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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1885 年生于吉林怀德。
1907年，马占山入奉军第六骑兵旅，因
作战勇敢，于1929年被张学良任命为
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1930 年任黑河
警备司令。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马占山临危受
命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
挥。他说：“守土有责是本人的天职，不
管有多大的困难，我马占山定为国家争
国格，为民族争人格，必与日本一拼。”

日军打算通过嫩江大桥向北进犯当
时的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进而占领全
省。为防止敌军通过大桥，马占山派驻军
烧毁嫩江大桥桥面并毁坏3个桥孔。日军

在飞机、大炮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出动
4000多人，向嫩江大桥发起进攻。中国
守军奋起还击，江桥战役正式打响。

中国军队在嫩江大桥及其附近与
日军展开殊死拼杀。马占山调兵遣将，
亲临前线指挥，击退敌人的一次次进
攻。这次战斗，日军共损失兵力1000
余人，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受到的首次重
挫。江桥战役打响了武装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第一枪，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
热情。马占山将军“为国家争国格，为
民族争人格”的精神，奋起抵抗并重创
入侵之敌的壮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抗
日运动的高涨。

1948 年，马占山拖着病躯积极奔
走，与邓宝珊将军等人，力促傅作义及
其部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
的条件并宣布起义，为和平解放北平作
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11月29日，马
占山病逝于北京，终年 65 岁。弥留之
际，他给子女留下遗嘱：“我嘱尔等务须
遵照我的遗嘱，诚心诚意去为新中国的
建设努力奋斗到底。”

文/新华社记者 薛钦峰
（据新华社电）

马占山：为国家争国格，为民族争人格

1922 年，杨根思生于贫苦农民家
庭，从小失去双亲。1944年，杨根思参加
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军
后，他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作战勇敢，
屡立战功，被誉为“爆破大王”。

1950年10月，杨根思参加中国人
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同年11月，在抗美
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分割围歼咸镜南道
美军战斗中，时任志愿军某部连长的杨
根思，奉命带1个排扼守下碣隅里外围
1071高地东南小高岭，切断美军退路。

29 日，号称“王牌”军的美军陆战
第1师开始向小高岭进攻。激战中，又
一批美军涌上山顶，他亲率第7班和第

9班正面抗击，指挥第8班从山腰插向
敌后，再次将美军击退。美军遂以空中
和地面炮火对小高岭实施狂轰滥炸，随
后发起集团冲锋。他率领全排顽强抗
击，当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
阵地上只剩他和两名伤员时，又有 40
多名美军爬近山顶。危急关头，他抱起
仅有的一包炸药，拉燃导火索，纵身冲
向敌群，与爬上阵地的美军同归于尽。

1952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
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
英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为“杨根
思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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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追授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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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题词赞
誉他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
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
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
了的敌人。”这是杨根思在抗美援朝战
场上振聋发聩的战斗誓言。

文/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据新华社电）

杨根思杨根思::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毛岸英，1922 年出生在湖南省长
沙市。8岁时，由于母亲杨开慧被捕入
狱，毛岸英也被关进牢房。杨开慧牺牲
后，地下党安排毛岸英和两个弟弟来到
上海。此后，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
坏，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他当过学
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

1936 年，毛岸英被安排到苏联学
习。在苏联期间，他开始在军政学校和
军事学院学习，后来参加了苏联卫国战
争，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
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毛岸英遵照毛泽东“补上劳
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
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解放
初期，任过工厂的党委副书记。他虽然
是毛泽东的儿子，但从不以领袖的儿子
自居，相反，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

力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新

婚不久的毛岸英请求入朝参战，任中国
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
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迅速熟悉了机
关业务。

195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美空军
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
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
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
28岁。

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
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
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
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
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
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是毛
泽东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
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
山。作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在危险
的异国前线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
士，他对人民的大忠大义、勇于奉献的
品格是家乡人民的骄傲，我们从他身上
看到了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湘潭市
地方史志研究学者何歌劲这样评价毛
岸英同志。

文/新华社记者 帅 才
（据新华社电）

毛岸英：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

地处江苏北部地处江苏北部、、淮河下游的涟水淮河下游的涟水，，有有
21002100多年建县历史多年建县历史。。作为革命老区作为革命老区、、红色热红色热
土的涟水土的涟水，，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激到激
情燃烧的建设岁月情燃烧的建设岁月，，再到波澜壮阔的改革开再到波澜壮阔的改革开
放时期放时期，，先后有先后有 32863286 名涟水儿女为抗击侵名涟水儿女为抗击侵
略略、、解放涟水解放涟水、、人民安康付出了宝贵生命人民安康付出了宝贵生命。。薛薛
剑强就是其中一位剑强就是其中一位。。

薛剑强薛剑强，，原名薛桂珊原名薛桂珊，，19221922 年出生于涟年出生于涟
水县方渡乡三湾村水县方渡乡三湾村。。19371937年秋年秋，，薛剑强以优薛剑强以优
异成绩考入省立石湖乡师异成绩考入省立石湖乡师。。薛剑强在校刊上薛剑强在校刊上
发表发表《《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应献身祖国的事业应献身祖国的事业》，》，抒发抒发
以身许国的壮志以身许国的壮志，，并改名并改名““剑强剑强””，，意为仗剑疆意为仗剑疆
场场，，御侮图强御侮图强。。

19381938 年春年春，，薛剑强拒绝了同学相约去薛剑强拒绝了同学相约去
国民党大后方西安的邀请国民党大后方西安的邀请，，决意在家乡开展决意在家乡开展
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救亡活动。。薛剑强在周竹如等共产党员薛剑强在周竹如等共产党员
的影响下参加涟水县游击大队的影响下参加涟水县游击大队，，并于并于 1941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1943 年年，，新四军淮海新四军淮海
军分区军分区（（第第33师师1010旅兼旅兼））第第44支队成立支队成立，，薛薛
剑强任剑强任 1010 团团 11 连指导员连指导员。。19441944 年年 44 月高杨月高杨
战役中战役中，，薛剑强率部阻击前往新安镇援助的薛剑强率部阻击前往新安镇援助的
日军日军，，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他带头端枪与他带头端枪与
敌人进行肉搏战敌人进行肉搏战，，为高沟战斗的胜利作出了为高沟战斗的胜利作出了
贡献贡献。。

19451945 年初年初，，薛剑强调到薛剑强调到 1010 旅政治部工旅政治部工
作作，，同年同年99月参加了解放淮阴的战斗月参加了解放淮阴的战斗。。此后此后，，
薛剑强随部队进军东北薛剑强随部队进军东北，，先后参加了四平保先后参加了四平保
卫战卫战、、长春阻击战等战役长春阻击战等战役。。在靠山屯战斗中在靠山屯战斗中，，
他腿部中弹他腿部中弹，，仍坚持在前线仍坚持在前线，，直到战斗取得最直到战斗取得最
后胜利后胜利。。19481948 年春年春，，薛剑强伤愈后重返前薛剑强伤愈后重返前
线线，，被任命为被任命为55师师1414团团长团团长。。

19481948年年99月月，，1414团攻打义县的炮声拉开团攻打义县的炮声拉开
了辽沈战役的序幕了辽沈战役的序幕。。战后战后，，薛剑强被授予薛剑强被授予““勇勇
敢勋章敢勋章””。。19491949年年11月的平津战役中月的平津战役中，，薛剑强薛剑强
带领部队率先从和平门突入城中带领部队率先从和平门突入城中。。平津战役胜利后平津战役胜利后，，薛剑强挥戈南薛剑强挥戈南
下下，，从湖南打到广西从湖南打到广西。。

19501950年夏年夏，，已升任已升任116116师参谋长的薛剑强师参谋长的薛剑强，，率部队由河南移率部队由河南移
驻辽宁海城驻辽宁海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薛剑强率部参加了第一薛剑强率部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二、、
第三次战役第三次战役。。19511951年年11月月，，347347团团11营向釜谷里进攻营向釜谷里进攻。。激烈的战斗激烈的战斗
中中，，薛剑强始终坚持在一线指挥薛剑强始终坚持在一线指挥。。19511951年年11月月33日下午日下午，，薛剑强冒薛剑强冒
着敌人的炮火到阵地前沿察看敌情着敌人的炮火到阵地前沿察看敌情，，准备在黄昏时组织部队出击准备在黄昏时组织部队出击。。
正当他在一棵树下举镜观察敌情时正当他在一棵树下举镜观察敌情时，，敌人的炮弹爆炸了敌人的炮弹爆炸了，，一块弹片一块弹片
击中了他的太阳穴击中了他的太阳穴。。年仅年仅2929岁的薛剑强倒下了岁的薛剑强倒下了。。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了纪念烈士的功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了纪念烈士的功勋，，特将釜谷里特将釜谷里
山改名为剑强岭山改名为剑强岭。。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邱冰清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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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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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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弹无法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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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新华社记者 王 志
（据新华社电）

孔庆三：用生命为部队开辟道路

胡乾秀胡乾秀，，19161916年出生于阳新县木港年出生于阳新县木港
镇枣园村镇枣园村，，1313岁就加入工农红军岁就加入工农红军，，1931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战士先后任战士、、班长班长、、
排长等职排长等职。。19381938年年11月月，，胡乾秀所在的胡乾秀所在的
抗日游击队第抗日游击队第11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11
支队支队11团团，，他先后任司务长他先后任司务长、、连长连长。。

19441944年年，，胡乾秀任胡乾秀任66师师1818旅旅5252团团
参谋长参谋长，，奉命在淮北开辟津浦路抗日根奉命在淮北开辟津浦路抗日根
据地据地。。19451945 年初挺进淮南参加反年初挺进淮南参加反““扫扫
荡荡””。。11月底月底，，在接近顺和基十堡村时在接近顺和基十堡村时，，
与日伪军在洪泽湖大堤遭遇与日伪军在洪泽湖大堤遭遇。。胡乾秀胡乾秀
带领官兵在弹药打光的情况下带领官兵在弹药打光的情况下，，用刺用刺
刀刀、、枪托与敌人肉搏枪托与敌人肉搏，，先后打退敌人先后打退敌人1414
次冲击次冲击，，击毙日伪军击毙日伪军270270余人余人。。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胡乾秀任华东野战胡乾秀任华东野战
军第军第11纵队第纵队第22师师44团团长团团长，，先后率部先后率部

参加了鲁南战役参加了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孟良崮战役、、渡江战渡江战
役役。。在孟良崮战役中在孟良崮战役中，，他带领全团官兵他带领全团官兵
分三路向分三路向 540540 高地猛扑高地猛扑，，很快拿下高很快拿下高
地地，，打垮了敌人左翼的支柱打垮了敌人左翼的支柱，，与兄弟部与兄弟部
队在孟良崮会师队在孟良崮会师。。

19501950年年1111月月，，胡乾秀奉命赴朝参胡乾秀奉命赴朝参
战战。。第二次战役中第二次战役中，，2020 军与友军在东军与友军在东
线长津湖地区迎击美国王牌军陆战第线长津湖地区迎击美国王牌军陆战第
11师师。。胡乾秀带领前卫胡乾秀带领前卫172172团克服重重团克服重重
困难困难，，抵达作战区域抵达作战区域。。1111 月月 3030 日日，，胡胡
乾秀指挥主攻部队突破敌人前沿阵地乾秀指挥主攻部队突破敌人前沿阵地，，
将敌人击溃将敌人击溃，，而后越过公路向西发展而后越过公路向西发展。。

1212月月88日凌晨日凌晨，，172172团在黄草岭阵团在黄草岭阵
地与敌激战地与敌激战，，至下午高龙至下午高龙、、黄草岭和黄草岭和
13041304高地均被敌人攻占高地均被敌人攻占。。胡乾秀带领胡乾秀带领
173173团团、、174174团团44个连的可战兵力个连的可战兵力，，赶到赶到
黄草岭实施反击黄草岭实施反击，，将将 13041304 高地夺回高地夺回。。
此时此时，，战士们已一天一夜没有吃饭战士们已一天一夜没有吃饭，，在在
11米多深的积雪中压冰坑为工事据守米多深的积雪中压冰坑为工事据守，，
打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打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

为便于指挥作战为便于指挥作战，，胡乾秀将前线指胡乾秀将前线指
挥所设在黄草岭西南的一个地窖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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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中，，指挥所被炮指挥所被炮
弹击中弹击中，，胡乾秀与胡乾秀与174174团政委郝亮和指团政委郝亮和指
挥所内人员全部壮烈牺牲挥所内人员全部壮烈牺牲。。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贤贤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胡 乾 秀 ：在 战 火 中 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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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了美国侵略军的气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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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据新华社电）

吴 书 ：赤 诚 卫 中 华

曹玉海曹玉海，，19231923年年33月出生于山东省月出生于山东省
莒南县莒南县（（19411941年前属莒县年前属莒县））涝坡镇东店涝坡镇东店
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9岁时岁时，，他第一他第一
个带头报名参加八路军个带头报名参加八路军。。后在一次反后在一次反““扫扫
荡荡””战斗中负伤战斗中负伤，，被安排回家养伤被安排回家养伤。。伤愈伤愈
后后，，无法与原部队取得联系的曹玉海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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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驻扎莒南的八路军部队（（东北军东北军111111
师起义后归八路军建制师起义后归八路军建制），），坚决要求参坚决要求参
军军。。部队领导知道曹玉海是山纵二旅的部队领导知道曹玉海是山纵二旅的，，
让他回原部队让他回原部队，，但曹玉海坚持说但曹玉海坚持说：：““我不我不
能再等了能再等了，，要早上前线报仇杀敌要早上前线报仇杀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曹玉海曹玉海
作战勇猛作战勇猛，，先后参加了横山战斗先后参加了横山战斗、、东北东北
剿匪剿匪、、保卫四平保卫四平、、三下江南三下江南、、辽西会战辽西会战、、
解放天津等战役解放天津等战役，，立战功立战功77次次，，荣获荣获““滨滨
海抗日模范海抗日模范”“”“战斗模范战斗模范””等荣誉称号等荣誉称号。。

19441944年年22月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1949年年44月月，，曹玉海随大军南下解曹玉海随大军南下解

放江南放江南，，在湖北宜昌与白崇禧军队交战在湖北宜昌与白崇禧军队交战。。
曹玉海在激战中身负重伤曹玉海在激战中身负重伤，，留在武汉治留在武汉治
疗疗。。伤愈后伤愈后，，组织上考虑他身体虚弱组织上考虑他身体虚弱，，便便
安排他转业到武汉监狱任监狱长安排他转业到武汉监狱任监狱长。。

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战争爆发后，，奉命北上的奉命北上的114114
师路过武汉时师路过武汉时，，曹玉海找到老部队曹玉海找到老部队，，要要
求重返部队参加国防军保卫边防求重返部队参加国防军保卫边防。。师师
长翟仲禹说长翟仲禹说：：““你已经转业了你已经转业了，，在地方好在地方好
好干吧好干吧！！””曹玉海坚定地说曹玉海坚定地说：：““我们的新我们的新
中国刚刚建立中国刚刚建立，，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
烧到我们家门口了烧到我们家门口了，，威胁到祖国的安威胁到祖国的安
全全，，我是一个革命军人我是一个革命军人，，岂能坐视敌人岂能坐视敌人
侵略侵略，，我要到前方亲自消灭侵略者我要到前方亲自消灭侵略者！！””

350350..33高地位于京安里东北高地位于京安里东北，，是利是利
川川、、龙仁龙仁、、水源三地通汉城水源三地通汉城（（今首尔今首尔））的的
三条公路的汇合点三条公路的汇合点，，也是志愿军抗美援也是志愿军抗美援
朝第四次战役中西线阻敌的关键朝第四次战役中西线阻敌的关键。。在在
敌人的猛烈进攻中敌人的猛烈进攻中，，身为一营营长的曹身为一营营长的曹
玉海沉着指挥战斗玉海沉着指挥战斗，，连续打退敌人连续打退敌人66次次
进攻进攻。。在敌人第在敌人第77次进攻时次进攻时，，曹玉海头曹玉海头
部部、、胸部不幸中弹胸部不幸中弹，，牺牲在前沿阵地牺牲在前沿阵地。。
19511951 年年 66 月月 2525 日日，，志愿军总部追认曹志愿军总部追认曹
玉海为玉海为““特等功臣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一级战斗英雄””。。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滕军伟滕军伟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曹玉海：身经百战以身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