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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信 喜 虽 然 已 105 岁 高
龄，但依然神采奕奕，不但耳
聪目明、思维敏捷，而且步履
稳健、行动自如，不需要人照
顾还能一个人生活。

社会因素：虽然幼年吃过
不少苦，受过不少累，但是年
纪大了，生活环境越来越好、
生活质量越来越高，党和政府
对他关心照顾，儿女都在身边
而且都很孝顺，享受到了天伦
之乐。

遗传基因：弟兄三个，宋
信喜是老小，他二哥活到了101
岁。兄弟中能有两个百岁以上
的，说明家族中有长寿基因。

不断劳作：老人一生勤
劳，年轻时干各种农活、家务
活；年纪大了依然保持劳作的
习惯，自己种菜、做饭、打扫
院子，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生活习惯：不挑食，喜欢
清淡的饮食，吃米和杂粮较
多，尤其喜欢吃红薯。年轻时

喝酒，年纪大了不再饮酒。但
有吸烟的嗜好，从 15岁开始吸
烟，到现在没有间断。

待人处事：宋信喜心胸宽
阔，他自己说，我下午不想上
午的事，今天不想明天的事。
附近的村民说他脾气好，对小
孩好，对邻居好，从没有和人
吵过架、红过脸，几乎天天到
村中人喜欢聚集的地方和大家
拉呱。

（胡绪全）

宋信喜的长寿之道

“我 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名有 70年党龄的老党员
了，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4月 26日，睢县胡堂乡李营村
105 的老人宋信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起话来依然思路清
晰、声音洪亮。

老人从屋里找出中共河南省委2016年颁发给他的“50年以
上党龄荣誉纪念章”，小心翼翼地戴在胸前，满脸自豪。

宋信喜生于1916年7月12日，由于家境不太好，很小就帮
大人干农活。农家生活虽然忙碌、辛苦，但他任劳任怨，把干
活当成一种乐趣。

现在，宋信喜自己居住。他在院子里栽了葡萄树、石榴
树、香椿树、桃树。院子里有块空地，他自己找些肥料，整理
土地，买来种子，种上了豌豆，现在豌豆已经结荚。整个院子
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我父亲一生勤劳，现在这么大年纪了，还每天拿个扫帚
打扫院里院外。”宋信喜的二儿子宋忠民指着院里新买的扫帚
说，“你看，这就是他自己新买的。”

勤劳能干的宋信喜，一生养育了8个孩子，5个儿子、3个
女儿。为了让孩子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宋信喜和妻子没日没
夜地干活。但即便是这样，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困难时期，
全家人依然为吃饭发愁。

“那个时候，家里粮食吃完了就吃树叶，榆树叶、柳树
叶，甚至柿树叶。”宋信喜说，“榆树叶还好，柿树叶不光吃的
时候苦涩，吃多了眼都浮肿。那时候，天天为吃饭发愁，别说
吃肉了，就盼望着啥时候能吃个饱饭就好了。”

儿子到了结婚的年龄，家里连个像样的屋子也没有。一座
草棚子，就是儿子娶媳妇的婚房，大儿子娶后二儿子娶，二儿
子娶后三儿子娶……一座破棚子娶了4个儿媳妇。5个儿子，有

的在粮店上班，有的在建筑公司上班，有的经商，有的务农，
都是勤勤恳恳干活、本本分分生活。

现在 5个儿子、3个女儿都开枝散叶，各自成为一个大家
庭。宋信喜五世同堂，有七八十口人。

虽然家境贫寒，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宋信喜对共产
党有着特殊的感情。看到共产党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为人民
造福，他也想成为一名党员。1951年，他主动报名，成为一名
民兵。经过民兵锻炼、参加组织活动一段时间的宋信喜，更加
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和追求。

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仍然一笔一划亲手书写了入党申
请书，内容简短而朴素，却表达出了他真诚的愿望和毫不动摇
的信念。1951年 7月，宋信喜光荣加入共产党。当面对党旗宣
誓的时候，他热血澎湃、誓言铿锵，把每个字每句话都刻在了
心上、融进了血液。

入党后，宋信喜的思想觉悟更高了，处处以一个党员的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

1958年，黄河三门峡至花园口段发生一场洪水，中央和河
南省、山东省政府进行全民动员，组织了 200多万军民上堤防
汛。当时，宋信喜带领几十个民兵就在现场抗洪救灾。他们不
分昼夜，用架子车拉土，用泥兜子掂土，和广大军民一起喊出

“人在堤在，水涨堤高，保证不决口”的战斗口号，加修临黄
大堤600公里，对防止湖堤漫溢起了重要作用。

“共产党就是我的领路人。”宋信喜说，“虽然我说不出什
么大道理，我就认定跟党走不会错。你看现在我家的日子过得
多滋润。”

宋信喜说，这些年农村变化太大了，种地也不要缴公粮
了，国家还给种粮补贴；买东西也不要等集镇逢集才能买，超

市里啥都有，方便得很；村里村外都
修上了水泥路、柏油路，想去镇里骑
上电动车“嗖”一下就走了。

“宋信喜老人是我们乡里的寿星，
乡党委乡政府对他特别关心。”胡堂乡
组织委员张磊告诉记者，“每年
我们为老人免费体检，重要节
日乡领导都要到老人家里慰
问，平常乡干部和村干
部也经常到老人
家里家访，为老人
提供一些帮助。”

宋信喜两个
儿子的家，就在
老 人 的 家 左
右，孙子辈的家
也离得不远，宋
信喜的儿子、儿媳、孙子、
孙媳都对老人很好，有空就
到老人家里帮老人干点活、
陪老人说说话，家里做的好
吃的也都给老人送。

“过去吃不尽的苦，现
在享不尽的福。”宋信喜
说，“党和政府对我好，
孩子对我也好，天天我
都笑着过。”

105岁的老党员宋信喜：

“我就认定跟党走不会错”
商丘日报融媒体记者 郭文剑 胡绪全 黄业波

①宋信喜老人每天打扫院里院外。
②宋信喜老人尽享天伦之乐。

本栏照片均由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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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杞战役是豫东战役的第二阶段，也
是整个战役中消灭敌人最多、胜利最大、
意义更广的一个阶段。粟裕在回忆豫东战
役时说：“这次战役，是一次包括攻坚战和
运动战在内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
大兵团作战，也是我亲身经历的最复杂、
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之一”。

1948 年 6 月 27 日，我华东野战军第
四、第六纵队及中野十一纵队，对国民党
区寿年兵团发起猛攻。6月29日，我军全歼
睢县常郭屯守敌七十五师六旅指挥部及其
所属十八团。6月30日，我军攻克睢县丘屯
村，十一纵队在睢县陈小楼歼灭国民党新
编二十一旅。7月 1日，一纵三师全歼睢县
白洼守敌。一师占领睢县段吉屯、王庄等
村，完成了分割敌七十五师与七十二师之
间的联系，使总兵力达 5000余人的睢县龙
王店之敌完全陷入孤立境地。粟裕将军紧

紧抓住这一总攻成熟的战机，决定拿下龙王店，遂以四纵、六
纵各一部、一纵二师及炮兵一部，于7月1日黄昏向龙王店发起
攻击，激战一天一夜，歼灭区寿年兵团部、整编七十五师师部
及区寿年兵团主力。7月 3日，粟裕开始调兵围歼以睢县铁佛寺
为中心驻守的敌七十二师。7月 4日，企图挽回败局的蒋介石急
令从究州赶来的黄伯韬兵团救援七十二师。粟裕当即决定对瓮
中之鳖的七十二师围而不歼，转移大部兵力集中围歼黄伯韬兵
团。战至7月6日，主动撤出战场。战役历时10天，全歼敌区寿
年兵团和黄伯韬兵团大部5万余人，生俘了国民党兵团司令区寿
年、参谋长林曦祥、敌整编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睢杞战役的胜利，不仅彻底打乱了国民党的中原防御体
系，而且为我军进行大兵团中原作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自
此，我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决战，随后发动济南战役、淮海
战役，为消灭国民党军队主力于长江以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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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4月28日，睢县豫粮酒业百名员工
走进周堂镇乔寨村，进行美丽乡村游、休
闲采摘等活动，迎接“五一”劳动节。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4月27日，无人机在睢县周堂镇高
产示范田内进行“一喷三防”。为做好小
麦春季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该县大力推
进“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工作，
今年该县86.1万亩小麦长势良好，为夏粮
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连日来，睢县农
村农业局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合行业实际
为群众排忧解难。

组建以党员为主体的农技专家服务队，着力解决农民最
关心、最现实的问题，深入农村开展送政策、送技术、送服
务等活动，举办各类技术培训和指导 20多场次，开出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处方100多个，印发农作物管理资料2万余份。

组织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农资、饲料、动
物卫生监督、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确保农民群众用上“放
心种”“放心肥”和“放心药”。

组织开展放心农资下乡、送法下乡等系列活动，认真做
好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春耕物资供应，并为群众普及
农药质量简易识别方法和绿色高效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质
量安全、农资打假和动植物疫病防控等知识。

睢县农业农村局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5 月 7 日 9 时、10 时
（延时除外），在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公开拍
卖：1.商丘市梁园区团结路南侧凯旋路西侧公路局综合
楼1-4层门面三年租赁权（整体出租）；2.商丘市归德南
路6号院内办公楼的三年租赁权(不包含已经使用3间）。

有意者，请于2021年 5月6日17时前将保证金（分
别为 10万元、5万元）转账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
账户，并登录平台实名注册；不成交，保证金 5个工作
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15539056407

商丘市亿佳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30日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