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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廷安生前所在部队——第 77 集团
军某旅官兵近日从四川某地出发，循着“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精神的足迹，沿着
川藏线向西挺进，重回阳廷安曾经战斗过
的地方，进行高原驻训，发扬“两不怕”
精神。

阳廷安，1938 年生，1958 年入伍，
196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0 月，在
边境自卫反击战的一次战斗中，阳廷安所
在排进攻受阻。敌人十几个地堡里喷出的
火舌，交织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火网，十几名
战士先后牺牲。

在火力支援和 5 班策应下，阳廷安
率 6 班向敌人地堡进攻。经过半个多小
时战斗，连续夺取敌人地堡 18 个，全
班无一伤亡。连长高友贵、指导员孙光
明 随 即 指 挥 各 排 向 纵 深 猛 插 ， 乘 胜
歼敌。

后续战斗中，阳廷安用一捆集束手榴
弹炸飞 1 个地堡，又用炸药包消灭敌人 1
个机枪火力点。激战中，阳廷安高呼“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跟我来，打进去！”直至壮

烈牺牲。
全班战士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英勇战

斗，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们攻克
地堡27个，歼敌55人，缴获2门火炮，4挺
轻重机枪，2具火箭筒等武器。此役，6班8
人7人牺牲。

1963年2月，西藏军区原司令员张国
华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时，这句“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誓言，得到毛主席高度赞
扬与肯定，著名的“两不怕”精神从此叫
响。同年3月，西藏军区为阳廷安追记一
等功，国防部授予其所在班“阳廷安班”荣
誉称号。

用忠诚作答，向荣光挺进。近年来，这
个旅官兵大力传承发扬“两不怕”精神，先
后圆满完成实兵演习等重大任务，40余人
在各类比武竞赛中斩获名次，200余人因
训练成绩优异立功受奖。前不久，在陆军

“奇兵－2019”系列比武竞赛中，他们取得
多项佳绩。

文/新华社记者 刘小红
（据新华社电）

罗光燮，四川乐至人，1941 年 12 月 3
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51 年
加入儿童团。1958 年到公社兴办的纤维
厂工作。因表现突出，多次被评为社会主
义建设积极分子，并于 1958 年 11 月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60年8月，罗光燮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编入边防部队某部工兵连1排2班。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后，
伏在积雪皑皑的阵地上，罗光燮在日记本
上写下了豪迈的誓言：“为了党，为了祖国，
为了人民，我愿意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甚至鲜血和生命。”战斗中，他双手二度冻
伤，仍主动请战。

11月18日，罗光燮所在工兵排奉命配
合边防某部清除侵华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
西段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这一据点是印
军指挥中心和重要供应基地的门哨。战斗
中，前进中的攻击部队遭到敌人炮火、机枪
的猛烈轰击和扫射，地面又有敌人布置的
地雷障碍，伤亡不断增加，2名排雷战士相
继负伤。这时，罗光燮挺身而出，紧握爆破

筒，冲进雷区。闯过两道炮火封锁线后，不
慎触发一颗被积雪覆盖的地雷，左脚被炸
掉，陷入昏迷，爆破筒滚下山坡。他苏醒
后，印军炮火仍在继续。为了争取时间，在
不能站立、没有任何排雷工具的情况下，他
义无反顾地向前滚去，以身体引爆地雷。
左臂被炸断后，他仍继续向前滚动，不断引
爆地雷，一条六公尺宽的无雷区被炸开，罗
光燮英勇牺牲，年仅21岁。

为表彰罗光燮的英雄壮举，战后所在
部队党委为他追记一等功，并根据其生前
志愿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3年3
月 9 日，国防部追授他“战斗英雄”荣誉
称号。

英雄已逝，精神长存。在烈士的家乡，
人们不断传颂着他的英雄事迹。乐至县宝
林镇党委书记陈建军说，将在全镇范围内
开展“学习英烈先辈、传承光荣传统”主题
教育活动，组织全镇机关干部职工、中小学
教师、村（社区）干部学习。

文/新华社记者 张海磊
（据新华社电）

凝神望着坚固的小凌河堤坝，
穿过旁边的高楼大厦，查洪烈仿佛
看到了 56 年前滔滔洪水中的父
亲。和最亲的人虽素未谋面，但父
亲的鲜血已流淌在查洪烈的血脉，
一直激励她38年的从警生涯。

2018年，55岁的查洪烈从锦
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办公室主任
岗位上退休了，依依不舍地脱下
穿了 38 年的警服。作为荣立个
人三等功 2 次、获评优秀公务员
10次的人民警察，查洪烈说：“父
亲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群众的生
命，身穿警服这 38 年，我唯有勤
奋工作告慰父亲，擦亮我们两代
人头顶的警徽。”

查玉祥，1941 年出生，生前
是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
凌安派出所民警。

1963年7月20日，辽西遭遇
百年不遇特大暴雨，锦州的小凌
河、女儿河洪水成灾，水漫堤坝，
一片汪洋。锦州市内多处路段被
淹，房倒屋塌，群众被困。

查玉祥所在的凌安派出所辖
区是锦州城区人口密集的低洼地
带，共有 3000 多户 1 万多名居
民，一旦发生洪灾，后果不堪设
想。20日早10点，最担心的事发
生了，小凌河溃堤，汹涌的洪水咆
哮着涌向地势低洼的龙江南街。

查玉祥曾是一名无数次出入
火海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消
防卫士，他主动向领导请求承担
引导疏散辖区居民撤离的任务，
随后和民警黄广成冒着狂风暴
雨，在过膝的水里艰难地向险地
跋涉，他们挨家挨户敲门呼唤，转
移群众。在他的疏导下，绝大多数群众都顺利撤
离到了安全地带。

这时查玉祥发现人群中没有刘大妈的身影，那
个无儿无女的革命烈士遗孀，他立即奔向刘大妈的
房子。进到屋内他发现刘大妈正在炕上抱着一个
大木箱，她哭着说：“这些东西我得带着啊……”查玉
祥忙说：“等水退了，你缺啥我给你备，咱先走，只要
人在就啥都不愁。”可是大妈还是不愿放手。这时洪
水夺门而入，眼看着没过了炕沿，千钧一发之际，查
玉祥一下背起了刘大妈朝门外奔去，就在他们离开
屋子不到20米时，刘大妈家的房顶被暴雨冲塌了。
刘大妈安全了，又冷又饿的查玉祥才感觉到体力透
支，泡在水里的双腿已经快失去知觉。

此时他突然想到西边还居住着一位老人，不
过去看看心中总是不安。在路上他遇到了民警胡
振兴，胡振兴知道查玉祥水性不好，对他喊道：“那
边水太深了，你快往回走。”可是查玉祥担心那户人
家，就和胡振兴彼此搀扶着并肩往前走。暴雨倾
盆而下，水位仍在不断上涨，水流湍急而浑浊，水下
什么情况完全看不清。突然，他俩脚下一空，一同
陷入了深处，两个人瞬间被洪水淹没了。等胡振
兴从水中挣扎上来时，却寻不见查玉祥的身影，年
轻的查玉祥被湍急的洪水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年仅22岁，查玉祥就这样穿着警服走了，留
给父母、妻子巨大的悲痛，而妻子腹中已有了两人
的骨肉。

得知查玉祥牺牲的消息后，近千名群众自发
为他送行，锦州市公安局追授他“五好人民警察”
荣誉称号，随后，查玉祥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女儿出生时，妈妈张凤兰给她取名查洪烈，寓
意“洪水中的英烈”。

1980年，查洪烈光荣加入警察队伍。从警38
年来，遇到困难她总是迎难而上，从内勤文书到外
勤打扒，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她总是巾帼不让须
眉，出色地完成任务，深受上级和同事称赞。

从1992年开始，查洪烈的母亲和丈夫接连患
重病，她将眼泪压在心底，以
超乎寻常的毅力，支撑全家闯
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查洪
烈说，英雄父亲的大无畏精神
一直感染着我，我把事业和生
活上的一切收获都看作是对
父亲的告慰。热爱事业、热爱
生活、不怕困难、顽强拼搏是
这个家庭永远传承的精神
力量。

文/新华社记者 李 铮
（据新华社电）

谢臣，回族，河北省易县人，共青团员，
1940年出生，1960年入伍，原69军某部3
营炮兵连（现第81集团军某特战旅3营9
连）战士。

1963年8月初，一场持续多天的特大
暴雨席卷河北省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地。
7 日，谢臣随连队奉命到易县东高士庄抗
洪抢险。一天一夜，他和战友不顾生命危
险，先后救出 450 多名被困群众，转移
2000多名群众和大批集体财产。

8 日凌晨，谢臣看到群众穿着湿衣服
冻得瑟瑟发抖，决定回村找御寒衣物。刚
到村里，山洪突然来临。此时，谢臣离山坡
不过几步远，一迈腿就可以安全上山。但

他却向连部跑去，他知道那里还有没来得
及上山的群众和带病坚持指挥抗洪的副指
导员刘少春。就在这时，山洪把他卷进了
激流。

谢臣用力浮出水面，发现社员王洛荣
的女儿王莲子正在洪水里挣扎。他一手抓
住王莲子的衣服，一手划水，好不容易游到
了岸边，一个漩涡又把他们卷入激流。

谢臣在洪水中艰难地向前游，终于游
到岸边。可是因为水急，拉着一个人很难
上岸。谢臣急中生智，双手托住王莲子，使
尽全身力气，把她推上岸，自己却被洪水冲
离岸边。

几度浮沉，他才勉强摆脱了激流冲击，
游到水势平稳处，即将脱险。突然，身后漩
涡里又传来了呼救声。整整奔波了一夜的
谢臣，此时体力已消耗殆尽，但他使出最后
力气，挥开双臂，向呼救的落水女童陈爱子
游去。一波无情的水浪，把他卷入水底。
谢臣壮烈牺牲，年仅23岁。

1964年，国防部追授谢臣“爱民模范”
荣誉称号，命名谢臣生前所在班为“谢臣
班”。

文/新华社记者 刘小红
（据新华社电）

欧阳海，1940 年生，湖南桂阳县人。
1959 年 3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
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前，在农村
任记工员、会计，他热心助人，经常帮助没
有劳动力的家庭干活，并用自己的粮食救
济本村困难户。

入伍后，欧阳海在广州某部一营三连
七班任战士、班长。工作积极，训练刻苦，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人
称“小老虎”。他曾两次抢救溺水儿童，一
次参加灭火，并救出一位老人。三次荣立
三等功，多次被树为标兵。

1963 年 11 月 18 日清晨，欧阳海所在
部队野营训练沿铁路行军，行至湖南省衡

山车站南峡谷时，满载旅客北上的288次
列车迎面急驶而来，驮着炮架的一匹军马
猛然受惊，窜上铁道，横立双轨之间。就在
火车与惊马将要相撞的危急时刻，他奋不
顾身，跃上铁路，拼尽全力将军马推出轨
道，避免了一场列车脱轨的严重事故，保住
了旅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自己却被卷入
列车下壮烈牺牲，年仅23岁。

欧阳海是继雷锋之后在人民解放军这
所大学校里涌现出的又一名共产主义战
士。1964年，中国共产党广州军区委员会
追授他“爱民模范”荣誉称号。同年1月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
在班为“欧阳海班”，并号召全军指战员学
习他的崇高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朱德、董必武、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
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高度赞扬
他的英雄行为。1988年，他生前所在部队
修建了欧阳海纪念馆。

欧阳海用舍身推战马、勇救人民生命财
产的英雄壮举，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如
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
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文/新华社记者 谭 畅
（据新华社电）

周保中周保中，，原名奚李元原名奚李元，，19021902年生年生，，云南大云南大
理人理人，，白族白族。。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曾在曾在
滇军和国民革命军中服役滇军和国民革命军中服役。。19261926年加入国年加入国
民革命军民革命军，，历任营长历任营长、、团长团长、、副师长等职副师长等职，，参加参加
北伐战争北伐战争，，率部英勇作战率部英勇作战，，屡建战功屡建战功。。19271927年年
7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1928年受中共中央派年受中共中央派
遣赴苏联莫斯科遣赴苏联莫斯科，，先后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先后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
主义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学习主义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学习。。

19311931 年年““九一八九一八””事变后事变后，，周保中回周保中回
国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组织领导抗组织领导抗
日武装斗争日武装斗争。。19321932年年55月起月起，，任中国国民任中国国民
救国军总参议救国军总参议、、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总参总参
谋长谋长，，指挥两次攻克安图县城指挥两次攻克安图县城、、三打宁安等三打宁安等
战斗战斗。。19341934 年年 22 月领导组建绥宁反日同月领导组建绥宁反日同
盟军盟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率部在宁安地区率部在宁安地区
开展游击活动开展游击活动。。19351935 年后历任东北反日年后历任东北反日
联合军第联合军第 55 军军长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东北抗日联军第 55 军军
军长军长，，领导创建绥宁抗日游击根据地领导创建绥宁抗日游击根据地，，指挥指挥
大盘道大盘道、、前刁翎前刁翎、、依兰城等战斗依兰城等战斗。。19371937 年年
1010 月起先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月起先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 22 路军总路军总

指挥指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中共吉东省委书记。。19381938 年初年初，，为为
打破日伪军打破日伪军66万余人对佳木斯地区的万余人对佳木斯地区的““讨讨
伐伐””，，组织指挥第组织指挥第22路军主力从依兰地区向路军主力从依兰地区向
五常地区西征五常地区西征，，亲率留守部队多次挫败日亲率留守部队多次挫败日
伪军的伪军的““讨伐讨伐””。。

19391939 年春年春，，针对日伪军军事针对日伪军军事““讨伐讨伐””、、
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的严峻形势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的严峻形势，，主持召主持召
开中共吉东省委扩大会议开中共吉东省委扩大会议，，他坚定地说他坚定地说：：

““临到革命者牺牲的关头临到革命者牺牲的关头，，就应该慷慨就就应该慷慨就
义义。。我们决心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被压迫我们决心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被压迫
民族解放之花民族解放之花。。””随即整顿部队随即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调整部署，，
指挥各军分路突出重围指挥各军分路突出重围。。19401940年年，，在抗联在抗联
部队遭受严重挫折部队遭受严重挫折、、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
的情况下的情况下，，继续组织开展小分队游击活继续组织开展小分队游击活
动动。。19421942年年88月任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月任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
坚定不移地率部继续坚持战斗坚定不移地率部继续坚持战斗。。19451945年年88
月率部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和接应八路月率部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和接应八路
军军、、新四军调赴东北的部队新四军调赴东北的部队，，曾获苏联授予曾获苏联授予
的的““红旗红旗””勋章勋章。。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历任东北
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民主东北民主
联军副总司令兼东满军区司令员联军副总司令兼东满军区司令员、、吉林省吉林省
人民政府主席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
军区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东北解放战争参与领导东北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保中曾任云周保中曾任云
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法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法
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长等职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长等职。。19551955年被授年被授
予一级八一勋章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
解放勋章解放勋章。。19641964年年22月月2222日在北京病逝日在北京病逝。。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丁怡全丁怡全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在陕西省吴堡县岔上镇东张家沟村在陕西省吴堡县岔上镇东张家沟村，，
几孔典型的陕北窑洞朝阳排列几孔典型的陕北窑洞朝阳排列，，这里是长这里是长
期在隐秘战线战斗期在隐秘战线战斗、、保卫陕北苏区人民政保卫陕北苏区人民政
权的钢铁战士薛克明的故居权的钢铁战士薛克明的故居。。

薛克明薛克明，，19101910 年生年生，，陕西吴堡张家沟陕西吴堡张家沟
村人村人，，化名老冯化名老冯。。薛克明家境贫寒薛克明家境贫寒，，自幼自幼
务农务农。。

19271927 年年，，薛克明参加革命薛克明参加革命，，同年加入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从事地下活动。。

19341934 年年，，薛克明加入红军游击队薛克明加入红军游击队，，历历
任班长任班长、、中队长等职中队长等职，，转战陕北各地转战陕北各地，，开辟开辟
根据地根据地。。

19351935 年年，，吴堡县苏维埃政府建立吴堡县苏维埃政府建立，，薛薛
克明任吴堡县保卫局长克明任吴堡县保卫局长、、工农检查局长工农检查局长，，他他
工作积极工作积极，，多谋善战多谋善战。。

19371937年年，，薛克明被调陕北省保卫局执薛克明被调陕北省保卫局执
行科任科长行科任科长、、巡视员等职巡视员等职。。

19401940年起年起，，薛克明先后任合水县保安薛克明先后任合水县保安
科长科长、、米脂县保安科长米脂县保安科长、、绥德分区保安处副绥德分区保安处副

处长处长、、马兰分区保安处长马兰分区保安处长、、榆横分区保安处榆横分区保安处
长长，，他长期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与敌特他长期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与敌特、、土匪土匪
战斗战斗。。

1949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年新中国成立后，，薛克明先后担薛克明先后担
任青海省公安厅厅长任青海省公安厅厅长、、青海省副省长青海省副省长、、中共中共
青海省委常委青海省委常委、、青海省政法党组书记青海省政法党组书记。。为为
巩固青海省各级政权巩固青海省各级政权，，保卫青海省人民的保卫青海省人民的
安全安全，，保证青海省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许保证青海省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许
多贡献多贡献。。

薛克明一生忠于党薛克明一生忠于党，，忠于保卫事业忠于保卫事业，，
他在拿枪的敌人他在拿枪的敌人，，暗藏的敌特暗藏的敌特、、汉奸汉奸、、土匪土匪
面前面前，，立场坚定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旗帜鲜明，，英勇果断英勇果断，，勇勇
敢斗争敢斗争，，他耿直坦率他耿直坦率，，对人诚恳对人诚恳，，处处能顾处处能顾
全大局全大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持真理，，维护人民维护人民
利益利益。。

19651965年年，，薛克明身患癌症薛克明身患癌症，，医治无效医治无效，，
于于44月月2828日逝世日逝世，，终年终年5555岁岁。。

20002000 年年，，吴堡县政府为了纪念薛克吴堡县政府为了纪念薛克
明明，，在位于吴堡县宋家川镇东黄河大桥旁在位于吴堡县宋家川镇东黄河大桥旁
的吴堡烈士碑林群中的吴堡烈士碑林群中，，为其立碑为其立碑。。如今如今，，
这里已成为吴堡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已成为吴堡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在
黄河岸边向世人静静诉说着那段峥嵘黄河岸边向世人静静诉说着那段峥嵘
岁月岁月。。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浩浩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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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廷安：用生命叫响“两不怕”精神 罗光燮：以身排雷的战斗英雄

谢臣：舍身为民的“爱民模范” 欧阳海：勇救人民生命财产的英雄

周保中：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杰出领导人 薛克明：忠诚保卫人民政权的钢铁战士

这是谢臣
塑像（资料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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