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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震敌胆的爆破英雄

马立训

据新华社济南电（记者
全歼守军。1944 年 5 月， 在攻
袁军宝）3 月，山东省淄博市
打山东平邑县庞庄日军据点
淄川区革命烈士陵园 里 已
战斗中，马立训炸开第一道障
是春暖花开，在“爆破大王”
碍后，利用有利地形，又主动
马立训广场上，高大的马立
炸开据点门楼，部队得以迅速
训烈士铜像格外引人注目。
通过突破口向纵深前进。同年
参观者在这里停留驻足、敬
7 月， 他出席山东军区英雄模
献鲜花，向这位英雄表达崇
范大会，被评为八路军山东军
高的敬意。
区“特等战斗英雄”。
马立训，1920 年生，山
1945 年 8 月 3 日，在山东
东淄川 （今淄博市淄川区）
滕县阎村战斗中，马立训带领
人。 他家境贫寒，12 岁就到
突击班执行爆破任务，越壕冲
煤窑当小苦工，不久被招募 马立训像。 新华社发 击时不幸牺牲，年仅 25 岁。
入国民党军当兵。1940 年 4
9 月， 八路军鲁南军区命
月被解放，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
名马立训生前所在排为“马立训排”，滕县
支队，历任班长、排长。1944 年 5 月加入
阎村为“立训村”，并在部队开展了“马立
中国共产党。
训式的爆破运动”。
他苦练杀敌本领，不断革新爆破技
“爆破大王” 的故事一直在山东广为
术，在抗日战争中参加战斗 40 余次，采
传颂。淄川区革命历史纪念馆专门设立了
用偷爆、飞爆、空爆、连环爆等爆破方
马立训烈士展室， 参观者可通过声像、图
式，完成了 20 余次爆破突击任务，炸死
片等资料了解这位先烈的英雄事迹。淄川
日伪军 500 余人，被誉为“爆破大王”。
区革命烈士陵园副主任韩国栋说，每到清
1941 年春，马立训协助战友炸毁莱
明节等重要节假日，都会有许多群众来缅
芜吴家洼据点，炸死汉奸 30 余人。1942
怀这位爆破英雄，他机智顽强、不怕牺牲
年 7 月，在攻打岳家村日伪军据点战斗
的革命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激励着
中，他和战友总结爆破经验，利用军毯
人们继续奋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伟大
扎成炸药包，用手榴弹引爆，炸掉据点，
复兴作出贡献。

打造“战略轻骑”的人民功臣
新华社昆明电 （记者 王研）“你应
该爱惜自己，努力工作学习，继承遗志，
以纪念你父亲……”这封陈毅元帅的亲
笔信，如今作为国家二级文物，静静地
躺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文物管理所。
不久后，它将出现在提升改造后的罗炳
辉将军纪念馆， 与其他文物史料一起，
向世人传递军事家罗炳辉将军的英雄
事迹和不朽精神。
罗炳辉，1897 年出生在云南彝良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1915 年入滇军当兵，
作战勇敢，从士兵升至营长，参加了讨
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因对军中腐败
现象不满和对旧制度的仇恨，他很快接
受了进步思想， 于 1929 年 7 月秘密加
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 11 月， 他率部起
义，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历任团长、旅
长、纵队长、军长等职。
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
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所部
参加了龙冈、广昌、莲塘、南雄水口、建
黎泰、黄陂、草台岗等战役战斗，连战连

人民军队的坚强指挥员

据新华社长沙电
门、远安一带独立坚持游
（记者 帅才） 每年清明，
击斗争。长征途中 ， 卢 冬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党
生率部或作前锋，或当后
政干部、师生都会来到湘
卫，时而攻坚，时而阻击，
潭县云湖桥镇史家坳村
屡担重任，屡建奇功。1939
卢冬生故居遗址，纪念人
年， 卢冬生被派到苏联入
民军队英勇的指挥员卢
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冬生。在湘潭县这片红色
1942 年到驻苏联远东地
热土上，卢冬生的故事依
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工
旧在久久传颂，他的丰功
作。1945 年 9 月回国，卢
伟绩是家乡人民心中不
冬生先后任哈尔滨卫戍司
朽的丰碑。
令员、 松江军区司令员等
卢冬 生 ，1908 年 生 ， 卢冬生像。 新华社发 职。12 月 14 日晚在哈尔
湖南湘潭人。出生于佃农
滨市殉职，时年 37 岁。
家庭，当过放牛娃，在工厂做过徒工。
贺龙曾如是评价卢冬生：“在那
1925 年到湘军第 4 师当兵，次年参加
些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我深深地体会
北伐战争。1927 年 8 月， 卢冬生参加
到冬生同志对革命的忠诚和对人民
的热爱， 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从
南昌起义， 随陈赓负责政治保卫工
来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坚韧不拔，出
作，保证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和新秩序
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每一件光荣
的建立。同年 12 月，卢冬生加入中国
任务……”
共产党。
湘潭市地方史志研究学者何歌
1928 年初，党中央考虑卢冬生机
劲说：“卢冬生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忠
智勇敢，又熟悉两湖情况，便派他护
贞的战将，他战斗经验丰富，勇于作
送周逸群、贺龙等到湘西北组织革命
战，冲锋陷阵，他为了革命事业不畏
武装。1932 年秋， 在国民党军队第四
艰苦，屡建功勋却英年早逝。卢冬生
次“围剿”和红军主力已转移的困难
的革命精神永垂青史。”
情况下，卢冬生率少数兵力在湖北荆

罗炳辉

胜。在完成艰险任务中，他智勇兼备，屡立
战功，曾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
等红星奖章。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
他担任红 9 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广昌保
卫战， 并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过闽
江。1934 年 10 月率部参加长征，途中屡担
重任， 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北上，表
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 中央军委赞誉红 9
军团为“战略轻骑”。
全面抗日战争初期，罗炳辉曾以八路
军副参谋长名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
事统一战线工作。1939 年任新四军第 1 支
队副司令员、第 5 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辟
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 年后任江北指挥部
副指挥兼第 5 支队司令员、第 2 师师长兼
淮南军区司令员等职，为巩固和扩大淮南
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
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虽身患重
病， 他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1946 年 6 月
21 日在兰陵突然病情恶化， 不治逝世。罗
炳辉用毕生的精力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卢冬生

今天为国为民努力 才能享受未来幸福

1940 年随陈士榘率部挺进
据新华社南昌电（记者
山东，参与创建滨海抗日根
赖星）“今天只有为国家民
据地。1942 年起任山东纵队
族事业去努力，才能享受未
第 1 旅政治委员，中共鲁南
来的幸福。” 八路军指挥员
区委书记兼鲁南军 区 政 治
王麓水参加革命后，转战南
委员，率部多次粉碎日伪军
北直至牺牲，再也没有回过
的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固
家乡，他生前留下的家书字
派的袭击，成功指挥了平邑
里行间都流露出一位 革 命
者的家国情怀。
松林村伏击战和微 山 湖 解
王麓水， 又名王培岳，
围战等战役战斗。 同时，组
1913 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市
织根据地军民发展生产，实
芦溪县长丰乡一个雇 农 家
行减租减息，坚决贯彻执行
庭。“身是萍乡一雇工，参加 王麓水像。 新华社发 党的政策，及时纠正了左的
革命显英雄。鲁南解放开新
偏向，为巩固和发展鲁南抗
局，痛惜城郊未竟功。”这是王麓水牺牲
日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
后董必武所写的题词，概括了王麓水壮
1945 年 8 月，王麓水任山东军区第
烈的一生。
8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同年 12 月率部围
1926 年，王麓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攻滕县(今滕州)城，亲临阵地前沿哨所
青年团；1930 年，奔赴井冈山，入湘赣边
观察地形，指挥作战，不幸身负重伤英
区红 4 军随营学校学习。1932 年 5 月转
勇牺牲，时年 32 岁。
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革命后， 王麓水转战南北，再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麓水任八
也没有回到过家乡。他牺牲后，长眠于
路军第 115 师 343 旅 685 团政训处主
山东临沂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家人在
任，参加了平型关战斗。战斗中身先士
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九封家书，其中八
卒， 负伤后仍坚持指挥。1938 年起任第
封写在抗战时期，一封写在解放战争时
343 旅补充团政治委员、 第 115 师晋西
期，字里行间诉说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支队政治部主任， 率部转战晋西地区。
和对家乡深深的眷恋。

一腔热血向光明的抗联将领
“人生最快慰的
是真正勇敢地
牺牲个人的一
切利益，最热诚
努力地为民族
独立、自由解放
而斗争，尤其要
为劳动大众的
解放和利益，以 罗炳辉像。 新华社发
真理、 正义、公
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
“罗炳辉将军逝世后，陈毅元帅写给
罗炳辉将军大女儿罗镇涛的这封信，是
我们的镇馆之宝。”罗炳辉将军纪念馆馆
长王科星介绍。早在 1988 年， 彝 良 县 就
设立了罗炳辉事迹陈列室，1997 年更名
为罗炳辉将军纪念馆。30 多年来， 平均
每年接待游客 15 万人左右。目前，纪念
馆正在进行提升改造，将增加声光场景
模拟等更先进的科技手段， 以更好地向
世人展现罗炳辉将军的光辉业绩和崇高
风范。

新华社沈阳电 （记者 于也童）
东北四月，乍暖还寒。在辽宁辽阳灯
塔市后屯村，清冷的空气中，三间茅
草顶的青瓦正房和两间厢房显得格
外庄严肃穆。这里是东北抗日联军创
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兆麟的故居，也
是纪念这位抗联将领的纪念馆，馆内
陈列了李兆麟驰骋辽吉黑、横扫哈东
南的抗日救国的史料，记录着他光辉
壮烈的一生。
李兆麟，原名李超兰，化名张寿
篯，1910 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县。 九一
八事变后，他到北平参加了抗日民众
救国会，在平西一带进行抗日救亡活
动， 后回家乡组织抗日义勇军。1932
年，李兆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
被派到本溪煤矿从事工人运动。次年
8 月， 他被调往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
作，先后赴海伦、珠河等地参与创建
抗日武装。
1934 年起，李兆麟任珠河反日游
击队副队长、 哈东支队政治委员、东

王麓水

李兆麟

北抗日联军第 6 军政治部主任、北满
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曾与赵尚
志指挥打宾州、克五常堡，与李延禄
部配合袭击洼洪、攻占林口、指挥老
钱柜等战斗，创建松花江下游汤原抗
日游击根据地。1939 年 5 月， 李兆麟
任东北抗日联军第 3 路军总指挥，率
部开展松嫩平原游击战， 攻克讷河、
克山、 肇源等县城。1941 年当抗联部
队遭受严重挫折时，他和周保中等组
织整训部队，继续坚持战斗，曾任东
北抗联教导旅政治副旅长。
李兆麟曾在抗战岁月中写下《露
营之歌》。在那个年代，这支歌成了鼓
舞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打击日寇
的有力武器。
1945 年抗战胜利后， 李兆麟任
滨江省副省长、 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等职， 积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
战阴谋。面对复杂险恶的形势，李兆
麟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义正词严揭
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他坚定地

说：“如果我
的血能擦亮
人民的眼
睛， 唤起人
民的觉悟，
我的死也是
值 得 的 。”
1946 年3 月
9 日，李兆麟 李兆麟像。 新华社发
在哈尔滨被
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 36 岁。为纪念
李兆麟，哈尔滨市将道里公园改名为
兆麟公园。
2002 年 10 月，李兆麟故居成为
辽 宁 省 首 批 党 史 教 育 基 地 。2007
年，这里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
今，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老兵、 普通百姓到这里缅怀革命烈
士。
英雄虽逝，精神永存。纪念馆中
有一本参观记录本，很多参观者在此
留言，表达对烈士的敬仰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