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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第，1900 年 9 月出生于
海南省乐会县（今海南省琼海市）
新昌村一个农民家庭，7 岁入本
村私塾，11岁考入乐会县立高等
小学，14岁考入琼崖中学。他早
年 积 极 参 加 爱 国 学 生 运 动 。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琼崖中
学等7所学校成立琼崖十三属学
生联合会，周士第被推选为干事，
与王文明、杨善集等学联领导人
参加领导琼崖学生运动。

1923 年春，周士第赴广州，
结识了共产党人徐成章，并参加
徐成章等人发起成立的琼崖评论
社活动。1924 年考入黄埔军校
第 1 期，同年 11 月毕业后，参与
组建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
府铁甲车队，先后任见习官、副队
长、队长，曾参加支援广宁农民运
动、平定商团及军阀叛乱、援助省
港大罢工、保卫广东革命政府等
斗争，受到中共两广区委的高度
赞扬。1924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25 年 11 月，周恩来以铁
甲车队官兵为基础，在肇庆组建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周士第任第1营营长，后
任该团参谋长、代理团长、团长，参加北伐战争，同叶
挺一道，指挥汀泗桥、贺胜桥等战斗，为北伐军将军
阀吴佩孚残部驱逐出湖南、湖北立下赫赫战功。所
部敢打硬仗，屡建奇功，被誉为“铁军”，之后被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周士第任
团长。

1927 年 8 月 1 日晨，周士第拒绝国民党军二十
五师师长李汉魂跟随张发奎的要求，根据中共前敌
委员会决定，率七十三团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
十一军二十五师师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失利后，他
辗转于香港、南京、上海、西安、福建等地，参与策划
推翻蒋介石的活动。1933 年，周士第到福建 19 路
军处建议蔡廷锴联络红军、反蒋抗日，并受命到中共
中央革命根据地边境接潘汉年、张云逸等到福州同
19路军洽谈。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士第任八路军 120 师参谋
长，先后参加指挥著名的陈庄战斗和黄土岭战斗等
重大战事。1940 年秋，周士第粉碎了日军三次“扫
荡”，接着参加了百团大战。1942 年 10 月，根据
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周士第提出组织武
工队，武工队在主力部队和群众的配合下，挤掉敌据
点 140 多个，摧毁日伪政权 800 多个，收复 3000 多
个村庄。

解放战争时期，周士第先后任晋北野战军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 1 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
治委员、第 18 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协助徐向前
工作，参与指挥晋北、晋中、太原、扶郿并进军西北、
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士第历任西南军区
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训练总监部
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等
职，1955 年被授予中国人民
解放军上将军衔，1959 年以
后因病再没有担任实职工作，
1979 年 6 月 30 日 病 逝 于
北京。

琼海市党史办退休主任
许德长说，周士第作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参加
了历次中国革命战争，为民族
独立与解放，为人民军队的革
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建
立了卓著功勋。毛泽东曾称毛泽东曾称
赞他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赞他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
坚定性坚定性。。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赵叶苹赵叶苹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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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生于 1886 年，湖北省红安县
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1年
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
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
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 年 6 月回国
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

1919年，董必武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
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1920 年
秋参与创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
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董必武于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
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
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
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
表之一。1945 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

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
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
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董必武担
任政务院副总理，率领接收工作委员会华
东工作团前往南京、上海等地，经过一个
多月的艰苦工作，胜利完成了任务。察哈
尔北部地区出现鼠疫并迅速蔓延，董必武
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防疫委员
会，组织医务人员前往疫区，迅速制止了
疫情的进一步发展。

董必武总是把自己视为人民公仆，以
党和人民的“老牛”自勉。他常说：“我们
的党是为群众利益服务的，如果不为群众
服务，还要组织共产党干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乡的亲友
以为他在北京做了“大官”，便要求他帮助
解决工作、升学以及购买拖拉机、钢材等
问题。董必武一律加以拒绝，并谆谆教育
他们：“我受党的委托，人民的信任，参加
国家领导，是各项政策制定的参加者，也
是维护者，决不能利用职权给自己的亲属
批物资”；“革命不是做官”。

1975年，董必武在北京逝世。
文/新华社记者 徐海波

（据新华社电）

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张闻天：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张闻天，1900 年 8 月生，上海浦东
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前
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
习，1930 年回国，1931 年任中共中央宣
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33 年，张闻天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
地，次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在长征中，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
的军事主张。遵义会议上，他根据会前
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
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为挽救党
和红军，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
作出了重要贡献。延安时期，张闻天长
期 主 管 全 党 的 理 论 宣 传 和 干 部 教 育
工作。

1938 年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并兼任党中央宣传
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等职，为推动全民抗
战做了大量宣传和教育工作，为党培养了
一大批干部。

张闻天所作的《论青年修养》《论待人
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1年延安整风开
始后，张闻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陕北、
晋西北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写成了多篇调
查研究报告。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
作，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
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这期间，
他写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
本方针的提纲》，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具
有重要理论意义。

1950 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
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
部长，参加了当时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
活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显著
的成绩。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
无锡。

文/新华社记者 郭敬丹 吴振东

（据新华社电）

吴根生：挡车轮的“生命守护神”潘汉年：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

郝金木：用青春热血守护人民安全姚喆：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建不朽功勋

吴根生，男，1952 年 5 月生，湖北鄂
城人，1968 年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崇明长
征农场务农。1970 年调至上海市公安
局，成为一名交通警察。次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后任上海市公安局交通处机动中队
副分队长。

1975年7月2日13时05分，正在午休
的吴根生收到上海市公安局紧急堵截指
令：中山西路附近发生恶性卡车冲撞事件，
必须迅速堵截罪犯，避免更多群众死伤。

危急关头，吴根生和同事们驾驶摩托车
赶到事发地。当大家都惊慌失措地朝着远
离危险的方向跑时，吴根生和同事们丝毫没

有犹豫，立即逆着人群向大卡车冲去。终
于，在上海铁路学院门口，吴根生和同事们
发现了挂着受害者书包的肇事卡车。

眼看卡车就要冲入人流密集的武宁
路长寿路，在多次堵截无果的情况下，23
岁的吴根生来不及多想，英勇地驾驶着摩
托车正面冲向卡车，用肉身和摩托车堵住
凶猛的卡车车轮。

“轰”的一声，卡车受到猛烈冲击后失
控，冲入路边污泥，终于逼停了这噬血的
车轮。民警和群众一拥而上，犯罪嫌疑人
被活捉。然而，吴根生却被剧烈的冲击力
反弹到十多米外，四肢和颅脑多处骨折，
失血量高达2000CC，身受重伤。

昏迷了几天几夜之后，吴根生醒来第
一句话却是：“凶手抓到没有？同事们还
好么？”

1977 年 1 月 2 日 23 时 35 分，因病情
恶化，年仅 25 岁的吴根生医治无效不幸
逝世。1977 年 1 月 14 日，吴根生被追授
为革命烈士。

文/新华社记者 王 贤

（据新华社电）

潘汉年，1906 年出生于江苏宜兴，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党隐蔽
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
人，潘汉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
并多次出色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
战争时期，多次为党获取重要战略情报，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潘汉年到达中央
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
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10月，潘
汉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以我党联络员

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到南京、上海等地沟
通联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
贡献。

抗战时期，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
领导对日伪情报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夕，获取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
并建立了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
下交通线，在“皖南事变”后环境恶化的情
况下，保证了上海与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
往来。

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发出召开政治协
商会议的号召。潘汉年根据中央的指示，
有计划、分期分批把停留在香港的李济
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等大
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护送到解
放区，出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治协商
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
华东局委员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
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
1977年病逝。

文/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据新华社电）

“见过董存瑞炸碉堡的英勇……如今，
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就是郝金木……”
41年前，原洛阳市公安局重庆路派出所民
警周静梅含泪为仅有一面之缘的英雄郝金
木写下这样一首赞诗，“以前总觉得英雄离
我很遥远，原来英雄就在身边”。

郝金木，1953 年 7 月生，河南省洛阳
市孟津县会盟镇人。1971 年，郝金木进
入洛阳市公安局工作，生前系洛阳市公安
局刑警大队侦查员。

1977年11月28日夜，洛阳轴承厂武
装部发生重大盗窃案件，被盗五六式冲锋
枪两支、手榴弹11枚、子弹929发。如果
不及时破案，将埋下极大的安全隐患，给
人民群众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按照洛阳市委和上级领导的指示，洛
阳市公安局全力以赴，决心迅速破案。经
过现场勘查，警方找到了嫌犯藏匿的部分
弹药，并决定蹲点守候。

郝金木积极投入案件侦破工作，他不
顾饥饿疲劳，连续工作十余个小时，直到
29 日深夜，一直坚守在战斗岗位上。这
时，上级传来紧急情况，称犯罪分子身带

冲锋枪、手榴弹出动，去向不明。郝金木
立即脱下警服，换上便装，和其他两名同
志一道，奔向指定地点，堵截犯罪分子。

30 日零时 25 分，犯罪分子进入视线
后，郝金木和另外一名同志接近并包围犯
罪分子。当准备实施抓捕时，犯罪分子突
然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千钧一发之际，
郝金木猛扑上去抱住犯罪分子，将其压倒
在地。在搏斗过程中，手榴弹落地爆炸，
郝金木同志头部、脸部、胸部、腿部受伤数
十处，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24岁。

1977年12月26日，郝金木被追授为
革命烈士。1998 年 2 月 12 日，中共洛阳
市委追认郝金木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
党员。

洛阳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盛草飞说，
郝金木同志牺牲时年仅 24 岁，他用青春
热血践行了守护人民安全的职责使命，
40 余年来，郝金木的英雄事迹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洛阳公安人，在人民公安事业的
伟大征程中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文/新华社记者 韩朝阳

（据新华社电）

姚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906 年生，湖南邵阳人。1925 年参加乡
农民协会，曾任主席。1928年 7月参加平
江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29 年，姚
喆加入中国共产党。

姚喆曾任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参
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
1934 年 1 月，在福建沙县战斗中，姚喆率
50余人突击入城，与反扑之敌展开激烈巷
战和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顽强指挥，获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
章。长征中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总队
长。到陕北后，姚喆历任师参谋长、师长，

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姚喆任八路军

第 120师 358旅参谋长、第 715团代团长，
参加了收复晋西北七城等战斗。1938年8
月，姚喆与李井泉率部开辟大青山抗日根
据地，先后任大青山骑兵支队副司令员、
司令员，后参加百团大战和领导大青山军
民进行反“扫荡”作战，为绥远和山西抗日
游击战争紧密配合创造了重要条件，为大
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1948年后，姚喆任西北野战军第 8纵
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 8 军军长兼绥蒙
军区司令员。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姚喆出
生入死，屡建战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
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姚喆任绥远
军区副司令员。1951年 8月，他参加抗美
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副司令
员。1955年，姚喆被授予中将军衔。1979
年5月27日在北京病逝。

文/新华社记者 陈文广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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