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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火中永生 胡乾秀
据新华社武汉电 胡乾秀 ，

1916 年出生于阳新县木港镇枣园
村，13岁就加入工农红军，1931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任战士、班
长、排长等职。1938年 1月，胡乾秀
所在的抗日游击队第 1 支队改编
为新四军第 1支队 1团，他先后任
司务长、连长。

战斗中， 胡乾秀舍生忘死、英
勇顽强、冲锋在前，屡次带伤作战，

出色完成任务。1940年 3月， 在与
国民党部队的一次战斗中，胡乾秀
左肩被子弹打穿，鲜血直流、当场
昏迷。当年 7 月，部队发起黄桥决
战，胡乾秀带伤参战。1941年 1月，皖南事变爆发，胡乾秀在
突围中再次负伤，上级决定让他退下火线，他坚决要求与部
队一起行动。在重重包围中，胡乾秀躺在担架上从容指挥，最
终率领部队突出重围。

1944年，胡乾秀任 6师 18旅 52团参谋长，奉命在淮北
开辟津浦路抗日根据地。1945年初挺进淮南参加反“扫荡”。1

月底，在接近顺和基十堡村时，与日伪军在洪泽湖大堤遭遇。

胡乾秀带领官兵在弹药打光的情况下，用刺刀、枪托与敌人肉
搏，先后打退敌人 14次冲击，击毙日伪军270余人，残敌落荒
而逃，粉碎了日伪军进犯淮南、袭击新四军军部的企图。

解放战争时期，胡乾秀任华东野战军第 1纵队第 2师 4

团团长，先后率部参加了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渡江战役。

在孟良崮战役中， 他带领全团官兵分三路向 540高地猛扑，

很快拿下高地，摧垮了敌人左翼的支柱，随后乘胜出击，与兄
弟部队在孟良崮会师。

1950年， 胡乾秀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20军 58师参谋
长，并进入南京军政大学学习。就在这一年，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1950 年 11 月，胡乾秀奉命赴朝参战。第二次战役中，20

军与友军在东线长津湖地区迎击美国王牌军陆战第 1师。

此时，战区连降大雪，雪积数尺，江河道路冰冻，志愿军
官兵衣着单薄，粮食缺乏，忍饥受冻。胡乾秀带领前卫 172团
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作战区域。11 月 27 日，东线战役发起，

172团和 174团 2营徒涉长津湖， 于 28日凌晨攻占富坪里、

上坪里、松亭里，控制了该地区以东的独秀峰等高地，歼敌
800余人。30日，58师以长津湖东面部队作为主攻、 西面部
队作为佯攻进歼下碣隅里之敌，胡乾秀指挥主攻部队突破敌
人前沿阵地，将敌人击溃，而后越过公路向西发展。

12月 8日凌晨，172团在黄草岭阵地与敌激战， 至下午
高龙、 黄草岭和 1304高地均被敌人攻占。 胡乾秀带领 173

团、174团 4个连的可战兵力，赶到黄草岭实施反击，将 1304

高地夺回。此时，战士们已一天一夜没有吃饭，在 1米多深的
积雪中压冰坑为工事据守，很多战士手脚冻坏，他们仍坚守
阵地，打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

为便于指挥作战， 胡乾秀将前线指挥所设在黄草岭西
南的一个地窖里。在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中，指挥所被炮弹
击中， 胡乾秀与 174团政委郝亮和指挥所内人员全部壮烈
牺牲。

长津湖之战对抗美援朝战争影响深远。胡乾秀所在的志
愿军 9兵团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将美国人轰
出了朝鲜东部元山平原地区。毛泽东评价说：“9兵团此次在
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身经百战以身许国 曹玉海
据新华社济南电 2013 年 6 月

27日，沂蒙老区八路军 115师司令部
旧址新增一处曹玉海纪念馆。“一级战
斗英雄”曹玉海曾 3次参军入伍，最后
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年仅 28岁。

曹玉海，1923年 3月出生于山东
省莒南县（1941 年前属莒县）涝坡镇
东店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早
亡，祖父被日军杀害，曹玉海 10岁开
始给地主干活。19 岁时，他第一个带
头报名参加八路军。后在一次反扫荡
战斗中负伤，被安排回家养伤。伤愈
后，无法与原部队取得联系的曹玉海
找到驻扎莒南的八路军部队（东北军
111师起义后归八路军建制），坚决要求参军。部队领导知道曹
玉海是山纵二旅的，让他回原部队，但曹玉海坚持说：“我不能
再等了，要早上前线报仇杀敌，就参加你们的部队吧。”就这样，

曹玉海第二次参加八路军。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曹玉海作战勇猛，先后参加了
横山战斗、东北剿匪、保卫四平、三下江南、辽西会战、解放天津
等战役，立战功 7次，荣获“滨海抗日模范”“战斗模范”等荣誉
称号。1944年 2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 4月，曹玉海随大军南下解放江南，在湖北宜昌与白
崇禧军队交战。曹玉海在激战中身负重伤，留在武汉治疗。伤愈
后，组织考虑他身体虚弱，便安排他转业到武汉监狱任监狱长。

朝鲜战争爆发后，奉命北上的 114师路过武汉时，曹玉海
找到老部队，要求重返部队参加国防军保卫边防。师长翟仲禹
说：“你已经转业了，在地方好好干吧！”曹玉海坚定地说：“我们
的新中国刚刚建立， 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
了，威胁到祖国的安全，我是一个革命军人，岂能坐视敌人侵
略，我要到前方亲自消灭侵略者！”

临行前，曹玉海婉言拒绝了未婚妻结婚的要求，说服并告
别爱人，毅然走向抗美援朝前线，守卫 350.3高地。

350.3高地位于京安里东北，是利川、龙仁、水源三地通汉
城（今首尔）的三条公路的汇合点，也是志愿军抗美援朝第四次
战役中西线阻敌的关键。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中，身为一营营长
的曹玉海沉着指挥战斗，连续打退敌人 6 次进攻。在敌人第 7

次进攻时，曹玉海头部、胸部不幸中弹，牺牲在前沿阵地。这场
战斗历时七天七夜，我军用坚强的意志打退数倍于我、装备精
良的敌人多次进攻，完成了 350.3 高地的守备任务，对保障志
愿军在东线横城反击战歼敌三万余人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1年 6月 25日，志愿军总部追认曹玉海为“特等功臣”

“一级战斗英雄”。他任营长的一营被授予“英雄部队”称号并记
集体一等功，授予“攻守兼备”锦旗一面；所属三连被授予“英雄
连队”称号，并授予“屡战屡胜”锦旗一面。

曹玉海的名字没有被遗忘。在朝鲜朝中友谊纪念塔上刻有
英雄曹玉海的名字；在中国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曹玉海的遗
像和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的照片一起悬挂在纪念大厅里，供人
们瞻仰；在 38集团军军史馆、武警 114师师史馆、342团团史馆
和 1营荣誉室，曹玉海的英雄事迹都被作为主要内容展览。

2013年 6月，曹玉海纪念馆在莒南县大店镇八路军 115师
司令部旧址落成。参观者们表示：“曹玉海烈士用短暂的生命谱
写了一曲响彻天地的爱国主义壮歌，他的英雄事迹已成为我军
和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后人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奋勇前进！”

舍身堵机枪 黄继光
据新华社成都电 “爱国奉献，

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培育子弟……”

在四川中江，上百黄氏族人一起诵
读“家规十条”，表情无比坚定。“爱
国奉献放在家规第一条，是因为没
有国，哪有家。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我们黄氏族人，要永远记住黄
继光的丰功伟绩！”

黄继光，四川省中江县人。1931

年生，1951年 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
愿军。作战勇敢，立三等功 1次。

上甘岭战役，于 1952年 10 月
打响。此战，敌军调集 6万余人，大
炮 300 余门，坦克 170 多辆，出动
飞机 3000多架次， 对志愿军两个连约 3.7平方公里的阵地
倾泻炮弹 190余万发，炸弹 5000余枚！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
两米，而敌军始终未能得逞，反倒被我军歼灭 2.5万余人，击
毁击伤敌机 300架，击毁大口径火炮 61门、坦克 14辆。

黄继光所在营 10月 19日夜奉命夺取上甘岭西侧 597.9

高地。部队接连攻占 3个阵地后受阻，连续组织 3次爆破均
未奏效。时近拂晓，再不拿下高地将贻误整个战机。关键时
刻，时任通信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任务，率两
名战士攻坚。

黄继光所部的钟仁杰、李继德、万福来等人，均目睹了黄
继光牺牲的壮烈一幕：

黄继光等人在距敌火力点不到 50 米的地方被敌人发
现，照明弹、探照灯使整个山坡变成了白天，无数条机枪喷射
出来的火舌，扫向他们隐蔽的地方，三人相继倒了下去。没过
几秒钟，黄继光重又匍匐前进，但动作比原来慢得多。后来才
知道，两名战士一死一重伤，黄继光左臂也挂了彩。

距敌火力点只有不到 10米了！黄继光用右臂撑住身体，

扔出手雷，可惜敌机枪只略一停顿。钟仁杰命令全力吸引敌
人火力，黄继光顽强机警地爬到了碉堡下，那里是敌人射不
到的死角。他蹲了下去，回头朝钟仁杰他们看了一眼，接着一
挥手，大声喊了一句话。话音全被枪声淹没了，没有人听清他
喊了什么。

这时，只见黄继光猛地站起来，身子向上突地一挺，奋力
向碉堡扑了上去，用胸膛堵住了冒着火舌的枪口！

敌人的机枪哑了。战友们喊着“为黄继光报仇”，冲了上
去，一举将高地夺了回来。战斗结束后，只见黄继光的胸膛被
火药烧黑了，布满了像蜂窝一样的弹洞。在他爬向敌人碉堡
的来路，拖着一条 10多米长的血迹。

战后，黄继光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特等功，追
授“特级英雄”称号，同时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
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黄继光烈士遗体安息于沈阳
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陵园。

黄继光牺牲后，黄妈妈邓芳芝又将一朵大红花戴在小儿
子黄继恕胸前，黄家先后有十余人参军入伍……

今天的中江县城里，在静静流淌的凯江之滨，家乡父老
建起了黄继光纪念馆。3层平台上， 挺立着黄继光扑向敌人
机枪口的雕塑，像座下宽 35米、高 9米的山岩石墙上，刻着
邓小平题写的“特级英雄黄继光”，字体遒劲。馆内 219件文
物藏品，无不让人动容。一件件实物，让世界永远记住了什么
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胡乾秀像。 新华社 发 曹玉海像。 新华社 发黄继光像。 新华社 发

抱着炸药包冲向火海的战斗英雄 伍先华
新华社成都电 四川省遂宁市

烈士陵园的两排参天柏树旁，坐落
着一尊“手抱炸药包，向前冲锋”的
志愿军人铜像———这就是抗美援
朝战斗英雄伍先华的纪念雕像。每
年 9月 30日烈士纪念日， 当地干
部群众都会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

数百名中小学生在这里齐唱《我们
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

伍先华，1927年出生于四川省
遂宁市安居区东禅镇， 自幼家贫。

念了两年私塾后，15 岁时被拉壮
丁入伍。在国民党军队里，伍先华
受尽折磨。1949年 12月， 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次年 8

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 年 3 月，伍先华响应“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
朝前线。

在 1951年 4月至 6月进行的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

伍先华冒着敌人疯狂的扫射和轰炸， 把受伤的班长背下阵
地，又返回战场痛击敌人，打退敌人三次反冲击，荣立三等
功。同年 8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伍先华所在部队向北转移，他调到连部照料重病
的连长，不久升任二连一排三班班长。在部队修筑防御工事
挖交通壕时，伍先华勤动脑，想出先掏空底层，再砸上层的办
法，将工效提升两倍。修穿石坑道时，他又找到窍门，使爆破
进度由 30厘米提升到 50厘米。对待战友，伍先华更是表现
出春天般的温暖。修工事、劈木柴的斧头不够用，他就让战士
们休息，自己顶风冒雪彻夜干。晚上大家睡觉后，伍先华还给
战士刮掉鞋上的冰块，烤干湿鞋。战士脚冻，他把袜子送给战
士穿，自己却用破布包脚。伍先华带领战士出色地完成了修
筑工事的任务，又荣获三等功。

连队到驻扎地附近练兵时，伍先华所在的班住在一户朝
鲜老乡家里。 这家只有老两口和两个小孙子， 生活困难。于
是，伍先华和战士们研究出既能练兵，又能帮老人家做事的
办法：爬山演习时，每人背回一捆干柴；冲锋演习时，顺便把
粪背上山，把玉米收回家；晚上谁站岗，谁就给牲口添把草。

两位老人十分感动，把志愿军当自己的亲人看待。

1952 年 9 月 29 日下午 5 时，官岱里反击战打响。伍先
华领着班里党员战士宣誓：“在党需要的时候，愿献出自己
的生命！”然后，伍先华指挥全班分两个爆破组冲向目标。

在连续炸毁了几个地堡后，正面进攻部队仍被敌人机枪扫
射压住不能前进，爆破组也有很大伤亡。当此紧急关头，伍
先华抱起一捆 10 公斤的炸药包冲向火海， 即使中途中弹
倒地，仍冒着枪林弹雨爬到敌人火力点，最后拉燃导火线
冲进坑道，炸死敌人 40 余人，扫除了部队前进的障碍，为
官岱里反击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伍先华壮烈牺牲时，年
仅 25岁。

1952年 11月 2日， 志愿军政治部给伍先华追记 “特等
功”，并追授“一级爆破英雄”称号。同年 12月，他被志愿军政
治部授予“模范党员”称号。伍先华生前所在班 12军 100团
一营二连三班被命名为“伍先华班”。

1953年 6月 25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伍先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
雄”称号，并授其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伍先华像。 新华社 发

逐一对照查摆 真刀真枪解决
（上接第 1版）对照一次就提醒一次、扯一次袖子，不断
增强党员领导干部党的意识、党员意识、纪律意识，不断
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

通知指出，对照党章，重点查摆是否坚持党的性质
宗旨，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否认
真履行党员八项义务，践行入党誓言，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是否按照党员干部六项基本条件，真正做
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
洁；是否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制度，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是否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树牢宗旨意识，坚
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善于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
工作。

通知要求，对照准则，重点查摆是否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否坚定不移贯
彻党的基本路线，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政治立场；是否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是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坚决反对“四风”；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
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是否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保
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通知明确，对照条例，重点查摆是否在重大原则问
题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执行党组织决定；是否存
在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等问题；是否存在为黑恶势力充
当“保护伞”，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是否存在工作不负
责任，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
动、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等问题；是否存在生活奢
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等问题。

通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
党内重要法规汇编》，逐段逐句学习党章、准则、条例，对
照检视分析，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去。各级领导班子要安排专门时间，召开对照党章党规
找差距专题会议。党支部要结合“三会一课”，召开专题
会议，组织党员学习、对照党章、准则、条例，自我检视问
题，自我整改提高。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学、带
头查、带头改，以上率下、作出示范，同时督促班子成员
和下属单位领导干部找准问题、解决问题。

新一轮营商环境改革，向最难处“动刀”
（上接第 1版）“眼下上海经济新旧动

能转换态势越来越明显，一个施工许可环
节， 卡住的不止是企业的时间和成本，更
是上海新动能培育、壮大的时间和成本。”

上海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一系列改
革落地，打通关键环节，推动微观活力汇
聚成宏观动力。

投入更大精力关注初创企业
今年以来， 复杂多变外部经济环境

下，上海依然成为全球企业、资本看好的
投资热土。预计上半年，上海新设外资项
目同比增长 49.2%，实到外资金额同比增
长 13.9%。

外资加快集聚，来自上海经济的平稳
增长，也来自高标准营商环境、高效率政
府服务带来的影响。

今年上半年，临港特斯拉超级工厂建
设全速推进。 特斯拉汽车创始人埃隆·马
斯克连连发“推特”，对上海各方的快速高
效不吝赞美之辞。

当马斯克急于依托中国工厂突围时，

上海则以服务特斯拉项目为契机，打造营
商环境和政府效率的全球典范。“逆全球
浪潮阴影下，上海和特斯拉汽车的合作无
间，是全球化积极意义的最好诠释。”经济
学家指出。

今年 5月底，辉瑞普强全球总部正式
落户上海，这是跨国药企首次在中国设立
全球总部。 辉瑞普强全球总裁高天磊表
示，吸引企业最终将全球总部落户的因素
中，政府服务尤为关键。

然而推动上海经济稳中有进的，不只
有特斯拉、 辉瑞这样全球瞩目的大项目。

今年上半年，上海日均新设企业超过 1400

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汇聚壮大经

济增长的新动能。

“我们全力服务特斯拉那样的大项
目，也在投入更大精力，关注初创企业的
需求，哪怕它们只在孵化器里租着一两个
工位。”上海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去年世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开篇
就将目光投向全球经济中的中小企业：

“所有关心经济发展和社会利益的理性政
府，都对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给
予高度关注”。

今年以来，上海在金融支持、减税降
费等领域相继出台政策，切实为中小企业
减轻负担，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最近针对创新创业领域开展的调
研和建议征集中，一系列具有共性的瓶
颈问题浮出水面。根据社会各界反馈的
企业注册注销、 众创空间载体建设、人
才支持保障、创业投融资、政策发布和
落实等热点问题， 上海正边调研边梳
理，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和办
法措施。

今年以来的新一轮营商环节改革中，

上海进一步扩大改革覆盖面，推动政府管
理和服务从“以部门为中心”向“以用户为
中心”管理模式转变。

上海注重倾听和回应企业需求，把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功能拓展到企业服
务，做到市场和社会诉求“一号响应”，建
立企业和市民的统一政府咨询、 投诉、建
议平台，打造政府服务企业的“总客服”。

上海还围绕大调研中企业对政府服
务、人才政策、科技创新、投资环境、贸易
便利化等方面提出的营商环境改革诉求
和建议，积极协调，推进解决，并举一反
三， 注重相关领域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形
成了 20个政策文件和工作机制。

以“一网通办”撬动深化“放管服”改革
（上接第 1 版）体验好不好，用户说了算。一

切以用户为中心，是“网购”受到用户喜爱的另一
重要原因，同样也是“一网通办”的不变宗旨。

上海推进“一网通办”背后的“互联网思维”，

在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毕竟，虽然实现了“能
办”，但对企业、群众来说是不是“好办”“愿办”，

还需要“一网通办”不断优化升级。

“能否设置更方便的分享功能”“有些信息一
天内填写不完，能否暂存记录提供查询”……上
月起，针对“一网通办”的“千万市民来找茬”活动
启动，目前已有 6000余条意见与建议通过网络、

电话、线下等渠道反馈给主办方，承办单位也都
在 1个工作日内与市民取得联系，力求当场答复
解决，对于一些“疑难杂症”和优化建议，也加紧
研究。

“用户至上”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对“好差评”

的重视。“希望让上海的每一家企业、个人，都有
自己的专属网页，获得政府提供的精准化、个性
化的政务服务，让大家感受到上海的便利。”三个
月前的上海市“一网通办”工作推进会议上，市委
书记李强如是说。

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主动推送产品的网购
平台？通过整合分析在不同政府部门办事时的信
息数据，“一网通办”总门户为每个人和企业“画
像”，将用户按照人生事件、人群、行业、职业等类
别，贴上一个个“标签”，形成了个性化的“一人一
档”和“一企一档”，“善解人意”地主动推送服务
因而成为可能。

在浏览自己的“一网通办”个人主页时，市民
田先生发现系统提示自己的往来港澳通行证还
有一个月就过期了， 而他恰巧计划次月赴港旅
游。按照页面指引，田先生通过“我是本市居民，

我要去港澳”的主题服务，不到 5 分钟就提交了
签注申请。“很多信息系统都自动帮我填好了，节
省了很多时间成本。到期提醒功能则帮我避免了
不必要的麻烦。”田先生感慨。

以前台服务升级，倒逼后台流程再造
政务服务的提速增效，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

题，高效办成一件事，也不是“一网通办”的全部目
标。更深层的意义，是要以前台的服务升级，倒逼后
台的流程再造，重构政府部门办事跨部门、跨区域、

跨层级的业务流程。

去年 4月，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揭牌成立，作为
“一网通办”最重要的推进主体，聚焦数据整合和
应用，协调各区、各部门形成合力，突破数据汇聚
共享瓶颈，实现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路”的转
变。

要让群众从“找部门”转变为“找政府”，真正实
现“减时间、减环节、减证明、减跑动次数”，流程再
造是最大难点。为此，本市选取了一批高频、跨部门
事项切实推进流程再造，实现部门协同管理，整合
涉及多部门事项的共性材料，“该取消的坚决取消、

该归并的坚决归并、该整合的坚决整合”，让“串联”

变为“并联”。

目前，本市已有 90%的审批事项实现“只跑一
次、一次办成”，99%的社区服务事项全市通办。“一
网通办”的最终目标，则是要实现面向企业和市民
的所有政务服务都可以“进一网、能通办”。

船到中流浪更急。“这是一项越做越多、越做越
难的工作。”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池龙坦言，随
着“一网通办”的不断深入推进，覆盖面会越来越
广，相应地，“难啃的骨头”也会慢慢显露出来，这更
加考验政府部门刀刃向内、自我改革的决心，开展
政府服务模式的颠覆性创新， 推动政务服务更高
效、更精准、更智能。

接下来，“一网通办”将根据工作计划，继续改
革创新、优化服务，在深化业务流程再造上迈出新
步伐、在提升办事便捷性上取得新成效、在推进数
据汇聚共享应用上实现新突破，持续提升企业和群
众办事的便利度、体验度和满意度，全力打响上海
“一网通办”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