一

层谷草，上面再铺了一张烂席子，父

亲就睡在上面，有一个战士就把自己

的棉被送给了父亲，这床棉被父亲盖

了一辈子。父亲总是给我们讲，没有

红军，就没有他，更没有我们了。打

我记事起，父亲就给我们几姊妹说，

以后他百年归世了，后人一定要记得

红军对老百姓的恩情。”这个故事聂

老讲了几十年，到现在每每提起，眼

中仍然泛着泪光。

红色家风一代代
传下去

聂正远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影响，

父亲告诉他，埋在这里的烈士是为了

老百姓才牺牲的，一定要好好守护他

们。“现在一些节日，家人都去祭拜过

世亲人，可埋在这里的人可能亲人都

不晓得他们葬在这里，有些连后人都

没有，他们是为了我们才牺牲的，我

能做的就是守护好这片土地。”这是

聂正远心里许下的誓言。

后来，聂正远的事迹被媒体报道

了，慕名而来的人多了起来，周边的

一些学校、医院和机关单位也会邀请

他去讲一讲红色故事，他从不拒绝，

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他总

是满口答应，乐此不疲。

参加宣讲活动，聂正远有一条规

矩：不能拿好处。

无论在哪里宣讲，他从不收取任

何费用，即使有人送上门的慰问金和

慰问品，他也一律拒收。聂正远家里

并不富裕，有时候别人给的劳务费对

于他来说是不小的数目，但他从未动

摇过。他说：“我没有读过多少书，讲

不出来什么大道理，我做这些是因为

我觉得这是对的事情，不是为了得什

么好处，收了，就变味了。”

起初，在别人眼里，聂正远的这

种“倔强”是愚蠢的，就连家里人也不

能完全理解，儿女们还曾抱怨过：“送

上门的好处都不要。”聂正远知道后，

严厉训斥了儿子聂长周：“要是没有

红军，能有现在的我们吗？共产党对

我们老百姓这么好，问你要好处没

有？如果凡事都要讲好处，那我们这

个国家还咋发展？我们还咋教育后

人？做人要实实在在，做事要踏踏实

实，好生念书，当个能为国家作贡献

的人，才是正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坚持了一

辈子的事，聂长周终于慢慢理解了。

这种“倔强”也从聂正远的身上浸润

到了儿孙身上。

聂长周是一位农民工，从事建筑

工作已有 10余年，在工友们眼中，聂

长周是一个很倔的人。

“有时候工地为了赶工期，时间

紧，有些无关紧要的地方有点小问题，

只要不影响安全和质量，工头就会将

就，大家都没有意见，但在他那儿就不

行，必须要整得扎扎实实。”同村的工

友说，“起初大家还是有怨气的，毕竟

谁也不想麻烦，都想快点做完多挣钱，

但是，后来我们才意识到他是对的，受

他的影响，我们同路的这一伙人也就

都越来越‘倔’了。也正因为这个原

因，去年受疫情影响，好多人都没事

做，我们从来都不缺活儿干。”

对于这样的评价，聂长周很自

豪，他说他的这种“倔”是父亲教给他

的安身立命的本事。

而在孙子聂自强、孙女聂黎眼里，

爷爷身上的精神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以前爷爷对父亲说的话，现在

父亲又说给我听了，爷爷身上的精神

传到了父亲身上，现在又传到了我的

身上，以后还要传到我的孩子身上，

这种闪烁着金子般光芒的红色精神

值得一代一代传下去。”刚毕业工作

不久的聂黎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她

说，这种自信正是来自于一家四代的

精神传承。

每年清明、春节前夕，聂正远都

要带上儿孙来给红军烈士扫墓、提土

垒坟、擦无名烈士纪念碑、插小红旗，

缅怀先烈。加上会不时返家帮着自

己的儿子聂长周及孙子聂自强、孙女

聂黎，聂正远一家祖孙四代守护忠骨

长达80余载，这种红色家风也传承了

80余载。

红色精神在故事
中“流淌”

在啸口村，很多人都是听着聂正

远讲的故事长大的，现任通江县长胜

小学副校长的吴华军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听着聂老的故事长大的，

小时候不懂，只觉得听故事有趣。我

参加工作 20年了，党龄也快 10年了，

支撑我始终如一遵守党纪的，正是聂

老那些红色故事中的精神力量。”在

吴华军身上，有很多地方都渗透着聂

正远身上的精气神。

2008年，通江县长胜小学迁址到

了啸口村，学校离聂正远家只有一公

里。每年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全体

师生到烈士陵园祭奠英烈，并开展系

列红色教育活动，从此，聂正远又多

了一个身份——长胜小学红色教育

辅导员。

“聂爷爷小时候条件不好，没能多

上几年学，现在时代好了，党和国家的

政策这么好，你们一定要努力读书啊，

增长知识，做个有学问的人，将来为国

家多作一点贡献才好呢！”这是聂正远

对孩子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为了更好

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学

校利用“国旗下的讲话”，开设了“红

色故事汇、党史照我心”主题教育课

程，特邀聂正远担任主讲老师。

每周一，聂正远总会准时来到学

校，和孩子们一起参加升国旗仪式，

然后给全校师生讲一讲红色故事。

“他入狱的时候还不到一岁，牺

牲的时候还不满九岁，一生收到最珍

贵的礼物是一小截铅笔，到死的时候

都紧紧攥在手里……”这是聂正远在

4月19日的主题教育课上给孩子们讲

的《小萝卜头的故事》，素材取自“人

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给孩子们上一堂课，聂正远常常

需要准备一周的时间，不会用智能手

机找素材，就找儿孙帮忙，向周围的

年轻人请教，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

“刨根问底”。

“我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很多

故事细节刚刚还记得，转头就忘了，

但是给孩子们讲的课，马虎不得，要

认真备课的，孩子们喜欢听，我不能

乱讲，不好误人子弟的。”聂正远手

里，一个用旧作业本制成的“备课本”

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聂爷爷，您再给我们讲个故事

吧！”每次主题教育课程结束后，孩子

们总喜欢围在他身边，缠着想听他再

讲一讲。在孩子们眼中，这个慈祥的

老人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孩子们听得

津津有味，红色精神也就流淌在这些

故事中，润物细无声。

如今，啸口村像吴华军这样的人

越来越多，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将这

样的红色精神传播着，而聂正远的故

事也在继续讲述着，一代又一代，一

年又一年……

“传红色家风 育时代新人”
征 稿 启 事

一床棉被，温暖八十年；一句誓言，传承四代人——

家风很简单，一代做给一代看

3月31日，通江县瓦室镇啸

口梁川陕省工农总医院旧址前，

聂正远正在向通江县长胜小学

的孩子们讲述曾经发生在这所

医院的感人故事。

“1934 年 2 月，红军来到了

这里，建了这所医院，那时候像

空山战役、万源战役……受伤的

这些伤员都在这个医院里治

病。截止到1934年10月，红军

转移到沙溪王坪，这里前前后后

总共医治了26000多人，有些死

去的红军战士，就葬在这边上的

烈士陵园里，总共有3000多名红

军烈士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聂正远是通江县长胜小学

的校外辅导员，祖孙四代守护着

长眠于啸口梁的3000余名红军

烈士，红军的故事、红军的精神

在他的讲述中一代代传承着。

休刊启事
《教育导报·家教周

刊》5 月 1 日休刊，5 月 8

日恢复出报。

■ 吴高峰（图片由通江县长胜小学提供）

传红色家风 育时代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