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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诚卫中华 吴书
据新华社南京电 江苏省连云

港市灌南县新安镇大吴村，三间主
屋、两间边屋，里面仅有一张牺牲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烈士吴书的照
片，这里是吴书故居。紧挨着故居，

在吴书小学原址、现大吴村村部办
公室三楼， 有一间吴书纪念馆，保
存着吴书生前用过的物品、日记及
介绍吴书生平事迹的书籍等。

吴书，1916 年出生于灌云县
（现灌南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0

年吴书考取省立连云港水产学校
师范班，毕业后担任小学校长。

卢沟桥事变后，吴书担任校长
的小学被迫停课。面对强敌入侵，国土破碎，吴书义愤填膺，

欲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冬，吴书参加了当地抗日团体“腊
九社”，并成为骨干。

1939年 2月，吴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 4 月，东灌
沭（即东海、灌云、沭阳）一带抗日武装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
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 吴书任三团二营教导员。

1939年 7月，三团团长汤曙红被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杀害后，

三团被迫撤离东灌沭，吴书率部随团西进。

三团撤离后，国民党顽固派及反动地主的反革命气焰极
其嚣张，东灌沭大部分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上级党组织
在西进途中派吴书返回灌云，领导对敌斗争。回到灌云后，面
对白色恐怖和混乱局面，吴书坚定地执行党的指示，积极开
展工作，后担任灌云县委书记。1940 年 1 月，吴书利用各种
关系团结社会各阶层，成立了 30多人的抗日兄弟团。不久，

抗日兄弟团发展到 100多人，成为当地团结抗日的基础。

1940年 8月，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淮海地区。吴书抓住
这个机会，率领地方抗日武装组建滨海大队，吴书任大队政
委。1945年 4月，吴书调任新组建的新四军三师独立旅二团
政委。同年冬，吴书转战东北，开始了在东北的战斗生涯。

1947年吴书担任 117师政治部主任， 平津战役结束后，

他率部挥师南下，从河北打到湖北，从湖南打到广西，取得无
数次战斗胜利，迎来新中国的解放。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吴书所在部队赶赴战斗前
线。他率领部队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消灭大量敌
人，沉重打击美国侵略军的气焰。1951 年 2 月，第四次战役
揭开了序幕，吴书所在部队接到任务，到敌后切断敌人逃跑
的退路。1951年 2月 10日晚，部队遭到敌人空中封锁，敌机
疯狂地扔炸弹。吴书不幸负伤，倒在血泊之中，最终因伤势过
重，抢救无效，献出了年仅 35岁的生命。

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 “骆驼”任弼时
据新华社长沙电 “他是我们

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
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
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
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
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
们的模范。” 这是叶剑英元帅对任
弼时同志的评价。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湖南汨
罗人，1904年生，1920年加入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5年 7月任团中央总书
记，1927年 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
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任弼
时于 1927 年 8 月 7 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
议， 积极主张土地革命， 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 年在中共
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 11月， 任弼时与贺龙等率红二、 六军团长征。

1936年 7月， 任弼时担任红二方面军的政治委员。12月，任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
员。长征中，任弼时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

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做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全国抗战爆发后，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任
弼时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1938年 3月，代表中共中
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
工作和任务。回到延安后，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 年 3 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
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1946年后，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南北，参与中央
重大决策。在西柏坡简陋的农村指挥所里，任弼时协助毛泽
东等指挥了三大战役。1949年春天，任弼时参加了在西柏坡
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

春蚕到死丝方尽。1950年 10月， 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
求，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在此期
间，中共中央连日开会，尽管医生规定任弼时睡眠时间应退
席，但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
九步”准则的任弼时，长期抱病工作。

1950年 10月 25日凌晨，任弼时突发脑出血，27日中午
在北京逝世，终年 46岁。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真正
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位于湖南省汨罗市的任弼时纪念馆自 2008年 4月实行
免费对外开放以来，每年接待游客都在 70余万人次。任弼时
纪念馆办公室主任田攀介绍， 纪念馆在大力弘扬 “骆驼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党性教
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用生命为突击部队开辟前进道路 孔庆三
据新华社济南电 在山东省济南

市历城区王舍人街道王舍人村，中国
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孔庆三的
英勇事迹可谓家喻户晓。孔庆三烈士
的侄子孔凡强家里珍藏着一块写有
“人民英雄” 的牌匾。“这块牌匾已有
60多年， 既是党和国家对英烈的褒
扬，也是我对大爷孔庆三最深切的怀
念。”孔凡强对记者说。

孔庆三，1926年出生在王舍人庄
一个贫穷的人家，1948年参加中国人
民解放军，任 27军 92步兵炮连一炮
手、班长。随后，他参加了济南战役、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1949年，他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 11月，孔庆三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任 27军 80

师炮兵团 92炮连 5班长。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

执行朝鲜战场东线的阻击任务。当时，正值美军发动所谓“结束
朝鲜战争总攻势”的时候，情况非常紧急。他随部队跨过鸭绿江
以后，连夜疾进，赶到了东线的天宜水里，这里距美军占领的新
兴里只有二三十里路。92炮连在此待命，人人摩拳擦掌，准备
出击。

11月 27日，志愿军第 9兵团要在朝鲜咸镜南道长津郡新
兴里发起围歼侵朝美军的战斗。孔庆三班配属给主攻部队尖刀
步兵第 8连，执行掩护突击部队前进的任务。

战斗打得十分激烈。 美军一个火力点喷着火舌，8连突击
队受阻，与美军形成对峙状态。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就看能不能
消灭这个火力点。

由于有小岗遮挡，炮无法直射。孔庆三果断地将炮弹杀伤
半径为 25米的步炮推到距射击目标只有 20米的小岗，并立即
在冰上构筑炮工事。可岭上全是冰土，又光又硬，无法构筑阵
地。孔庆三发现左边有个小土包，过去一看，是块冻石头。他让
战士把炮推过来，架在上面，准备发射。可炮的右支架悬空，无
法发射。这时，从沟里逃跑的美军正向新兴里奔逃，如果让美军
在新兴里汇合，后果十分严重。情况万分紧急。孔庆三奋不顾
身，毅然用肩膀顶住炮的右支架，坚决命令开炮。

随着炮弹爆炸的火光，美军火力点被摧毁了，40余名美军
被歼灭，突击队前进的道路打通了，可孔庆三受步炮后坐力撞
击，腹部又中一弹片，壮烈牺牲。

为了表彰孔庆三的英雄事迹，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领
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
雄”称号，并把他的名字镌刻在朝鲜长津湖畔“志愿军烈士纪
念塔”上。

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 王学风
据新华社合肥电 “共和国的

英雄，哪里才是你的家？”———2018

年 2月 10日，《解放军报》 刊载了
为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
烈士王学风寻找家乡和亲人的故
事，引起读者转发、热议。

1951年 3月，王学风跟随所在
的志愿军第 40 军踏上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征途。 时任 120师 358

团 1营 3连副班长的他，因骁勇善
战先后荣立大功两次。1953 年 4

月，“联合国军”进攻华岳山前沿阵
地。 王学风率领一个 20人战斗小
组坚守在华岳山， 由于敌众我寡，

战斗异常艰苦。在打退敌人第二次进攻时，王学风的脸腮被
子弹贯穿， 血流满面， 只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投入战斗。这
时，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头部，他顿时昏迷过去。

不久， 苏醒过来的王学风听到敌人的枪声愈来愈近，便
命令战友董万玉赶快撤离，等敌人合围过来，王学风将最后
一枚手榴弹扔出去，敌人的机枪扫射过来，他的双腿被打断。

为了不当俘虏，王学风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滚下山崖，牺牲时
仅 25岁。

王学风的名字被刻在朝鲜平壤志愿军展览馆的纪念墙
上，排在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第一行第 6位。然而
60多年过去了，英雄的家乡究竟在哪儿，一直是个谜。

1995年 9月中旬， 在辽宁省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安
徽砀山县委、县政府考察团成员偶然看到“志愿军特等功臣、

一级战斗英雄王学风，江苏砀山县（现属安徽）人”字样后，便
开始进行英雄籍贯查询工作。2012年，砀山县党史办工作人
员王东超从解放军档案馆找到王学风的立功情况和事迹材
料，其中在籍贯一栏写着：江苏省砀山县六区王寨镇，然而有
关部门在当地并没有找到像王学风的人。

2017年，解放军报记者根据线索寻访到山东海阳，海阳
市北城阳村 74岁村民王学国与照片中的王学风十分相似。

王学国称，1941年，他的大哥王学风 15岁，被时任海阳盘石
区党组织负责人王建熙看中， 接收为通信员。1942年夏天，

16岁的王学风正式参军入伍，为十三纵（海阳独立营）战士，

后调入胶东军分区特务连。 王学风先后向家里捎过 4封书
信，最后一次是 1948年春，地址是辽宁锦州，此后再也没有
与家里联系过。 海阳市荣军医院九旬老人高成新回忆称，

1952年 5月，他在朝鲜战场上两支部队急行军途中偶遇老乡
王学风。此外，也是从北城阳村入伍的抗美援朝老战士王新
勤 1978年回家探亲时，曾亲口对王京义说，入朝作战时，他
亲眼见过王学风。然而目前还缺少董万玉等关键证人。

砀山县党史部门统计，由于战乱和间隔时间久远，仅新
中国成立前砀山县六区范围内王姓 80岁以上参军未归的就
有 10多人。

特等战斗英雄 邓仕均
据新华社成都电 邓仕均，

1916 年出生在四川省苍溪县两河
乡友谊村五组一个佃农家庭。1932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参加了长征。1940年
任晋察冀军区第 5团第 1连连长。

同年 8 月，在“百团大战”中，邓仕
均接受抢占山西省娘子关磨河滩
车站的任务。26日晚， 邓仕均带领
1连向磨河滩车站猛攻，歼敌一部。

就在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滂沱大
雨倾盆而下，沙河里顿时汇成巨大
山洪，截断了 1连和其他部队的联
系。此时，从阳泉增援娘子关的日
军也已赶到，使冲过河滩与敌激战的 1连处于三面受敌一面
临水的危险境地，情况万分危急。邓仕均临危不惧，带领连队
与日寇苦战 5个多小时，打死打伤敌 200余名。最后，由于敌
我力量悬殊，1连弹尽粮绝， 邓仕均带领仅剩的 20来人，与
敌展开白刃格斗，杀出一条血路，成功突围。战斗结束后，1

连荣获“血战磨河滩英雄连”的光荣称号，邓仕均被授为“晋
察冀边区特等战斗英雄”。

1943年 9月，在北岳沟反“扫荡”战斗中，第 1连奉命掩
护团主力转移，邓仕均指挥全连连续打退日军在飞机、大炮
掩护下的 7次冲锋，坚守阵地一昼夜，毙伤日军 70余人，圆
满完成掩护团主力安全转移的任务。1944 年 2 月， 在晋察
冀边区战斗英雄战斗模范大会上， 邓仕均获一等战斗英雄
奖章。

1951年 2月，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187 师第 559 团
团长的邓仕均，入朝参战。4 月，第五次战役打响。187 师奉
命于 5 月中旬向南朝鲜军第 6 师发起进攻。5 月 16 日起，

邓仕均率领部队先后夺取甘泉、寺洞南山 3113 高地、佳日
里、鸡谷里、盆洞、风尾山。187 师全部占领北汉江与洪川江
之间地域。

21日，187师奉命撤往洪川江以北地区。 邓仕均率部负
责掩护师主力部队过江。江南正面的美军第 1军以坦克为先
导，分数路向北逼近，559团依托鸡谷里阵地与敌激战，连续
打退敌数次进攻。22日， 部队在后撤中遭敌炮火猛烈袭击，

邓仕均壮烈牺牲，时年 35岁。从此，英雄的尸骨长眠在朝鲜
洪川江南岸。

“父亲牺牲时，我不到 3岁，妹妹邓菊平才 5个月大，父
亲都没见过她……”邓其平有些哽咽，“当年，我们的父辈怀
着一腔激情，奔赴朝鲜保家卫国。如今祖国强大了，终有一
天，肯定能把更多的烈士遗骨找回来。”

何惜热血卫国家 吴国璋
新华社合肥电 安徽金寨的汤

家汇镇位于皖西边陲、 大别山腹
地、 国家级地质公园金刚台脚下。

这里森林茂密，资源丰富，盛产中
药材，素有金寨“西山药库”之称。

在革命战争年代，汤家汇镇是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这片红
色的土地留下了许多光荣历史和
革命遗迹。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9军副军长吴
国璋烈士的家乡就在这里。

吴国璋，1918年生于安徽省金
寨县。由于家境贫寒，他幼年帮过
工讨过饭，7岁时就下地做活，9岁
给地主家放牛，经常挨打受饿。1929年，商南地区（今属金寨
境内）的农民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吴国璋也参加了儿童
团，组织儿童集会游行，宣传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主张；带领儿
童团员站岗放哨、化装侦察敌情，为红军、游击队和苏维埃政
府传递情报；给红军家属打柴、挑水。

1930年 10月，吴国璋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 12月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随红 25军参加长征。途
中双脚严重冻伤，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行军打仗，达到陕北，被
誉为“长征中的小英雄”。1935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 吴国璋率领游击队奔赴山西，

开展敌后游击战，后到冀鲁豫军区任职，先后任营长、团政治
部主任、团长，率部粉碎日寇多次“扫荡”“清剿”，被誉为“百
战百胜的吴团长”，冀鲁豫军区授予他“战斗模范”光荣称号。

1945年 9月，吴国璋奉命从山东菏泽出发，挺进东北，

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 2纵 5师参谋长、师长，参加长春阻击
战、大洼反击战、三打靠山屯及大黑林子追歼战、昌图攻坚
战等数十次战斗，此后又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
役等战役。

1950年，吴国璋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志愿军第 39军
副军长。参加了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1951年 10月，美军
集结大批机群对志愿军阵地狂轰滥炸，吴国璋在阵地前沿遭
弹片击成重伤，不幸牺牲，年仅 33岁。

吴国璋牺牲后，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一份染着鲜血的账
单， 账单上清楚地记录着他从志愿军后勤部门所借 100元
钱的开支情况：看望老首长，修理收音机，警卫员和司机有
病住院补助等等，连几角几分都未遗漏。如今，坐落在鸭绿
江边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里，依然陈列着这份血染的账单，并
收藏有吴国璋的干部履历表、部队发给其家属的烈士通知书
等珍贵物品。

在烈士的家乡，每年杜鹃花开满大别山的清明时节，当
地的干部学生和父老乡亲都会自发地去烈士陵园缅怀追
思吴国璋等烈士， 烈士的精神在大别山人的血脉里代代
传承。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李湘
据新华社南昌电 盛夏时节的江

西永新阳光明媚， 在松柏的掩映下，

陈列着李湘照片的永新县 “将军馆”

显得庄严肃穆。临近正午，馆内参观
瞻仰的人群依旧络绎不绝，照片中的
李湘眼神坚定，让人肃然起敬。

李湘， 原名李秀里，1915年出生
于江西永新龙源口镇泮中村一个农
民家庭。李秀里的父亲在他 8岁时因
病去世，年少的李秀里和母亲一起挑
起了生活的重担。1928年底， 李秀里
参加了乡儿童团、乡少年先锋队。

1930年 8月，李秀里报名参加红
军，1931年 1月调到红九师二十五团
当司号员， 随部队进入湖南。 朱德到二十五团检查工作时，说
“秀里”的名字太俗气，便指地为名，为他改名李湘。李湘在当年
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红九
师二十五团三连排长、连政治指导员。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五
次反“围剿”战争，两次立功受奖。

1934年 10月 21日，李湘随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最终成
功到达延安。

1937年 9月 1日，李湘奉命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了平型关
战斗。后在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邓华支队任作战科长，11月担
任营长。1938年春， 李湘率队向冀东挺进， 沿途连克昌平、延
庆、永宁、四海等重镇，在北平怀柔峪用 3个小时全歼了日军一
个中队。

1940年 8月，李湘任六团团长。是月，李湘率全团参加了
著名的“百团大战”。1942年 1月，李湘调任第三军分区第二团
团长；1944年 9月，被任命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指挥部队对
日军发起进攻，收复了定县、唐县、曲阳等县城。

1946年 6月， 李湘任晋察冀军区教导旅旅长兼政委。1949

年 1月，任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一师师长，率部参加平津战
役。1950年 8月，李湘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七军副
军长兼参谋长。 同年 11 月， 又被任命为六十七军军长兼唐
（山）、秦（皇岛）警备区司令员。

1951年初， 李湘奉命率领志愿军第六十七军赴朝作战。

1951年9月21日，美军向第六十七军阵地发起步兵、飞机、大炮、

坦克同时进攻，李湘指挥部队勇猛回击，歼敌1000余人；10月13

日，敌军以4个师的兵力向李湘、旷伏兆指挥防守的金城南27公
里阵地大举进攻，六十七军全体官兵在李湘的指挥下，依托阵
地顽强阻击，创造了3天歼灭敌军17000多人的最高纪录。

1952年，在敌军发动“春季攻势”前夕，李湘病倒了。为指
挥战事，他依旧奋战在战斗前线，放弃了到后方医院医治的机
会。此后，李湘的病情迅速恶化，由细菌感染转化为败血症和脑
膜炎，因医疗条件限制，于 1952年 7月 8日去世，年仅 37岁。

李湘去世后，金日成称赞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朝鲜劳
动党和政府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

戎马一生 英勇捐躯 蔡正国
据新华社南昌电 盛夏时节，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内松柏郁
郁葱葱，烈士纪念碑、烈士墓群、烈
士纪念馆等处，前来瞻仰缅怀的人
群络绎不绝。陵园内陈列着一套带
有血迹、弹孔的军装及勋章，这套
军装的主人叫蔡正国。

蔡正国，1909 年 10 月出生于
江西省永新县文竹镇车田蔡家村，

1929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先后任乡工会主席、少年先
锋队队长等职。1932年 4月参加红
军。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年 12月， 蔡正国进入于
都公略步兵学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1934年 8月
后，任中央人民武装总动员部补充第四团连长，第三军团教
导营第一连党支部书记、第三连排长等职。

全国抗战爆发后， 蔡正国任一一五师教导大队三队队
长。在平型关战斗中，教导大队担任警戒任务，蔡正国率三队
英勇阻击驰援的日军， 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1937年 10月
后，任一一五师补充团参谋长、教导第二师第二团团长、教导
第二旅参谋长、胶东军区教导第二团团长。

1945年 9 月后， 蔡正国任山东野战军第六师副师长、

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参谋长、 第十一师师长。1947 年 4

月，任第十师师长，1948 年在塔山阻击战中，第十师是守
卫部队，蔡正国亲临前线指挥，率全师抗击敌人，5 天 5 夜
不下战场，守住了阵地，拖住了援敌，切断了东北敌军南
逃之路。

1948年 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蔡正国率部随第四野战
军主力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中包围北平（今北京）的作战。

北平和平解放后， 率部随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1949 年 7

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副军长。

1950年 10月，蔡正国随第四十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同
年 12月， 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代军长， 主持全军工
作。他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取得了全歼英国皇家坦克营和痛
歼英军第二十七旅的辉煌战绩，为我军以步兵攻击敌人坦克
开创了先例，提供了经验。1953年 4月 12日，在龟城郡青龙
里遭敌空袭牺牲，时年 44岁。

为表彰蔡正国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杰出功勋，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发给他“独立自由二级勋章”和“国旗二
级勋章”各一枚。蔡正国的遗骸迁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邓华将军为蔡正国墓碑撰写碑
名和碑文，称赞他是“光荣的国际主义战士”。

吴书像。 新华社 发

吴国璋像。 新华社 发 王学风像。 新华社 发 李湘像。 新华社 发任弼时像。 新华社 发

蔡正国像。 新华社 发 孔庆三像。 新华社 发邓仕均像。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