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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李克农李克农：：秘密战线上的秘密战线上的““传奇将军传奇将军””林伯渠林伯渠：：““老战士老战士””始终站在革命最前列始终站在革命最前列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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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磊 落 光 明 向 秀磊 落 光 明 向 秀
丽丽，，扶危定倾争毫厘扶危定倾争毫厘；；
一身正比泰山重一身正比泰山重，，风格风格
如斯世所师如斯世所师。。””这是林这是林
伯渠同志为纪念抢救国伯渠同志为纪念抢救国
家财产家财产，，保护人民生命保护人民生命
安全而光荣牺牲的女共安全而光荣牺牲的女共
产党员向秀丽的题词产党员向秀丽的题词。。

向秀丽向秀丽，，19331933年年55
月月 1313 日出生于广州市日出生于广州市
一个贫苦家庭一个贫苦家庭。。新中国新中国
成立后成立后，，向秀丽在广州向秀丽在广州
市何济公药厂工作市何济公药厂工作。。

19581958年年1212月月1313日日
晚晚，，向秀丽和另外两名向秀丽和另外两名
年轻女工罗秀明年轻女工罗秀明、、蔡秋蔡秋
梅在药厂梅在药厂44楼化工车间楼化工车间
加班制造化学药剂加班制造化学药剂““甲甲
基硫氧嘧啶基硫氧嘧啶””。。当时当时，，
罗秀明正要把一瓶净重罗秀明正要把一瓶净重
2525 公斤的无水公斤的无水酒精倒酒精倒
入量杯入量杯，，向秀丽见她向秀丽见她
提 得 吃 力 就 去 帮 忙提 得 吃 力 就 去 帮 忙 。。
但就在向秀丽开始倒但就在向秀丽开始倒
第三杯酒精时第三杯酒精时，，越来越来
越倾斜的瓶身突然失越倾斜的瓶身突然失
去平衡去平衡，，掉在地上摔掉在地上摔
得粉碎得粉碎。。

2020 多公斤重的酒多公斤重的酒
精倾泻出来精倾泻出来，，流向车间流向车间
内内 1010 个火红的煤炉个火红的煤炉。。
一接触到煤炉的热气一接触到煤炉的热气，，
酒精刹那间燃烧起来酒精刹那间燃烧起来，，
车间内顿时变成了一片车间内顿时变成了一片
火海火海。。更可怕的是更可怕的是，，77
桶桶 6060 公斤重公斤重、、用煤油用煤油
浸着的金属钠就放在离浸着的金属钠就放在离
酒精倾泻处不到酒精倾泻处不到44米的米的
地方地方，，金属钠遇水或高金属钠遇水或高
温便会立即爆炸温便会立即爆炸。。到时到时，，不仅整个工厂将毁不仅整个工厂将毁
于一旦于一旦，，还会殃及上下九商业区的商铺还会殃及上下九商业区的商铺、、居居
民民、、学校学校。。

向秀丽来不及为自己考虑什么向秀丽来不及为自己考虑什么，，她拼命她拼命
地用帽子地用帽子、、围裙擦拭酒精围裙擦拭酒精，，阻止火势蔓延阻止火势蔓延。。
大火烧毁了她的帽子大火烧毁了她的帽子、、围裙围裙，，向秀丽想都不向秀丽想都不
想想，，直接伸出双手阻挡酒精流向金属钠直接伸出双手阻挡酒精流向金属钠。。火火
流仍在迅速蹿动流仍在迅速蹿动，，金属钠已经冒起了白烟金属钠已经冒起了白烟。。
向秀丽猛地扑在地上向秀丽猛地扑在地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
来势凶猛的火流来势凶猛的火流。。

大火最终被闻声赶来的工人扑灭了大火最终被闻声赶来的工人扑灭了，，但但
向秀丽的下身却被严重烧伤向秀丽的下身却被严重烧伤，，双腿僵直无法双腿僵直无法
弯曲弯曲，，膝盖几乎可以看见骨头膝盖几乎可以看见骨头。。

在医院昏迷了三天三夜后在医院昏迷了三天三夜后，，向秀丽渐渐向秀丽渐渐
清醒过来清醒过来。。她睁开眼睛就问她睁开眼睛就问：：““金属钠有没金属钠有没
有爆炸有爆炸？？工厂有没有受损失工厂有没有受损失？？罗秀明有没有罗秀明有没有
受伤受伤？？””

住院治疗期间住院治疗期间，，向秀丽以超乎想象的意向秀丽以超乎想象的意
志力忍受着病痛志力忍受着病痛。。每次除腐肉每次除腐肉、、植皮植皮、、输输
血血、、注射注射，，医护人员都不忍心望向她的脸医护人员都不忍心望向她的脸。。
每次想呻吟时每次想呻吟时，，向秀丽都会坚强地咬牙忍向秀丽都会坚强地咬牙忍
住住。。有时实在忍不住有时实在忍不住，，便叫医护人员打开留便叫医护人员打开留
声机声机，，让歌声淹没自己的呻吟让歌声淹没自己的呻吟。。尽管医院千尽管医院千
方百计抢救方百计抢救，，最终却未能挽救向秀丽的生最终却未能挽救向秀丽的生
命命。。火灾火灾3333天后向秀丽去世天后向秀丽去世。。

向秀丽虽然光荣牺牲了向秀丽虽然光荣牺牲了，，但她给予人们但她给予人们
的影响却一天天在扩大的影响却一天天在扩大。。许多工厂许多工厂、、学校举学校举
行了向秀丽追悼会行了向秀丽追悼会、、事事
迹报告会迹报告会。。中共广州市中共广州市
委宣传部委宣传部、、共青团广东共青团广东
省委等单位省委等单位，，号召广州号召广州
市共产党员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共青团员
学习向秀丽的高贵品学习向秀丽的高贵品
质质。。林伯渠林伯渠、、董必武董必武、、
郭沫若等同志为纪念向郭沫若等同志为纪念向
秀丽题词秀丽题词。。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李雄鹰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雷锋，湖南省望城县（今长沙市望城区）

人。1940年出生，7岁沦为孤儿。新中国成
立后，雷锋获得了新生。

1958年9月份，雷锋响应国家号召，到
辽宁鞍山当了一名推土机手。11月份被分
配到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工作。1960年
1 月份应征入伍，同年 11 月份加入中国共
产党。

雷锋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牢
固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远大目标。他忠于
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以

“钉子”精神挤时间刻苦学习党的理论著作

和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
领；以甘当“螺丝钉”的精神，干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
的事迹。连队分配他当汽车兵，他努力钻研
驾驶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汽车驾驶员。担
任班长后，他事事模范带头，带领全班成为
部队先进集体。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
诚，热爱人民群众，热爱集体，关心战友，把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和
快乐，并身体力行，认真实践，“把有限的生
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962 年 8 月 15 日，雷锋在执行运输任
务时殉职。在部队生活2年8个月，他荣立
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受嘉奖多次，被选
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雷锋的模范事迹和高尚思想在军内外
产生巨大影响。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
为“雷锋班”。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在广泛持
久开展的学习雷锋活动中，全军各部队和全
国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了大批雷锋式的英雄
模范人物。

文/新华社记者 刘良恒
（据新华社电）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芜湖。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在情报和保卫等
特殊战线上工作，以顽强的斗志和灵活的工
作方法，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在紧急关头保
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
供了决策性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
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誉为“传奇将军”。

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
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
党小组组长。1930 年，李克农调中央特科
工作，从此国民党CC组织的秘密经李克农
小组有领导有计划及时掌握。1931 年 4
月份，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
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
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
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

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
全作出了贡献。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
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
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为争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第二次国共
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 年冬，李克农奉周恩来指示去桂
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使我党在西南一带有
了公开的代表机构和领导核心。在此期间
李克农积极开展对国民党桂系的统战工作，
团结各方人士，使桂林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合
作抗日的政治局面。

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
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
提供了重要依据。解放战争中，李克农指导党
的隐蔽战线为配合军事作战，特别是对辽沈、
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外交部副部
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
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1年曾参加朝鲜停
战谈判。1954年曾任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
代表团代表。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
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
放勋章。1962年于北京病逝。

文/新华社记者 鲍晓菁
（据新华社电）

陈嘉庚，1874 年出生于福建同安县仁
德里集美社，少年时赴新加坡随父经商。
20岁回乡完婚，并出资2000元在集美建立
惕斋学塾。

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熏陶下，陈嘉庚
于1910年春加入中国同盟会，从物质上支
援辛亥革命运动以及福建省财政。

1912年，陈嘉庚筹办集美小学校，之
后陆续创建中学、师范、幼稚园以及集美
水产航海、商科、农林教育等，形成集合
各类学校与公共机构的集美学村。陈嘉庚
坚信，“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
职”。他亲自规划、监造中西合璧式的“嘉

庚建筑”，并礼聘名师，于1921年创办了
厦门大学。

1928 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后，陈嘉庚
领导华侨社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9
年，陈嘉庚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
华侨机工（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
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
战略物资。

1945 年抗战胜利后，陈嘉庚重返新加
坡。毛泽东为其题词“华侨领袖，民族光
辉”。1948 年 5 月份，他致电毛泽东，响应
中共中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联合
政府的建议。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国定
居，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
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
主席。1961 年 8 月份，陈嘉庚因病在北京
逝世，归葬于厦门集美鳌园。

集美校友总会永远名誉会长任镜波追
溯其与陈嘉庚的三次接触。他说：“嘉庚先
生力主为社会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有诸
多海外华侨校友传承了他的精神，归国办
校，形成一种风气。”

文/新华社记者 邓倩倩 陈弘毅
（据新华社电）

陈嘉庚：华侨领袖 民族光辉

杜凤瑞，1933年出生，河南方城人。出
身贫苦的他，幼年过着乞讨流浪的生活，后
给地主当长工，尝尽人间辛酸。怀着对旧社
会的刻骨仇恨和对新生活的美好愿望，杜凤
瑞于 1948 年 5 月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6年10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军后，杜凤瑞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他
曾在日记中写道：一个革命者，首先要确定坚
定不移的革命人生观，就必须注意培养自己
的思想道德品质，处处为党的利益和人民利
益着想，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风格，能
够为党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

1952 年在云南剿匪战斗中担任司号

员，带病出色完成任务，荣立二等功一次。
同年4月份，调空军航空学校学习飞行。

毕业后，杜凤瑞被分配到空军飞行部队，
认真训练，虚心求教，飞行技术迅速提高。
1957年被评为优等射手，被誉为“铁杆僚机”。

1958年10月10日拂晓，杜凤瑞所在飞
行中队在福建龙田上空同窜犯大陆的台湾国
民党空军6架飞机展开激战。他驾驶4号机随
长机直插国民党军机群，当发现一架F－86
战斗机从后面偷袭长机时，立即加大油门首
先发起进攻，一举将其击落。长机脱险，但自
己却陷入4架敌机围攻，座机被击中，头部受
伤。危急时刻，他无所畏惧，忍着伤痛，驾驶受
伤座机，咬住对方一架飞机穷追不舍，从1.2
万米高空追击到距地面3500米处，将其击
落。当准备拉起飞机继续战斗时，因座机受伤
严重，失去操纵，他被迫跳伞。在即将降落地
面时，遭敌机袭击，壮烈牺牲，年仅25岁。

同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政治部为他追记一等功。1964 年 9 月 29
日，空军领导机关授予他生前所在中队“杜
凤瑞中队”荣誉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李 鹏
（据新华社电）

杜凤瑞：“铁杆僚机”慑长空

司马义·买买提：为保卫祖国战斗到最后

司马义·买买提，维吾尔族，1940 年出
生，新疆英吉沙县人，1960 年 7 月份入伍，
生前任新疆军区骑兵第 3 团机枪连班长，
1962年10月27日在中印边境西段自卫反
击作战中为国捐躯。战后，上级党委追认他
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追记一等功。
1963 年 4 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
予司马义·买买提“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62年10月27日，司马义·买买提和
战友们在副连长乌甫尔·木沙带领下，乘汽
车到喀喇昆仑边防执行任务。突然，一串子
弹从右前方的山腰间猛射过来。

情急之下，副连长乌甫尔·木沙指挥士

兵挪动驾驶室上的重机枪实施火力压制，但
被印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为了保存力量，
他只好命令战士们卧倒在车厢里。司马义·
买买提主动要求吸引印军火力，以便战友们
移动重机枪脚架，调转枪口反击侵略者。

此时，一颗子弹穿过司马义·买买提的右
手腕，打进了他的左胸膛，鲜血直往外涌。当
战友们要给他包扎伤口时，他推开他们坚定
地说：“快去调转枪口，消灭敌人！”

正当司马义·买买提换弹夹时，他的右
肋又中了一颗子弹。射击暂停了一下，印军
以为打中了他，就集中火力向驾驶室上调转
重机枪的战士射击。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
关头，司马义·买买提全然不顾身负重伤，咬
紧牙关，拼尽全力猛地站起来，端起冲锋枪
猛烈地向印军扫射。印军又慌忙集中火力
向他开枪，第3颗子弹又穿进他的右肋。这
时，战友们把架好的重机枪瞄准了印军，火
力压得印军不能动弹，全班战士和及时赶到
救援的战友们一起全歼了这股印军。

司马义·买买提血洒昆仑、壮烈牺牲，为祖
国献出了宝贵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革命英
雄主义凯歌。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 兵兵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湖南常德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绿树
掩映中有一座典型的清代民居，那是中共延
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生
活学习的地方。

今年6月底，在林伯渠故居景区内，林
伯渠生平陈列馆正式开馆。人们伫立在展
厅橱窗前，听讲解员讲述这位“革命老战士”
不平凡的一生。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1886
年生。从青少年时代起，他目睹清朝政府的腐
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忧国忧民。1904年春，
林伯渠东渡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受革
命思潮影响，加入中国同盟会，在革命实践中
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份，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
秀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

为最早的党员之一。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
根据地，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并于1934
年10月份参加长征。

参加长征时，林伯渠已年近半百。长征路
上，林伯渠有五件宝：棍、帽、草鞋、粮袋、军包。
他常常说：“行军带上五件宝，不怕目的达不
到。”每次行军，林伯渠总是一手提小马灯，一
手拄着那根从瑞金带来的拐杖，照顾着同志
们。红军女战士李坚贞回忆说：“他的小马灯
从来不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着大家。”

1937 年9 月份至1949 年，林伯渠任陕
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对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起，他多次担
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后又任国民参政会
参政员，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秘书长。1954 年当选为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0 年 5
月29日病逝于北京。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
人之一，也是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一、遵守党章党纪。二、
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
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文/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