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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达根曲离世后不久，一首由原
理塘县政协秘书长周祖鹏书写的《赞
阿达根曲老党员》的诗，在理塘县干
部群众的微信群、朋友圈广为流传：

“阿达根曲好儿女 党的雨露把你
培 吃水不忘挖井人 你把党来比母亲
雪域高城显本色 鞠躬尽瘁保太平 党
的丰碑有你铸 离世永记党的人”

虽然岁月带走了他鲜活的生
命，却带不走他对党和人民一腔赤
诚传递出的正能量。

自1982年阿达根曲从理塘县粮
食局副局长一职退休起，他时刻不
忘“做好人好事，为人民服务”的信
念。逢年过节必定会给敬老院、学校
送上慰问金，为老人们添置点生活
必需品、给孩子们买点学习用具。更
不必提，为汶川大地震、芦山地震、

新冠肺炎疫情等各项救灾、抗疫工
作交纳的一笔笔“特殊党费”。对此，
大家习以为常。

长女王永革替父亲留存了不少收
据。票据所写的金额随着漫漫时光，从
几十元、几百元逐渐增长至千元，“父
亲平日里爱收集废弃纸板、爱捡旧衣
服，就是不爱存票据。时间长了，票据
容易遗失。现在根本无法统计他老人
家到底捐了多少钱！”王永革说。

“但凡国家遭遇灾情，根曲老阿哥
总是第一时间联系我捐款。坚持每年
以个人名义给学校‘送钱’的，据我所
知就老阿哥一人，孩子们都喊他‘爱心
爷爷’！”80岁的理塘县老干支部党委
书记小甲他，与阿达根曲相识60余
载，谈起阿达根曲，老人感叹不已。

言语困难、手脚无力，甚至半身

不遂，最近六年多时间里，阿达根曲
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可即便如此，
除了热衷捐款献爱心外，攒万元党
费、过组织生活、翻看老照片是老人
无论何时何地依然固执坚持直至生
命尽头的特殊嗜好。

子女们都知道，父亲生前最在意
的，是一个深褐色的小木盒，盒子被放
在紧挨墙壁的床榻一侧。每隔一段时
间，阿达根曲便会取出小木盒，一面数
数已攒的钱，一面放进新攒的钱。

看着日渐丰厚的积蓄，“父亲乐
乐呵呵的，眼里仿佛都有了光！”王
红兵至今心绪难平地忆及，“这是一
笔带着父亲温度的党费，所以我们
子女在代为上交党组织的那天，给
它系上了洁白的哈达——代表父亲
的心迹：永怀一颗追随党、服从党、

忠于党的赤子之心！”
提起阿达根曲弥留之际“攒党

费”的举动，小甲他红了眼眶，由衷
地竖起大拇指，“最热心的老阿哥，
最忠诚的老党员！他这哪里是在交
党费嘛，他分明是把这笔党费交给
自己毕生的信仰和信念！”

原理塘县档案局局长、理塘县
离退休干部驻泸定干休所党支部书
记舒先荣，谈到阿达根曲这位支部
里年龄最大的党员时充满敬意地
说，“老人家晚年夏秋多居理塘，冬
春常住泸定，行动不太方便，但每次
我们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只要身
体条件允许，他都会积极参加。”

今年7月，理塘县离退休干部驻
泸定干休所党支部开展了一次“庆
祝党的百岁生日”组织生活，阿达根

曲让子女用轮椅推着他前来参加。
舒先荣有些哽咽地谈到当天的

一个细节，“大家齐唱歌曲《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阿达根曲坚
持自己起立，颤颤巍巍地倚靠着桌
子，一直拍掌应和，直到整首红歌结
束，方才瘫坐在椅子上，好多老同志
感动得热泪盈眶。”

如果说光阴也能被收纳，令阿
达根曲最为自豪的——那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应该也会存放进他心爱
的小木盒里，紧挨着见涨的党费。

盒子里，一本省委党校毕业证
书、一份省公安劳模事迹书、一张粮
食局副局长任命书、一纸退休干部
通知书……大致勾勒出这名“生在
旧社会 誓死跟党走”的藏族汉子平
凡而又璀璨一生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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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数次脑梗死，8
月4日，96岁高龄、光
荣在党65年的老党员
阿达根曲离开了人世。

8月23日，理塘
县委直工委接待了阿
达根曲的四个孩子，
四姐弟递上一条洁白
的哈达，还有一万元
现金。“他们专程前来
圆父亲的遗愿——替
阿达根曲老人向党组
织交上最后一笔一万
元党费！”理塘县委直
工委“90 后”工作人
员周伟说，这是迄今
为止，该部门接收过
金额最高的一笔个人
自愿交纳的党费。

这笔一万元党费
是阿达根曲攒了多年
的零用钱，凝结了一名
老党员对党的深情，也
表达了一名涉藏地区
老干部对国家的深情
厚爱。

“父亲在世时总
说，这辈子，中国共产
党是他胜似亲人的亲
人，把他从一个旧社
会的贫苦娃子，培养
成为新中国的国家干
部，还让大家都过上
了丰衣足食的好日
子！”9月6日上午，阿
达根曲的四名子女向
记者深情回忆父亲生
前的点滴。

在“世界高城”理塘，怀揣满腔
赤诚，阿达根曲开启了人生又一征
程，一扎根就是一辈子。从州公安处
下派，阿达根曲第一任职务是理塘
县公安局看守所所长。

一头扎进看守所的阿达根曲，
时时借助自己文工队的宣讲经验，
开展预审和管教工作，讲解政策法
规，真情沟通问题，帮助在押人员改
造思想，不少在押人员由此被感化，
得以立功减刑。仅 1958 年 9 月至 11
月，阿达根曲带领看守所干警摸排
出50余条具有较大价值的线索。

当时，理塘县农牧业生产水平低
下，在押人员和干警的伙食常常很差，
大家大都营养不良，很容易生病。阿达
根曲决心改变这种现状，便带领干警
开垦周边荒地，种上萝卜、土豆、白菜，
极大缓解了蔬菜供给困难的问题。

“既要搞好实际工作，也要做好
思想工作。”这是阿达根曲给子女

“上政治课”时常说的一句话，也是
他慎始如终的注脚。

他教育身边人时总说，“不准给

国家添麻烦，不许跟人争名夺利，尽
己所能助人于困。”1959年，因突出性
的业务贡献和开创性的工作方法，阿
达根曲被省公安厅评为省级劳模，是
当时甘孜州唯一获此殊荣者。

此后 20 余年，阿达根曲加班加
点、踏实肯干的身影，先后出现在理
塘县君坝区、下坝区、莫坝区、县生产
队、县粮食局……活儿向来挑最苦最
累的干。但无论顺境逆境，阿达根曲
从未放弃革命的理想信念，以一言一
行诠释着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在莫
坝区，他创造性地使用犁头，为生产
省时省力省物料；在格木乡，他创新
性地引入苹果和梅花鹿，使高原种植
养殖业多向发力，这在半个多世纪后
的今日之理塘，也并不多见。

建功不贪功、有功不居功。在子
女们眼中，这个从农奴社会、枪林弹
雨、贫困年代中一路走来的父亲，是
个顶天立地却又朴实无华的汉子。

“你们能想象吗？退休后的父亲
每晚准点收看新闻联播后，还会考
考我们子女几人有没有牢记国家的

大政方针：三个代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次女王永红的讲述
中，一个正经又可爱的老汉形象，跃
然眼前。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正经又可爱
的老汉，曾一度成为这座高原小城人
们谈论的“疯子”呢。原来，阿达根曲
老人身体康健时，每天午饭后外出散
步，总爱去捡拾旧物和逛烈士陵园，
有时甚至会一个人在墓地长时间静
坐。这一度让子女们无所适从。

“一个国家退休干部，应该拿着
退休金安享晚年呀！可是老父亲不
是捡旧物就是逛墓地，大家以为他
精神出了问题。”王红兵说，起初姐
弟几人得知这一情况，都觉得不可
思议，十分费解，劝阿达根曲时还总
是被他回怼，“你们懂个啥！”

渐渐地，子女们发现父亲捡拾
整理旧东西是为了“废物利用”，他
把旧纸壳和旧衣物清理干净后制成
座垫，供广场上晒太阳的老人们垫
着坐，防止湿气侵体。阿达根曲打趣
道：“这些东西搁旧社会就是‘宝’，

现在的人太浪费了！”
对此，小甲他很有发言权，“根

曲老阿哥节约了一辈子，热心了一
辈子！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点滴也
是为人民服务，建设年代光有指挥
官可不行，还得有更多的服务员。”

更令子女讶然的是，人们口中“成
天在烈士陵园转悠的老头”，实则是
在回忆往日的峥嵘岁月、追思牺牲的
革命同志，用自己守望的方式再多陪
陪他们，“给他们讲讲现在的故事”。

“父亲这辈子心头有道迈不过
的坎！”王爱红说，一次父亲原本接
到“部队剿匪，需要他前去带路”的
任务，却因执行其他任务而未能及
时赶回，父亲最好的同志便代替他
前去给部队带路。没曾想，部队行至
半路遭遇土匪伏击，那名同志和其
他3名解放军战士都牺牲了。

子女们有些懊悔和遗憾，“我们要
是能早点明白父亲的心意该多好！”

年迈的阿达根曲曾意外摔伤过
一次。此后，行动不便的他，去守望
已故同志的次数也便少了。

一年清明节前，王红兵发现父
亲总是闷闷不乐，再三询问后得知：
原来，父亲因很久没能去烈士陵园
悼念牺牲的同志而难过。

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王红兵
遂到烈士陵园逐一给烈士墓碑拍照
片；回到家后，在电脑上挨个放大给
父亲看，“父亲凝望着一张张照片，
久久陷入了沉默！”

离世前，令阿达根曲最欣慰的
是，四世同堂的家里已有八名共产
党员，“还会有更多的！”

“还记得他第一次给我戴上红领
巾，告诉我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
鲜血染成；还记得他把我带到烈士陵
园，告诉我，英雄们千秋万载与故土
作伴……”今年9月1日，在距离理塘
县320公里的泸定县，成武小学六年
级“开学第一课”上，11岁的“小小红
色讲解员”丹卓儿，声情并茂地给同
学们讲述曾祖父阿达根曲的故事。

红色的基因早已根植在这个
“世界高城”藏族家庭的血脉中，将
被永远铭记，代代传承。

一生初心报党恩

从偏远的党巴乡冲巴村动身，
翻山越岭，走过40多公里的崎岖山
路方才赶到巴塘县城。见到解放军
招干工作组时，阿达根曲的一双赤
脚被磨损得不成样子，招干组组长
心有戚戚，赶忙找来一双干净的旧
鞋塞进他怀里，这让阿达根曲感受
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眼前这个风尘仆仆的藏族小伙
儿讲明来意，招干工作人员得知他不
仅精通藏语、擅长藏文书写，甚至还
能说些简单的汉语，便笑道，“这可是
咱们后续在康区开展革命工作的宝
贝疙瘩啊！”招干工作组当即便录用
了他，这是他做梦都没想到过的。

此前，阿达根曲是巴塘县雅哇
区党巴乡冲巴村一座寺庙的帮工，
平日靠替别人放牛羊，换取一些维
系阿妈和自己果腹的口粮。饱受饥
寒交迫的折磨，这个藏族小伙儿从
小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捏上一团紧
实的糌粑吃。

虽说日子难捱，但机缘巧合下，
阿达根曲在寺庙接触到了藏文，机
敏好学的他利用放牧的间隙，见缝
插针向僧侣讨教，久而久之，耳濡目
染，便掌握了藏文基础知识。也正是

这时，他的人生迎来了转折。
1953 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做小

买卖的舅舅从县城回村，无意间向
阿达根曲提到，“现在，‘扛红旗的部
队’进了城，正在招精通藏话、会点
汉话的民族干部哩！”

阿达根曲意识到机会来了。他
曾多次听村里的老人们给后辈念
叨，“遇上‘扛红旗的部队’进村借道
的话，大家不用再往深山老林里头
躲喽！他们和土匪不一样，不仅从不
骚扰我们老百姓，有时还会帮我们
做生产。”

舅舅的几句话，当夜让阿达根
曲辗转反侧。一番思想斗争后，为了
寻求阳光的生活和光明的未来，他
将唯一放心不下的阿妈托付给了舅
舅，笃定加入“扛红旗的部队”的信
念和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投奔
革命的道路。

从那一天起，红色是阿达根曲
生命的底色，红星是阿达根曲不忘
的初心，红旗是阿达根曲坚守的阵
地，红歌是阿达根曲用生命唱响的
强音——

很快，解放军招干工作组3人领
着阿达根曲在内的新招的 5 名巴塘

籍藏族青年启程，前往康定参加少
数民族干部集中培训。一路上，出巴
塘、经理塘、过雅江，峻岭崇山、大江
大河横亘在前，不绝的匪患更是让
一行人只能昼伏夜行。

随着沿途各县籍藏族青年的不
断加入，大家徒步7天7夜，步行400
多公里的山路，终于抵达康定新都
桥。此时，招干工作组的队伍已壮大
至30余人。

是夜8、9时，阿达根曲远远望见
两道光柱向着工作组的方向渐渐靠
拢，心里害怕极了，以为是个猛兽正
嗅路贴地朝着他们而来，结果竟是他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解放牌汽车。

那一晚，阿达根曲体验了生命
中的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坐上
闹哄哄的汽车、第一次吃上香喷喷
的米饭、第一次洗上热腾腾的澡、第
一次盖上暖乎乎的棉被……凌晨，
到达康定军分区后，他同大多数参
加革命的藏族青年一样激动不已，
难以入眠。

休整两天后，藏族青年们作为甘
孜州第二批少数民族干部，迅速投入
到培训学习中，习汉语汉字、学行为
习惯，掌握党的方针路线、民族政策，

遵守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高强度的“充电”时光转瞬即

逝，1953 年6月2日，集中培训告一
段落。部分藏汉双语少数民族干部
被安排到文工队工作，阿达根曲就
是其中之一，他主要负责深入各地，
给服刑人员、土匪散兵、农牧群众宣
讲民主改革和党的各项政策。

凭着踏实肯干能吃苦的劲头和
民族政策吃得透的优势，阿达根曲在
文工队里表现突出，1954 年被推荐
至时称西康省公安处（后称甘孜州公
安处，现为甘孜州公安局）工作，1956
年被推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是同批少数民族干部里
第一个入党的同志，他特别感谢党
的认可和培养。”次子王爱红自豪地
说，“不论是剿匪时期出生入死，还
是建设时期共克时艰，父亲靠的就
是一名共产党员的信仰。”

1956年，理塘发生武装叛乱，叛
乱蔓延至甘青川三省边界，阿达根
曲毅然决然跟随解放军援军前往平
叛，一面给部队带路、一面给官兵翻
译、一面做群众工作，几经战火、多
处负伤、险些遇害。

记忆中，父亲经历的千钧一发、

生死一线的故事数不数胜，历久弥
新。王红兵深有感触，“会双语的少
数民族干部都是解放军的宝贝，父
亲也不例外，总是留在后方，被解放
军像呵护眼睛一样保护起来。但即
便如此，行军途中，几经枪林弹雨，
子弹不止一次擦着父亲的头皮和脸
颊飞过。”

在平叛期间，武装后的少数民
族干部们还曾协助解放军打退了叛
乱分子十几次围攻。围困艰难之时，
阿达根曲甚至不顾个人安危，打头
阵、挖战壕、抢水源，为平息叛乱冲
锋在前、敢于牺牲。

随着剿匪平叛斗争取得胜利，
阿达根曲随部队返回康定。适时，党
组织正下派干部到地方。阿达根曲
不作他想，当即向上级主动要求去
海拔最高、气候恶劣的理塘县。

子女不止一次问过父亲：“当年
明明可以待在州公安处或者回家乡
巴塘，为什么要来理塘？”“共产党员
不来，哪个来？何况，我最好的同志
们都牺牲在这里。比起献出生命的
他们，只是来干工作的我，还有啥借
口？”面对家人的困惑，阿达根曲反
问式的宽慰让大家着实有些惭愧。

一心坚定跟党走

◎甘孜日报记者 李娅妮 余秋林 汤宁 文/图

一笔党费尽忠诚

1921年，一叶红船从浙江南湖启航；2021年，中国共产党已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当无数名年轻党员正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茁壮成长之时，一名有着65年党龄的老党员通过儿女完成了自己的遗愿，交上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

一笔党费！

回首百年，沧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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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达根曲老人的子女到理塘县委直工委送上哈达和党费。 阿达根曲老人生前与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合影。 阿达根曲老人荣获的部分荣誉及捐款票据。

阿达根曲老人参观红色遗迹。

阿达根曲老人年轻时期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