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1 年 7 月 2 2 日 星期四本版责任编辑 储勇 徐缓 版式设计 张丽 7法院在线·红土地

红红 土土 地地

本本 栏栏 责责 任任 编编 辑辑 ：： 徐徐 缓缓

法院在线

六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协办

本栏责任编辑 储 勇
E— m a i l : w x r b c y @ 1 2 6 . c o m

大约是在1947年的8月，刘伯承、邓小平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率领晋冀鲁豫野
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
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正是八月桂花盛开的季节，刘邓大军有
支部队经过双河，其中有一个班的战士住在
我家，准备休整三天。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在
懵懂的记忆中不太清楚，有很多事还是后来
听父母说的。

这个班的战士共有 10人，大多数都是年
轻小伙子，态度随和，可亲可爱。

老班长姓赵，山东济南人，40多岁，一脸
络腮胡子，大伙都叫他赵胡子。他的最大嗜好
就是吸烟，但他不吸纸烟，吸的是原汁原味的
烟叶。他有点像毛主席吸烟，就是把烟叶搓
碎，用牛皮纸卷成一个烟卷。他风趣地说：“我
吸的烟是‘毛主席牌香烟’。”他把烟卷刁在嘴
上，向我喊道：“小鬼，快来给我点烟。”我只好
乖乖走过去，接过火柴，“哧啦”一声，为他点
上烟。班长眯缝着双眼，使劲吸上一口，好半
天才从嘴里吐出烟柱。这烟柱像一条青龙，打
着圈，盘旋而上，最后弥漫在整个房间里。

家父本来是不吸烟的，哪知遇上了这个
赵班长，非让父亲陪他吸烟不可，结果父亲吸
烟真上了瘾，便一发不可收拾。不过，父亲后
来吸的是通过人工加工而成的，就是正宗的

“双河毛烟。”
父亲和班长每天都会盘坐在地铺上或者

凉棚下吸烟。他们一边吸烟一边侃大山。老班
长一谈起打仗的事精神就来了，他说最喜欢
的是与小鬼子拼刺刀，给他个刀刀见红，决不
含糊。见小鬼子跪地求饶“嗷嗷”大叫时，他就
反过来，来个“哈哈”大笑。

班里有位小伙子，大约20岁出头，长得白
白净净，细高的个子，一身绿色军装穿在身上
非常合体。我问他姓什么，他不说，只说他的
姓是两横两竖，让我猜。我不认识字，怎么猜？
后来见班上战士都叫他小亓，我才知道他姓
亓。

小亓比我大十来岁，他特别喜欢我，我也
很喜欢他。他在我家只住了三天，每天都让我
陪他睡在一个地铺上。一天晚上，他向我讲了
一个捉特务的故事：一天夜里，轮他站岗放
哨，正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一个黑影在不远处
一闪而过，小亓警惕地举起了枪，扣动扳机，
大声喊道：“站住，什么人？再跑我就要开枪
了！”那个人真的站住了，小亓警惕地走近一
看，是个蒙面人。当小亓揭去面纱后，发现还
是个女的，女特务。带回营地审问，女特务便

一五一十交待了一切。她说：“我是国民党军
派来的特务，任务是摸清营地周边情况，来个
偷袭，哪知刚进村就被你们抓个正着。”小亓
把女特务关进一间草房里，这时小亓才看清
这个女特务长得相当漂亮，年纪也与小亓差
不多。女特务也看清了小亓，被小亓的英俊所
吸引。向小亓哭诉说：“我是本地人，是被国民
党军逼来当特务的，只要你放了我，今后我就
跟着你，我也要当解放军。”小亓说：“别跟我
来这一套，用美人计来麻痹我！解放军有严格
的纪律，就是一辈子打光棍也不会娶你这种
人。”女特务碰了一鼻子的灰。

还有位小伙子，我真的记不起他的名字
了。他在参军的头天晚上，母亲把他叫在身
边，对他说：“孩子，娘已给你提了亲，就是村
东头张家的三丫头。等你打完仗，全国都解放
了，就回来娶媳妇。可现在不行，国民党反动
派没消灭，国家就不太平，人民就得不到安
宁。”“妈要我在部队里好好干，
多杀敌人，等到全国解放了就转
业回家，把媳妇娶进门，好好过
日子。”说完就从上衣口袋里取
出了媳妇相片。他媳妇真的很漂
亮，扎一对小辫，洁白的皮肤。我
想，这位小战士肯定很想媳妇，
但为了解放全中国，舍去了自己
的小家利益，这就是我们最亲的
人——— 人民子弟兵。

这个班的厨师姓刘，他很有
趣，每次饭烧好后，就拿着头盔
站在大门口，等到吃饭的号声一
响，他就敲起头盔，当—当—当，
并大声喊道：“赶快来呀，分口粮

！”
我家有一口煮猪食的大锅，

母亲把它清洗干净后，刘师傅就
用这口大锅煮饭，刚好够一个班
的战士吃饭。吃的菜是购买当地
的蔬菜。母亲把她种的菜全部送
给了刘师傅。可能部队里生活很
艰苦，在我家住的三天当中，从
来没见过战士们加餐。

这个班的战士们真是多才
多艺，有会吹口琴的，有的会拉
二胡，还有个战士会口技，他学
的鸡鸣狗叫声惟妙惟肖，像极
了。

三天休整时间很快就到了。
这天早上，战士们起床后，首先
把自己背包扎好，接着就是打扫
卫生，把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
净，再把水缸挑满水。

集合的号声响了，战士们整
齐地站在各家门口，按照统一规
定的序列插入到应该站的队伍
里。然后在首长的指挥下，迈开
大步，唱着雄壮的《解放军进行
曲》，像一条巨龙，前面见不到队
伍的头，后面见不到队伍的尾，

浩浩荡荡离开了双河，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乡亲们都站在路的两边，望着最亲的人

从身边走过，把鸡蛋、玉米棒、糍粑一个劲地
往战士的手里塞，可没有一个战士接受，只是
不停地说：“乡亲们谢谢，乡亲们谢谢……”老
大娘们流着泪，拉着战士们的手说：“孩子，你
们一定要平安回来，我们等你们回家。”

家父却耍了个小聪明，头一天就买好了
一包毛烟，偷偷把它放进老班长的挎包里，心
想，这回看你还怎么退？父亲有点沾沾自喜。

送走解放军战士之后，父亲回到家里，却
在缝纫机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信，信上写道：

“三天来住在你家，给你们添麻烦了。留下的
这些钱，是我们的买菜钱和老班长的毛烟钱，
请你收下，再见。”

父亲拿着信和钱，望着已远去的解放军，
泪流满面，自言自语地说道：“真是人民的好
子弟兵呀。”

1959年12月5日，零下15度的首都北京滴水成
冰，天寒地冻，但解放军总政八一礼堂却温暖如
春。来自全国各地铁道兵文艺团体的2000多名文
艺战士，聚集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全国文艺调研。虽
然远离我已过去60个年头，但我仍然记忆犹新，
历历在目。

我于1958年3月应征入伍来到福建前线，能
够代表福建省文艺队进京参加这样的盛会，我感
到多么自豪和荣幸啊!当福建特快列车拂晓到达
北京东站时，我从车箱里一眼看见站台上挂着的
条幅:“热烈欢迎劳苦功高的铁道兵战士进京文艺
调研”。

我们下了火车坐上崭新的大客车，大客车开
进了总参招待所。我们到达北京的第三天，全国铁
道兵文艺调研在总政八一礼堂拉开序幕。经过半
个月的各省代表队精彩演出，充分体现了铁道兵
战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奉献精神，为修建全国铁路运输大动脉立下汗
马功劳。

文艺调研进行到第十六天接到主委会的通
知，明天是全天联欢日，规定每个省代表队只出一
个节目。当报幕员来到话筒前说道:下面由江苏代
表队演出，请福建代表队做好准备，我激动得心跳
不停，因为福建代表队的节目需要在前台演奏伴
奏，并落实到我的头上。在江苏代表队演出结束
时，大幕落下，我手提二胡来到舞台中央坐在椅子
上，就在大幕拉开的瞬间，舞台上的聚光灯全部打
开，把我照在光环之中，此时台下开始议论纷纷，
很不平静，大家议论的焦点是，这样全国性质的文
艺调研，为何福建代表队用了如同毛孩般的新兵，
而且又是单独一人在前台演奏，太不可思议了。

报幕员和毕竞同时来到舞台，面对话筒说道:

下面由福建代表队演出京剧清唱《红娘送书》，演
唱者毕竞。毕竞是新加坡华侨毕如生的
女儿，毕如生是著名的京剧票友，毕竞
从小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因此对京剧
艺术颇有造诣。为毕竞伴奏的是该队乐
队分队长李金生同志。李金生九岁学

琴，十二岁在茶馆酒店为京剧票友伴奏，当地称他
为琴童。

报幕员报完幕转身下场，毕竞面带微笑向台
下观众深鞠一躬，然后向我点头示意演唱可以开
始。我立即起弓奏起前奏过门《南帮子》。当音响里
传来清脆悦耳的二胡声，台下立刻鸦雀无声，大家
深深被我的琴声而震撼，待前奏过门拉完，毕竞面
带微笑，伸出兰花指，起动柔唇唱到:“一封书当作
了婚姻媒证，老太太有严令去请张生，日初出春薄
寒绿窗人静，待红娘在门外轻咳一声”。当最后一
句唱完之际，全场暴发起雷鸣般的掌声。毕竞展开
双臂频频向观众点头致谢并转身下场。这时台下
又响起热烈的掌声，报幕员及时上台拦住毕竞，并
说道再演唱一首《红灯记》选段。

当第二段唱完，台下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这
时我从坐椅上站起来和毕竞一同走下后台。全队
人员一下子把我和毕竞围在中间，大家都为毕竞
演唱获得巨大成功而欢欣鼓舞。此时的我满脸是
汗，当我去掉军帽，头上冒着一股一股的热气，大
家看我热成这样，有5位队友掏出手绢一齐递了
过来让我擦汗。28岁的毕竞女士已经是团长太
太，但此时的她像个顽皮的孩子，又是蹦又是跳，
别提多高兴了。毕竞来到我的身后，拦腰把我抱起
来转了三圈然后放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糖，
亲手剥去糖纸填进我嘴里，我深深地陶醉于胜利
的喜悦之中。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心中就会感到无限
的自豪和兴奋，但同时又感到忧伤。想当年我们文
艺队在福州集训时，福建省各个市的大舞台都去
演出过。现如今我们分手60年之久，早在5年前我
写信到福建日报社寻找毕竞和绕碧如，又写信到
贵州日报社寻找肖德安，但都石沉大海。我多么想
见到她们，再次为她们伴奏京剧段子!

解放军曾经住我家
周继章

战友啊 !你们在哪里
李金生

本报记者 陈力 摄

金金寨寨县县革革命命烈烈士士纪纪念念塔塔 张张光光照照 摄摄

奋斗百年路 再创新辉煌
红色记忆

本报讯(涂娅 薛冬梅)为服务和保障
六安绿色振兴、赶超发展战略，更好地促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新阶段现代
化幸福六安建设，近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
台《中共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充分发挥
法院职能作用 服务和保障六安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主动对接市委、市政府部署战略，围绕
六安经济社会发展，找准法院服务和保障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
点，明确了3个方面18条具体举措。

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服务保障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意见》指出，始终坚持“党
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司法服务保障就跟
进到哪里”的工作思路，积极回应高质量发
展的司法需求，强化服务保障的职能担当，
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前瞻性，从立案、审判、
执行、司法服务等各个环节提供精准服务，

统筹推动司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全市法院站在新时代
和全局的高度，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有力司法服
务和保障。

明确工作重点，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
法治环境。《意见》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全市法
院紧紧围绕六安经济发展战略部署，能动司
法、协同司法，细化审判执行12个方面具体
内容。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切实保障当事
人诉权；加强诉讼服务工作，提供优质便捷
高效司法服务；加强刑事审判，推动更高水
平的平安六安建设；做好民生司法保障，增
进民生福祉；加强商事审判，依法营造良好
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审判，防范化解
重大金融风险；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助推六

安加快迈向创新型城市行列；加强环境资源
审判，助力打造更高质量长三角地区重要生
态屏障；加强行政审判，促进法治政府建
设；加强执行工作，推进诚信六安建设；做
好疫情常态化防控，保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农
村农业现代化建设。通过积极作为，有效服
务，最大限度实现执法办案“三个效果”有
机统一。

强化系统思维，推动形成服务保障强大
合力。《意见》要求，要坚持党的领导。对司
法服务保障过程中的重大工作决策，及时向
党委、政法委报告，建立完善重大事项报告
制度和沟通协作机制。全市两级法院党组切
实落实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主体责
任，推动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实。要强化组织
保障。六安中院党组统筹部署协调本院和辖
区内法院服务和保障六安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工作，院办公室负责日常协调督促工
作，审管办及其他相关部门协同配合。要坚
持正风肃纪。持续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和
队伍教育整顿成果，不断增强法院干警政治
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抓好队伍教育整
顿成果转化，持续整改问题，坚决防止顽瘴
痼疾死灰复燃。坚决执行制度，把全面从严
治党、从严治院要求落到实处，不断净化法
院政治生态，建设一支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的司法铁军。

为进一步推动《意见》的落地生效，《意
见》每一条具体举措都明确了责任领导和责
任单位(部门)，要求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单
位(部门)明确工作方向，对标对表各项重点
工作，细化责任举措，逐项分解任务，层层
抓好落实，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市法院出台18项举措服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朱传忠 记者 储勇)“太感谢执行法官了！谢谢你

们帮我们讨回了拖欠两年之久的工资款！”7月16日，在收到被拖
欠的工资款后，申请人汤某等对法官连声感谢。

自2016年1月起，申请人汤某等4人陆续进入到被执行人六
安某服饰洗染有限公司工作，但被执行人没有按时足额发放工
资。至2019年8月，已累计拖欠工资款近12万元。汤某等人多次
与被执行人协商，要求支付工资、补缴社会保险费用、支付经济
补偿金等，但均没有结果。后汤某等人向金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裁决支持了汤某等人的诉讼请求，但被
执行人没有按照裁决结果履行法律义务，汤某等人向金安区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阶段，执行法官依法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但被执行人仍没有及时履行义务，法官
通过网络查控也没有查询到可供执行的财产。后法院依法将被
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史某、监事陈某追加为被执行人，并对其采
取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冻结名下银行账户等执
行措施，并依法扣划了他们名下存款。在强大的执行压力之下，
史某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表示愿意尽快履行义务，但需要
一段时间筹款。看到史某态度比较诚恳，执行法官在和申请人沟
通后，同意给其一定的筹款时间。

7月16日下午，在筹到足够的款项后，史某主动来到法院，通过微
信转账的方式，将尚欠的7万余元工资款足额支付给了汤某等人。

金安区法院：

执结四起涉农民工工资案

金寨讯(刘 颖)“黄法官，你好，我发现董某回家了，你们快
来啊。”7月8日中午12时20分，正准备下班回家的金寨县法院法
官黄守曙接到申请人罗某的电话后，立即冒雨奔赴现场。

董某系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被执行人，涉案标的220万
元。案件立案执行后，董某电话联系不上，承办法官多次前往董
某家中，均未发现其踪迹。据了解，董某常年在外做生意，偶尔才
回家一趟，这使案件一度陷入困境。接到申请人罗某的电话后，
承办法官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组织人员奔赴现场，并叮嘱罗某
暗中观察，不要“打草惊蛇”。

执行干警一行到达董某家中后，其大门紧闭，敲门不应。雨
越下越大，打湿了执行干警的衣服，淹没了执行干警的敲门声，
但干警们并没有放弃，使用扩音器继续喊话，半小时后，迫于执
行威慑，董某终于开门。董某被带到金寨县法院后，仍拒不履行
还款义务。承办法官依照法定程序带其进行核酸检测、体检，准
备送拘。一系列的流程后，击溃了董某最后的心理防线，他乞求
承办法官不要将其送拘，并表示会立即联系家人履行还款义务。
就这样，220万元案
款全部执行到位，
案件成功执结。

次日，申 请人
将一面写有“热情
服务 高效执法”
的锦旗送到执行法
官的手上，感谢法
官伸张正义、全心
全意、为民司法。

本报讯(杨劲松 记者 储
勇)“案子这么长时间了，我本来
以为没有希望了，现在居然执行
到位了，很开心，也很舒心，了却
我的一桩心事，感谢你们！”近日，
申请人柴某在接到霍山县法院承
办法官的领款通知激动地说。

申请人柴某的丈夫郑某生前
承建了张某的厂房建筑工程，工
程竣工后交付使用。后郑某因病
去世。经结算，张某尚欠郑某建房
款及工资共计8万余元，并向柴
某出具欠条。柴某多次催要，张某
分文未付。2012年，柴某起诉至
霍山法院，案件经审理判决，张某
需支付柴某建房款及工资82340

元。判决生效后，郑某未在规定期
限内履行还款义务，柴某遂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张
某下落不明，案件一时难以执结，
只能进入终本程序。

案件终本后，执行法官始终
未放弃对该案的执行，在组织开
展的各类执行行动中，多次查找

被执行人张某下落，并定期通过网络对张某的财
产信息进行查询。今年6月，在例行查询时，执行
法官发现张某有银行存款6万余元，遂恢复案件
执行，并立即冻结、扣划了该银行存款。一直未曾
露面的张某发现账户被冻，主动联系承办法官。
法官告知其如不主动履行义务，将对其采取相关
强制措施。张某遂来到法院与申请人柴某进行协
商。双方最终达成和解，被执行人张某支付包括
建房款、工资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共计11万
元，柴某自愿放弃部分利息；除已扣划的6万余
元，余款张某一次性还清。

7月6日，随着余款全部发放给申请人柴某，
这件拖欠了近十年的案件圆满执结。

本报讯(张 国)考虑到申请执行人
台某因伤行动不便的实际情况，7月12日
上午，叶集区法院执行干警一行来到台
某某位于史河街道东楼村的家中，在病
床前办理了这起案件。

2020年，台某在叶集某木业公司从事
热压工作时，不慎掉进热水池中，造成全
身烫伤面积达70%以上，双方就医疗费、赔
偿款等问题诉至法院，法院判决木业公司
赔偿台某医疗费等共计90余万元。

今年7月初，台某代理律师至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立即传唤了叶集
某木业有限公司。考虑到台某烫伤严重行
动不便，执行干警要求叶集某木业有限公
司一起到台某家中解决纠纷。

当天，在台某某家中，叶集某木业有
限公司当场提供了已赔偿60余万元的转
账记录，并在执行干警反复做工作后，当
场承诺尽快将剩余30余万元赔偿到位。
最终，双方在病床前达成了执行和解。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市法院举行“永
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红歌
赛。全院13个党支部分别组建
13支队伍参加比赛，现场气氛
热烈，既有慷慨激昂的支部大
合唱，也有嘹亮动听的单人演
唱，选手们饱含真挚之情，抒发
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歌颂党的
辉煌成就，展现新时代政法干
警的初心与担当。同时，来自基
层法院的6支队伍带来红色经
典朗诵、讲红色故事、大合唱等
精彩表演助阵添彩，展现了全
市两级法院之间的良好互动。

万克菊/文 俞琨/图

声声颂歌
献给党 金寨县法院：

冒雨出击执行到位2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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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集区法院：
司法为民落实处 病人床前把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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