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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文昌，原名谷成栓，1915 年出生于
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南湾村一户贫农家
庭。1943年他参加村农民抗日救国会，不
久担任村农会主席。1944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45 年任抗日民主政府林北县第
七区区长，3年后任区委书记。1949年被
编入南下干部长江支队第五大队三中队五
小队，任小队长。

19501950年年，，谷文昌随军渡海解放福建省谷文昌随军渡海解放福建省
东山县东山县，，先后担任东山县城关区委书记先后担任东山县城关区委书记、、县县
委组织部部长委组织部部长、、县长县长。。19551955年起任东山县年起任东山县
委书记委书记。。

由于风沙由于风沙、、低温等各种自然灾害低温等各种自然灾害，，东山东山
植树造林的尝试一次次失败植树造林的尝试一次次失败。。谷文昌毫不谷文昌毫不

气馁，和县委的同志一道认真总结经验教
训，重新制订方案。“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
把我埋掉！”为了找到适宜沿海种植的树
种，东山县委组成了由领导干部、林业技术
员、老农三结合的实验小组，谷文昌亲任组
长。他们在飞沙滩上，“旬旬种树”，定时观
察气候、湿度、风向、风力对新树种木麻黄
回青、成活的影响，终于摸清了规律，总结
出了种植木麻黄的技术要点。14 个春秋
的拼搏奋战，谷文昌和县委一班人带领全
县军民植树造林防治风沙，打水井、建水库
抗旱排涝，修公路、筑海堤、建海港、造盐田
……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山旧貌，把一个荒
岛变成了宝岛。

他严于律己，不谋私利，1964年，他调
任省林业厅副厅长，只带走两只皮箱、几麻
袋杂物。群众送他一张木麻黄饭桌，他硬
是退了回去。

19811981年年11月月3030日日，，谷文昌在漳州因病谷文昌在漳州因病
去世去世，，享年享年6666岁岁。。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
要求下要求下，，19861986 年年，，东山县委决定将谷文昌东山县委决定将谷文昌
的骨灰安葬在当年他亲手建起的赤山的骨灰安葬在当年他亲手建起的赤山
林场林场。。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烁烁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1979年7月14日，根据辽
宁省公安局通报，有两男一女3
名持枪杀人嫌疑人携带两支全
自动步枪，5000发子弹，杀人后
潜逃进入铁岭境内。铁岭警方
迅速组织警力全力堵截抓捕，警
方一共组成5个追捕组，分别奔
赴重点地段堵截。与此同时，铁
岭、开原、昌图等县公安局也迅
速控制了车站及交通要道。

当天上午9时，地区公安局
指挥部接到一个重要情报，在铁
岭县平项堡公社地运所大队发
现了目标的行踪，指挥员率领追
捕组迅速向地运所大队集结，并
兵分两路，一路进柴河沿村逐户
搜查，一路顺着哈大公路沿途追
捕。追捕民警在公路旁盘查可
疑人员时，发现并成功抓捕了其
中一名女嫌疑人。指挥员部署
一个小组审问女嫌疑人，其余警
力沿公路、铁路两侧搜索，防止
另两名男性嫌疑人越过铁路，进
入庄稼地继续逃窜。

9 时 30 分，当铁岭地区公
安局四处副处长朱德俊带领追
捕组，沿公路东侧靠路旁树丛
搜索前进时，两名男性嫌疑人
突然从不远处茂密的槐树丛中
站起来，端起自动步枪疯狂
扫射。

由于嫌疑人有丰富的军事
训练经验和射击功底，两支自
动步枪的速射火力形成了瓢泼
弹雨，向所有暴露在其视野的
警察罩去。带队走在前面的朱
德俊当即身负重伤，仍迅速拔
出手枪卧地还击，又被击中头
部，当场壮烈牺牲。政治处副
主任徐金发在发现罪犯第一时间，掩护战友卧倒
并举枪还击，被横扫过来的子弹击中倒下，身受重
伤。正在公路东侧搜索的侦查员王树柏，被罪犯
扫射击中，倒在了公路上。

正在四周搜索的警力闻声集结，在对方火力
压制下与两名持枪嫌疑人隔路对峙，并建立了简
易的前沿阵地，在外围布置了包围圈。在对敌只
有二三十米远对峙战中，警方分组相互掩护，向嫌
疑人射击。两名嫌疑人藏身不易观察的槐树丛
中，占据着地形优势，敌暗我明，手枪射击难以奏
效，指挥部从军分区立即调来两箱手榴弹。警方
一边用手枪射击，一边用手榴弹压制。

地区公安局警犬驯导员李长华，匍匐着向对
敌前沿运送弹药。正当李长华挥臂投弹时，不幸
被对方子弹打中，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公安信
访接待员尚琦，这位一年前从部队复员的战士，凭
借过硬的军事本领，冲在最前面，为了压制对方火
力掩护战友，他在探身投弹的一刹那，被子弹击中
头部，牺牲在前沿阵地。地区法院民警单兴忠在
路过途中听说有警匪枪战，出于职业责任感自发
参战，不幸被对方击中腰部，被送到医院抢救后因
伤势过重而牺牲。而被掩护下来抢救的徐金发，
也因伤势过重而献出宝贵生命。

在短促而激烈的遭遇战中，5名民警、1名法
警倒下了。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经过上级领导
同意，临时指挥部请示调动坦克增援。下午4时
许，在警方猛烈的火力攻击下，嫌疑人凌某铤而走
险，踉踉跄跄地跳上公路疯狂射击并妄图逃命，被
警方密集射击当场击毙。另一
嫌疑人徐某妄图最后一搏时被
手榴弹炸死。这场新中国公安
史上最惨烈的一次警匪枪战，
终于以警方的胜利而告终，而
6位牺牲的英雄甚至没来得及
留下各自的遗言。

此次战役中牺牲的5名民
警、1 名法警被当时的辽宁省
革命委员会授予革命烈士称
号，1979年7月24日召开了隆
重的追悼大会，烈
士的骨灰安葬在铁
岭龙首山革命烈士
陵园。

文文//新 华 社 记新 华 社 记
者者 李李 铮铮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叶运高，原名叶茂才，1914 年出生于
农民家庭。红军一到兴国，16岁的叶运高
就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7岁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8 岁加入中国共产
党，站岗、放哨、支前，积极投入革命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运高任红三军
团第一师政治部宣传员、连政治指导员，红
一方面军保卫局训练队队长。长征途中，
张国焘阴谋制造分裂，他接受彭德怀军团
长交给的紧急任务，冒着生命危险，一个小
时内奔走20多里，将命令亲自交给中央军
委后梯队司令员邓发，使军委后梯队及时
转移北上，离开了险境。

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他同康生的肃反

扩大化进行坚决斗争，平反和纠正了一批
冤假错案，保护了一批党的优秀干部。
1944年，叶运高接手甄别、审查王遵级“女
间谍”案工作，他不顾个人得失，一次次将
甄别结论亲手送到康生手中，并据理力争。

解放战争时期，叶运高任冀中行政公
署公安局副局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保卫
部副部长。1948年4月，毛泽东在阜平县
城南庄指挥战斗期间，在敌机来袭时，叶运
高在千钧一发之际，将毛泽东护送到防空
洞后，敌机炸弹就落到毛泽东住所院内。

新中国成立后，叶运高任原华北军区
政治部保卫部代部长、部长，原中国人民志
愿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原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总参谋部政治
部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
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后彻底平反，恢复
名誉。1979年9月21日，他在主持召开总
参民兵通信工作座谈会期间，心脏病突然发
作，在江苏省镇江市逝世，享年65岁。

文/新华社记者 黄浩然
（据新华社电）

彭加木原名彭家睦，1925年出生在广
东省番禺县（现广州市白云区）。1949年5
月参加工作，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
研究所、综合科考委员会任助理员、助理研
究员。195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综合科
学考察委员会，彭加木主动放弃去莫斯科学
习的机会，请求赴新疆考察：“我志愿到边疆
去，这是夙愿。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体
格强壮。面对困难，我能挺起身子倔强地抬
起头来往前看……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
条道路的勇气！”请愿书中，他把自己的名字

“家睦”改为“加木”。他说，他要跳出小家
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

在此后的20多年中，彭加木先后15次

到新疆科考，3 次进入新疆南部无人区罗
布泊。

1980年5月，彭加木担任罗布泊科考
队队长，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罗布泊科考。

6月5日，科考队实现了一个壮举：中国
人自己组队第一次穿越罗布泊核心地带，打
破了“无人敢与魔鬼之湖挑战”的神话。6月
11日，已经完成任务的科考队休整后，准备
沿古丝绸之路南线再次横贯罗布泊地区。队
伍预计返回罗布泊的行程大约为800公里，
顶多需要7天时间，因此只携带了7天的水、
油等补给。但是途中队伍遭遇了骇人听闻的
沙尘暴和数次陷车，3天才行进了150公里，
保存的水也开始变色发臭。大家决定向最近
的解放军部队基地求救。当时，求援送水需
要花费六七千元的资金，这是一笔庞大的数
目，彭加木觉得飞机运水价格太昂贵，如果
能给国家节约就节约，决心继续寻找水源。

6月17日中午，驾驶员王万轩打开汽
车车门时，发现了一张用铅笔写的字条：

“我往东去找水井，彭。6月17日，10点30
分。”直到下午，彭加木还没有踪影。次日
凌晨，科考队报告：6月17日上午，彭加木
只身外出找水，不幸失踪！随后展开的 4
次大规模地毯式搜救均无结果。

文/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据新华社电）

邓华，1910年出生在湖南省郴州市北
湖区鲁塘镇陂副村，早年积极参加爱国学
生运动。

1927 年 3 月，邓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
到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纵队政治部
组织科科长、军教导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
员、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
反“围剿”和长征。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华任八路军
第 115 师 685 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平型关
战斗。后任115师独立团政治委员、晋察
冀军区第1分区政治委员、平西支队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开辟平西抗日根
据地。1938年5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

委员，与司令员宋时轮率部到冀东开辟抗
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起，任晋察冀军区
第 5 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 4 分区司
令员，参加了百团大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华任东北保安副司
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辽西（后改辽吉）军区
司令员，率部参加秀水河子战斗和四平保卫
战。1947年起，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
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44军军长，
第四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第一
副司令员，率部参加辽沈、平津、湘赣、广东
等战役，组织指挥了海南岛战役。

1950 年，邓华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
委员，协助彭德怀指挥第一至第五次战
役。1952 年起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1953 年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

1954年回国后，邓华历任东北军区第
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
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
院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80年7月3日，邓华在上海病逝。

文/新华社记者 谭 畅
（据新华社电）

武殿生，男，中共党员，1953年11月8
日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县（今海伦市），1974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7年退役后成
为伊春市公安局伊春分局旭日派出所民
警。1980 年 8 月 13 日，抓捕犯罪嫌疑人
时，武殿生被对方扔出的手榴弹击中，不幸
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武殿生在部队服役期间武殿生在部队服役期间，，遵守纪律遵守纪律、、勤勤
奋工作奋工作，，两次受到连队嘉奖两次受到连队嘉奖。。参加公安工参加公安工
作后作后，，他工作的辖区为棚户区他工作的辖区为棚户区，，人口多人口多、、治治
安秩序差安秩序差。。为尽快熟悉工作为尽快熟悉工作，，他对辖区的他对辖区的
常住人口坚持入户熟悉常住人口坚持入户熟悉，，有的住户白天家有的住户白天家
中没人中没人，，他就利用晚上及星期天他就利用晚上及星期天、、节假日去节假日去
辖区走访辖区走访，，熟悉人口情况熟悉人口情况。。通过不懈努力通过不懈努力，，

在不到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他就将辖区人口情况、
每个家庭经济情况熟记在心。

1978年7月的一天，辖区一商店货款被
盗。根据售货员提供的嫌疑人体貌特征，武
殿生马上意识到此案可能是辖区一女孩所
为，经传讯审查，在其家中将全部赃款缴回。

在担任户籍警两年多的时间里，武殿
生凭借扎实的基础工作及认真细致的工作
作风，破案10起，亲手抓获犯罪嫌疑人和
违法人员35人，为刑侦部门提供破案线索
协助破案 45 起。1979 年末，在全省户籍
民警业务考核中，武殿生获得优异成绩。

1980年8月11日晚，一临时工因没有
转为正式工而对单位领导怀恨在心，身带盗
来的10枚手榴弹，先后把3枚手榴弹甩进3
位单位领导家屋内，随后带着剩余的手榴弹
潜逃。那段时间，武殿生正患病在家休息，他
不顾重病在身不顾重病在身，，立即投入到追捕逃犯的战斗立即投入到追捕逃犯的战斗
中中。。当搜索到一条偏僻的街道时当搜索到一条偏僻的街道时，，他发现了他发现了
犯罪嫌疑人的身影犯罪嫌疑人的身影，，便不顾一切地猛冲上便不顾一切地猛冲上
去去，，被犯罪嫌疑人甩出的一枚手榴弹击中被犯罪嫌疑人甩出的一枚手榴弹击中，，
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因其伤势过重因其伤势过重，，
经抢救无效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壮烈牺牲。。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松松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路秀峰，1948年出生，1977年参加公
安工作，生前为天津铁路公安处天津站派
出所民警。

1980年8月初，来自当时内蒙古自治
区巴彦淖尔盟临河县的男子梁大东、王新
国、白永胜，盗窃了临河县武装部大批枪支
弹药。随后，他们计划乘车去东北，密谋干
几起“惊天动地的大案”，中途在天津火车
站转车。8 月 16 日晚，3 人在车站广场逗
留时，由于形迹可疑被天津站派出所执勤
民警马幼航带至派出所值班室，由值班民
警路秀峰、路明做进一步审查。

在派出所值班室内，路秀峰和路明决
定先审白永胜。白永胜百般掩盖事实，对
抗审查。此时，在候问室待审的梁大东、王
新国异常紧张，不时伸手摸向别在腰间、子

弹上膛的手枪。
在对犯罪嫌疑人王新国询问时，王新

国答话含糊不清，矛盾百出，路秀峰站起身
来准备对他进行例行检查。王新国猛然窜
起，撩开上衣前襟，伸手去拔别在腰间的两
支五四式手枪。路秀峰猛扑上去扭住其胳
膊夺下手枪。

然而，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路明猛地
抬头，发现梁大东正隔着屋门的玻璃举枪瞄
准民警。路明来不及多想，向正在弯腰捡枪
的路秀峰大喊：“注意后面！”话音未落，梁大
东已经踹开房门，朝民警疯狂开枪。

路秀峰迅速转身，冒着被子弹击中的
危险，向嫌疑人梁大东扑了上去，死死抓住
梁的小臂，迫使其双手高举，难以平射。梁
大东斜下枪口，再次扣动扳机，子弹击中了
路秀峰的后脑。路秀峰迎着枪口，忍住剧
痛，再次顽强地用身体撞向梁大东，拼尽全
身最后的力气将嫌疑人逼退，为战友赢得
宝贵时间。然而，梁大东再次开枪，路秀峰
胸口中枪，壮烈牺牲。

凶犯梁大东在仓皇逃窜中被随后赶到
的刘五兴等民警当场击毙，王新国、白永胜
被捕，三名犯罪嫌疑人所带的17支手枪和
剩余子弹全部被缴获。

文/新华社记者 尹思源 李 鲲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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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华：南征北战勇无敌 叶运高：无限忠于革命事业

彭加木：永不消逝的足迹 路秀峰：铁警血肉筑忠魂

谷文昌：拼搏奋战治风沙 武殿生：以忠魂谱写壮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