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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 原国家税务局海洋

石油税务管理局上海分局局级离休干部戴
自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9年 10月
28日 8时 28分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逝世，享年 87岁。

遵照戴自强同志生前遗愿，遗体捐献，

丧事从简。

戴自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有关
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达慰问和哀悼。

特此讣告。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2019年 10月 28日

敌营中的“特别党员”张克侠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 张克侠，

原名张树棠，1900年出生， 少时就
读于北京汇文小学、 汇文中学。

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加入西北军。1927年到苏联莫斯科
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成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
“特别党员”，开始了长期地下工作
的革命生涯。 张克侠牢记党的嘱
咐，直到 1950年，才公开自己的共
产党员身份。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张克侠
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参
加了卢沟桥抗战。 他在得到日军不战而入的重要情报后，及
时通知刘清扬、张友渔等共产党员，使万余名革命志士、抗日
骨干得到安全转移。

抗日战争期间，张克侠转战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对当
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军队给予大量支持，对团结抗战起
到很大作用。

1948年淮海战役中，张克侠克服层层艰险，摆脱敌人的
严密监视，与何基沣一起，在贾汪、台儿庄防地率领三个半师、

两万三千余名官兵起义。此次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
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 使解放军得以乘虚而入， 直捣徐
州，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嘉勉。

张克侠起义之后，任解放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兼上海淞沪
警备区参谋长，参加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后
张克侠曾任林业部副部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当选
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
务委员。1984年 7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84岁。

出生入死 身经百战许世友
据新华社郑州电 许世友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1905年 2

月出生于今河南省新县田铺乡河铺
村许家洼。早年入少林寺习武，后投
身军旅， 曾任国民革命军连长。1926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 年 8 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
11月参加黄麻起义，先后任中国工农
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
长等职。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作战
中，多次参加敢死队，两次任队长，屡
挫强敌。在反“六路围攻”中，他指挥
万源保卫战，坚守阵地 3 个月，打垮
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1936年底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940年后，他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 3旅旅长，1942年任八
路军山东纵队参谋长，同年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巩固
和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第 9纵队
司令员，参加莱芜、孟良崮战役。同年 8月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
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率部进行胶东保卫战和周张、潍县、

兖州、 济南等战役。1949年起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司令员。

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兵团司令员。在
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许世友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民族的独立
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54年回国后，许世友历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解放
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
局书记处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
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
上将军衔。1985年 10月 22日于南京病逝。 每年清明节期间，全
国各地爱国人士会来到许世友将军墓前敬献鲜花，斟酒祭奠。

军队政治工作的先锋谭政
据新华社长沙电 谭政是杰出

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
治工作领导人。1906年生， 湖南湘
乡人。1927年 3月， 谭政加入国民
革命军。9 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
历次反 “围剿” 和长征。1936年 6

月， 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
习。1937年 6月任红军后方司令部
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谭政任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
副主任，就创建和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武装斗争、

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以及
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等问题，在《八路军军
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对指导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
路军、新四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军队建设起了突出作用。

1944年 4月，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共中央西北局
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总结红
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形势
和任务的变化，论述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
针、原则，并提出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

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
史文献，曾被列为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的整风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政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
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55年，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1988年 11月 6日，谭政在北
京逝世。

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田秀全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 田秀全

1942 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玉田
县，1961年参军入伍。 在部队时积
极进步，3次受到嘉奖、6次被评为
“五好战士”。1968年田秀全转业参
加公安工作，历任黑龙江省鹤岗市
公安局刑警队民警，新一派出所民
警、所长，东升派出所政治指导员。

走上公安岗位后，田秀全一心
扑在工作上，19年里只因父亲病危
请过一次假。 群众遇到困难时，他
总是第一时间热情相助，常说：“人
民警察就要冲锋在前。”

田秀全始终保持部队的光荣传统，在担任派出所政治指
导员期间工作勤奋，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一名新分配来的
年轻同志因高考落榜情绪低沉，田秀全多次找他谈心，终于
使他放下包袱积极工作，一年内破获刑事案件 7起，受到分
局表彰。他还注重狠抓民警的遵纪守法教育，认真纠正和防
止违纪苗头，派出所警风警纪不断好转。

1988年 3月 18日， 田秀全来到派出所楼上的东山区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了解一起案件。13时 40分许，有工作人
员气喘吁吁跑来说：“闹事的人拿着炸药包上来了， 要行凶
报复办案民警！”田秀全闻讯立即往楼下跑，在一楼楼梯口
处将一手抱炸药包、一手持引爆器的暴徒拦住，但暴徒这时
启动了引爆器。一声巨响，田秀全左臂被炸断，胸部血肉模
糊，壮烈牺牲，但其他职工和群众的生命保住了，整个办公楼
保住了。

1988年 4月 6日， 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4月
12日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少年英雄赖宁
据新华社成都电 赖宁 1973 年

出生于四川雅安市石棉县，从小就充
满着一股子山里孩子那种冒险劲，山
上的石头、野花、小动物，都是他探索
未知世界的对象。 在他的背包里，永
远都会放进一把榔头，遇到奇异的石
头，就会敲敲打打。他曾说：“将来要
做像李四光那样的科学家。”

上学后，赖宁和几个玩伴组成了
“金龙探险队”， 经常去山上探险寻
宝，赖宁就是他们的“头儿”。赖宁儿
时的伙伴李林洲说：“赖宁课余涉猎
的书籍非常广泛，地质、生物、无线
电、化学等都在看。所以山上很多石头，他都认识，还带回来给
同学看。”由于石棉是火险区，每当发生山火，他们“金龙探险
队”的队员都会主动上山去帮助大人灭火。

1988年 3月 13日，是石棉人不会忘记的日子。当天下午 3

时左右，山上突然起火，县城周边的森林、卫星接收站和油库都
面临巨大危险。赖宁得知火情后，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就和生病
在家的妈妈说了声：“我下楼走一走。”一下楼，赖宁就飞快地直
奔火场，伙伴们也随后赶到。大家在现场找了一些松枝灭火，但
火势非常凶猛，赖宁和他的伙伴们只能一次次地冲向火海。

在众人的努力下，火被扑灭了，但当人们第二天上午发现
赖宁时，赖宁的右臂紧紧挽着一棵小松树，头靠着山坡，眼镜丢
失了，左手撑地，右腿还保持着向上攀登的姿势。赖宁为保护国
家财产勇敢救火英勇牺牲的事迹被广泛传扬。1988年 5月，四
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赖宁为革命烈士；1989 年 5 月， 共青团中
央、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赖宁“英雄少年”的光荣称号，并号召
全国各族少先队员向赖宁学习。

永爱中华，此志不渝庄希泉
据新华社厦门电 庄希泉 1888

年生于福建省厦门市， 祖籍为泉州
市安溪县龙门镇。他 1911年在海外
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1982年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他以
95岁的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
中共正式党员。 庄希泉是中国著名
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和社
会活动家。 他立下终生的诺言：“永
爱中华，此志不渝！”

庄希泉早年参加同盟会，为新
成立的民国政府三下南洋筹款，后
在新加坡经营实业、 兴办教育，曾
奔走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从事反
蒋、抗日等革命进步工作，并因此三次被反动当局拘捕下狱。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庄希泉和夫人余佩皋以国民党
福建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 组织成立 “厦门国民外交后援
会”，发动罢工、罢课，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庄希泉在香港主持闽台抗日救
亡同志会，救济难民、筹集款项，联系、介绍海外进步青年到
延安参加抗日战争。

抗战胜利后，庄希泉返回香港、新加坡，经营进步电影和
进出口贸易。1947年在香港加入民主同盟， 并任香港工商委
员会委员， 积极协助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海外统战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庄希泉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委托，专程飞往
新加坡，面邀陈嘉庚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侨委副主任，与何香凝、陈
嘉庚、廖承志等一道开创了新中国侨务工作的新局面。

1988年，他因病在京逝世。

“军之良才”朱良才
据新华社长沙电 朱良才，湖

南汝城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
级将领。1925 年任村农民协会委
员。1927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 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
德、陈毅到井冈山，编入中国工农
红军第 4 军，任连党代表、军部秘
书， 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

1928年后， 历任营部书记和支队、

师、军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
苏区历次反“围剿”。

长征中，朱良才任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总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政
治部主任，经常亲自组织医疗抢救工作。红一、四方面军会合
后，调红四方面军，先后任第 31军政治部主任、第 30军政治
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良才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秘书长，营救了大批革命志士和失散人员。1938年秋，朱良才
到晋察冀军区， 先后任第 3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他重
视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和宣传文化工作，指导开展模范党支部
和杀敌立功运动，及时总结和宣传“狼牙山五壮士”等先进典
型，培养了一批宣传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为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朱良才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民族
独立与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1955年， 朱良才被授予上将军
衔。1958年，他因伤病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但他仍十分关
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撰写了一批回忆文
章。1989年 2月，朱良才在北京病逝。

“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 戎冠秀，

女，1896 年生， 河北平山人，1938

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
时期， 任下盘松村妇女救国会会
长、 八路军伤病员转运站站长。在
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她带领全村妇
女积极拥军支前， 救护伤员。1941

年至 1943年间， 日伪军对晋察冀
边区连续发动多次惨绝人寰的大
“扫荡”。在反“扫荡”的艰苦岁月
里，戎冠秀带领全村妇女为战士们
送水、送饭，转运伤员。在严重缺医
少药的条件下， 为了救治伤员，她
想尽一切办法，用温开水清洗创伤，用中草药敷伤口，用小勺
一口一口地给伤员喂饭。在她的精心救护下，很多身负重伤、

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指战员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人们都亲
切地称她“戎妈妈”。

1944年 2月，戎冠秀光荣地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
英大会，被授予“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
号。在荣誉面前，戎冠秀不骄不躁，把奖给她的骡子和农具全
部贡献出来，带领群众掀起了支援前线的大生产运动，同年
被晋察冀边区评为劳动模范。

解放战争时期，戎冠秀为了支援前线、保卫解放区，走村
串户动员男子参军打仗，妇女生产支前，并把最小的儿子送
上前线。

新中国成立后，戎冠秀先后当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
大代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三、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全
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
号。1989年 8月 12日，戎冠秀因病逝世，享年 93岁。

烈火铸忠诚闫正连
据新华社济南电 闫正连，1963

年 12 月出生于山东临沂，1982 年
12月应征入伍，来到青岛市消防支
队成为一名消防兵。1983年闫正连
担任班长职务， 所带的班连续五年
被评为尖子班。1986年 1月闫正连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 他和 8

名战友一起参加山东省消防技术对
抗赛，获得了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

入伍 6年多， 闫正连共参加灭火战
斗 400多次，先后 7次立功受奖。

1989 年 8 月 12 日 9 时 55 分
许，黄岛油库 5号油罐因雷击爆炸
起火，1.6万吨原油燃烧奔泻， 严重威胁着周围大小 15个油
罐和国家重点工程安全。10时 15分，闫正连奉命带领消防车
和战士飞奔火场， 担负着 5号油罐东侧 30米处 4号油罐的
冷却任务。熊熊的烈火将消防车油漆烧烤脱落。闫正连的头
盔面罩被烤变形，但他始终战斗在最前沿，连续 3个多小时
不下火线。l4时许，风向突变。5号油罐的烈火向 4号油罐压
下来，罐壁泛起股股白烟，更大的灾难就要发生。面对险境，

闫正连沉着冷静, 他一面指挥再调两支水枪加强喷水力量，

一面带领前沿阵地的战士向空中喷水，在两个油罐间筑成水
幕，试图阻止火势蔓延。

风大火猛，形势恶化，指挥员果断下达了撤离现场的命令。

这时，闫正连不顾个人安危首先指挥战士们撤离。当多数人撤
下后，闫正连回头发现两名新战士还在抱枪射水，赶紧边喊边
向他们跑去。正当他和两名新战士退离时，一声巨响，4号油罐
爆炸，水泥块横飞，烈焰高达几百米，数千吨原油化作一片火
海，闫正连和两名新战士被近千度的油火吞噬，壮烈牺牲。

“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
据新华社武汉电 吴运铎， 祖籍

湖北武汉，1917 年生于江西萍乡，早
年曾在安源煤矿当工人。1938年参加
新四军，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新四军
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抗日根
据地子弹厂厂长、 军工部副部长，华
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大连联合兵工
企业引信厂厂长，株洲兵工厂厂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奉命转移
到淮南抗日根据地。 敌人封锁严重，

军工生产困难重重， 他因陋就简，想
方设法带领职工自制土原料、 土设
备，为前方部队制造急需的枪炮弹药。日伪军进攻根据地时，他
就带领大家抬着机器打游击，只要有机会就坚持生产。一次在
修复前方急需的炮弹时，雷管发生爆炸，他左手被炸掉 4个指
头，左腿膝盖被炸开，左眼晶体被炸破，几近失明。

1947年，吴运铎奉命去大连建立引信厂并担任厂长。在一
次试验弹药爆炸力的时候发生意外，他被炸得浑身是伤。治疗
期间，他阅读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中得到鼓舞和
激励。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送他到苏联去治疗。经过精心治疗，

他的左眼重见光明。根据自己的成长、战斗经历，吴运铎写成传
记《把一切献给党》，后被译成七种文字，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1951年 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吴运
铎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称号，邀请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报道《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
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他的名字传遍了祖国大地。

1991年 5月，吴运铎在北京逝世。

临危不惧 舍生忘死孙瑞林
据新华社南京电 孙瑞林 ，

1960 年出生于江苏邗江，1979 年
在江苏省公安学校学习，1981年参
加公安工作，1989 年 11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江苏省邗江县公安
局刑警队民警、分队长、副队长。

1992年 7月 11日下午， 孙瑞
林接到市局刑警大队通报，镇江市
丹徒县公安局发现一个与邗江县
（现为邗江区）新坝乡 1991年发生
的一起重大盗窃案件有关的线索：

中国化工部蓝星化学清洗集团镇
江有限公司给欠款单位丹徒县（现
为丹徒区）一工厂的 24张价值 2.8万余元的银行存单，正是
1991年 5月 29日邗江新坝气阀厂职工朱某家中被盗后挂失
的银行存单中的一部分，蓝星公司总经理王斌有重大作案嫌
疑。孙瑞林立即组织 5名干警驱车赶往镇江市，与丹徒县公
安局刑警队相互通报案情、研究审讯计划后，决定当即依法
传讯审查王斌。

王斌拒不交代存单来源，审讯工作没有进展。孙瑞林等干
警连夜奔赴王斌所在公司进行搜查。搜查过程中，王斌故意拖
延时间，妄图蒙混过关。干警们最终从保险柜内搜出存单，正
是王斌与另一罪犯在邗江新坝朱某家中盗窃的部分存单。

王斌见罪行败露，突然从墙边拎起一只装满 5公斤氢氟
酸的塑料桶，向干警们泼来。为制止罪犯，保护战友，孙瑞林
毫不犹豫扑向罪犯，不幸被氢氟酸泼中。

送至医院后，生命垂危的孙瑞林关心罪犯是否被抓获。7

月 12日凌晨，孙瑞林因呼吸道中毒严重，面部严重灼伤，抢
救无效，以身殉职。

经济建设的保护神杨启泉
据新华社广州电 杨启泉，生

于 1956年， 佛山三水县大塘镇人。

1975年，杨启泉参加大塘镇社教工
作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应征
入伍。1985年 12月，杨启泉转业到
城区公安分局当民警。 他经常深入
街道了解、熟悉辖区情况，有时因其
他工作白天没去责任区， 晚上抽时
间也要到居民家中嘘寒问暖、 了解
情况。该地段的社会治安大大好转。

1989年 9月，杨启泉担任永安
派出所副所长，经常到居民中了解
情况， 晚上还四处巡查。1992年 9

月，辖区内一工厂发生一起特大案。当时他正患有严重的胃
痛，为能及时侦破案件，他强忍着病痛，和同事们四赴清远、

广州，终于将案件破获，为工厂挽回 10万元经济损失。1992

年 9月的一天中午，杨启泉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现一阿婆被
单车撞断了脚，他立刻送阿婆到医院，自己掏钱为阿婆办理
入院手续，待一切手续办妥，安顿好老人后，才悄悄离开。同
年，杨启泉父亲患病，姐姐又扭伤了，他没有时间照顾，也没
有告诉组织。年内干部休假，他一天也没有休过。牺牲后，在
他抽屉里发现 12张补休单，他却一张也没用过。

1992年 12月 7日 18时，杨启泉下班途经天成街，见一
名男青年手提公文包和尼龙袋，形迹可疑，便上前表明身份
对其进行检查。该男青年欲夺路逃跑，被杨启泉拽住，男青年
随即拔出手枪连开两枪，击中杨启泉头部，他捂着伤口，忍痛
抱住歹徒，又被歹徒连开 6枪击中头部和心脏。杨启泉仍以
惊人的毅力追出 30多米将歹徒扑倒，路面上留下了 30多米
长的血迹，最后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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