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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公安局的
警史馆，一本红皮持枪证静静地躺在展柜里。翻开
的内页上写着年龄“21”，前方放置的说明牌上写着

“陈建军烈士遗物”。革命烈士、一级英模陈建军，牺
牲在缉毒战线时年仅25岁。

陈建军是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人，他的父亲
是一名老公安民警，身为长子的他从小耳濡目染，立
下了成为一名人民警察的志向。1982年，我国第一
支缉毒专业队伍在云南诞生。也是在这一年，陈建
军成为砚山县公安局缉毒队的一名民警。在参加公
安工作的几年间，他先后24次只身深入虎穴，擒获
毒品犯罪分子19人，缴获鸦片50余公斤，为打击贩
毒犯罪活动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7年12月13日，在执行缉毒侦查任务时，陈
建军扮成“老板”携带大量现金与贩毒犯罪分子接
头。但狡猾的犯罪分子临时改变交易地点，陈建军
来不及通知战友。15日，他只身进入“虎穴”与6名
贩毒犯罪分子周旋。在人赃俱获时，犯罪分子突然
持火药枪开枪拒捕，陈建军在腹部受伤的情况下果
断还击，击毙一名罪犯。为保护巨款和缴获的 7.5
公斤鸦片，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犯罪分子英勇搏斗，又
击伤一人，终因寡不敌众，被对方持木棒击中头部
后，流血过多，不幸壮烈牺牲。

陈建军的领导和战友们赶到现场后，化悲痛为
力量，在两个小时内抓获了5名犯罪分子，夺回了巨
款和毒品。他的战友回忆说，直到被送回县城，陈建
军右手还保持着握枪的姿势。

陈建军牺牲后，1988年2月被追认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4月云南省政府批准陈建军为革命烈士，同
年5月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

受英雄哥哥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前后，陈建军
的二弟陈维国、四弟陈维江警校毕业后，相继进入麻
栗坡县公安局成为光荣的人民警
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续写着兄长
未尽的梦想。陈建军牺牲时女儿陈
益琳只有一岁半，多年来，在爷爷奶
奶奶、、叔父的抚养下叔父的抚养下，，她勤奋好学她勤奋好学，，成成
为一名为一名““学霸学霸””，，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南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南
京农业大学并获得硕士学历京农业大学并获得硕士学历。。她说她说：：

““作为英烈子女作为英烈子女，，是父亲给了我一生是父亲给了我一生
的荣耀的荣耀，，凭自己真才实学立足社凭自己真才实学立足社
会会，，不给组织添麻烦不给组织添麻烦，，才是对父才是对父
亲最大的慰藉亲最大的慰藉。。””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研研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在山东郓城县，一提起当年浴血擒
贼的英雄，乡亲们依然交口称赞。30多
年过去了，民警刘胜民用鲜血在群众心
里铸就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刘胜民，1955年1月出生在山东省
郓城县双桥乡双桥村一个农民家庭。

1973年，刘胜民参军入伍，1978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积极，表现
突出，他曾受到部队两次通令嘉奖，
1983年荣立三等功一次。

1986年，刘胜民转业到郓城县公安
局内保股任民警。他热爱本职工作，对
公安工作有着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1988年10月27日，县城正逢大集，
外地流窜扒窃分子张某，在拥挤喧哗的
人群中伺机作案。11时许，张某偷得一
只提包后撒腿就跑，但他的一举一动，已
被治安积极分子樊祥俊发现。樊祥俊一
边奋力追赶，一边大声喊叫：“抓小偷啊，
快截住他！”张某趁机骑上早已备好的自
行车向北逃窜。

这时，去南关执行公务的刘胜民听
到喊声后，毫不犹豫地向张某追去。因
正值市场成交高峰期，人群拥挤不堪。
小偷接连撞倒了几个人之后，人群更加
混乱。刘胜民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让小偷逃脱，将来
不知又有多少人的财产受到威胁。他机警地在人缝
中穿越着，眼睛紧紧盯住前面惊慌失措的小偷，追赶
了大约500米，终于追上了。

刘胜民冲上去一把抓住小偷的衣领，厉声呵斥：
“跟我走！”小偷连挣几下都没能挣脱，便狗急跳墙，
右手迅速从身上抽出一把尖刀，朝刘胜民猛刺数刀，
鲜血染红了警服，染红了脚下的土地。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刘胜民把个人的安危置之
度外，终因流血过多，体力不支，仅能靠自身的重量来拖
住小偷，小偷拼命地往前拖，1米、2米、3米……9米，就
在这时，樊祥俊赶来了，在群众的帮助下将小偷擒获。

刘胜民倒在了血泊里，人们将他扶起来后，他已
经说不出话来，但还是吃力地抬起左手，指向小偷，
示意一定要抓住他。在送往医院抢救的路上，刘胜
民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心脏停止了跳动。

1988 年 11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刘胜民为
革命烈士；1988年12月16日，公安部追授他为一级
英雄模范；1989年1月27日，共青团山东省委授予
他“青年护法勇士”光荣称号；共青团菏泽地委、中共
郓城县直机关党委分别授予他“青年英雄”和“模范
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闫祥岭

（据新华社电）

“敬礼！”铿锵有力的敬礼声，表达着在
场所有民警对英烈梁学章的无限哀思和敬
意。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淄博市公安局张
店分局的干警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英雄。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
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剧《便衣
警察》红遍大江南北。梁学章就是这样一
名便衣警察。梁学章，1965年9月出生，山
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良乡村人，1985
年 7 月从淄博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后，被分
配到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刑警队工作，
成为一名便衣警察。参加工作 3 年多，他
共抓获357名犯罪嫌疑人，13次光荣负伤。

刚工作不久，梁学章就在淄博火车站
遇到一名抢夺旅客钱包的犯罪嫌疑人，并
将其追到了一条死胡同。无路可走的犯罪
嫌疑人掏出九节钢鞭，梁学章毫无畏惧，一

脚踩住钢鞭，一脚踢向犯罪嫌疑人手腕，犯
罪嫌疑人想跳墙逃跑，梁学章迅即跟着翻
上墙头，最终将犯罪嫌疑人制伏。

与歹徒搏斗，受伤是常有的事。1986
年除夕下午，天空飘着雪花，梁学章和队长
李行广在火车站拥挤的人群中巧妙隐蔽，
紧紧跟踪5个形迹可疑的男青年。从火车
站到商场，又到了集市，足足跟了两个多小
时。最后这几名男青年手持刀具凶相毕
露，梁学章临危不惧，和队长一同与歹徒展
开了激烈搏斗，5名歹徒全被擒获，梁学章
却在搏斗中被歹徒用匕首刺伤多处。

1988 年 12 月，为抓捕一名全国通缉
的特大盗窃犯罪嫌疑人，梁学章和战友连
续 7 个昼夜没有休息好，不少队员患了重
感冒，梁学章同样病得厉害，但他仍咬牙坚
持。12月23日晚，梁学章机警地盘查并发
现了这名通缉犯。此时，梁学章忘记了疲
劳和病痛，面对手持凶器的通缉犯，他舍生
忘死，在头、颈9处负伤，主动脉被刺破的
情况下，仍顽强搏斗，最终在群众协助下将
通缉犯制伏。梁学章却因失血过多，抢救
无效，壮烈牺牲。

同年 12 月 31 日，梁学章被山东省人
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1989年1月19日
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袁军宝
（据新华社电）

在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楠香村，有一
个土木结构的大院，这个院子被群山环
绕，门前栽着古老的松柏树，环境优美。
这里就是杰出军事家谭政的故居，每年来
此瞻仰的人络绎不绝。

谭政是杰出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
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1906年生，湖南
湘乡人。1927年3月，谭政加入国民革命
军。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
起义和三湾改编。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纵队队委秘书、军委秘
书长、军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团政
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
次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6月，入中国
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937 年 6 月任
红军后方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谭政任中共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就创
建和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武装
斗争、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对敌
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以及加强军队政治工
作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等问题，在《八路

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对
指导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开
展政治工作，加强军队建设起了突出
作用。

1944年4月，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
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总结红军
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结合
抗日战争时期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论述人
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
针、原则，并提出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
和工作制度的意见。这个报告是继古田
会议决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
历史文献，曾被列为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
部的整风文件。

解放战争时期，谭政先后任东北民主
联军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
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
员。参与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参与组织领导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中的
政治工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作战
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政曾任中
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华南军
区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
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为人民解放
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思
想政治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55
年，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1988年11月
6日，谭政在北京逝世。

文/新华社记者 帅 才
（据新华社电）

“尽管庄希泉同志已经离开我们30多
年了，但是他‘永爱中华，此志不渝’的精神
仍在激励着后人的斗志。”说起爱国侨领庄
希泉，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外事侨务办公
室退休干部陈克振由衷感叹。

庄希泉1888年生于福建省厦门市，祖
籍为泉州市安溪县龙门镇。他1911年在海
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25年加
入中国国民党，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82年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他以95岁的
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庄希泉早年参加同盟会，为新成立的
民国政府三下南洋筹款，后在新加坡经营
实业、兴办教育，曾奔走于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从事反蒋、抗
日等革命进步工作，并因此三次被反动当
局拘捕下狱。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庄希泉和夫
人余佩皋以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执行委员的
身份，组织成立“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发
动罢工、罢课，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开展抵制
日货运动。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借口其父曾在

台北设有商号，称其为日本“属民”，将其非
法关押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的地下监狱，进
行威逼利诱，要他悔过，但他始终宁死不屈，
坚决拒绝，后被押送到台湾囚禁了9个多月。

经闽台各界多方营救获释后，庄希泉
设法返回大陆继续参加大革命，并在上海

《新闻报》上公开声明：“我是中国人，不是
什么日本属民！”他还特地改名“庄一中”，
表明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庄希泉在香
港主持闽台抗日救亡同志会。1938年他在
香港主持福建救亡同志会，救济难民，创办
建光学校、立华女中，并协助台湾革命同盟
出版《战时日本》杂志。1942年他在中共中
央南方局的安排下从香港转到广西桂林。

抗战胜利后，庄希泉返回香港、新加
坡，经营进步电影和进出口贸易。1947年
在香港加入民主同盟，并任香港工商委员
会委员，积极协助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
海外统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侨委副
主任，与何香凝、陈嘉庚、廖承志等一道开
创了新中国侨务工作的新局面。

1956年，庄希泉协助陈嘉庚参与筹备
成立全国侨联，当选为副主席。陈嘉庚病
逝后，他担任第一届全国侨联代主席。改
革开放后，他以九旬高龄出任第二届全国
侨联主席，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
侨界的拨乱反正，侨乡的两个文明建设以
及侨联组织的健全和发展倾尽心血。

1988年，他因病在京逝世。
文/新华社记者 颜之宏

（据新华社电）

在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在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有座广场因有座广场因
一名一名1414岁少年的名字而得名岁少年的名字而得名。。赖宁赖宁，，这这
是在当地家喻户晓的救火少年的名字是在当地家喻户晓的救火少年的名字。。

赖宁赖宁19731973年出生于四川雅安市石棉年出生于四川雅安市石棉
县县，，从小就充满着一股子山里孩子那种冒从小就充满着一股子山里孩子那种冒
险劲险劲，，山上的石头山上的石头、、野花野花、、小动物小动物，，都是他都是他
探索未知世界的对象探索未知世界的对象。。在他的背包里在他的背包里，，永永
远都会放进一把榔头远都会放进一把榔头，，遇到奇异的石头遇到奇异的石头，，
就会敲敲打打就会敲敲打打。。他曾说他曾说：：““将来要做像李将来要做像李
四光那样的科学家四光那样的科学家。。””

上学后上学后，，赖宁和几个玩伴组成了赖宁和几个玩伴组成了““金金
龙探险队龙探险队””，，经常去山上探险寻宝经常去山上探险寻宝，，赖宁就赖宁就
是他们的是他们的““头儿头儿””。。赖宁儿时的伙伴李林赖宁儿时的伙伴李林
洲说洲说：：““赖宁课余涉猎的书籍非常广泛赖宁课余涉猎的书籍非常广泛，，地地
质质、、生物生物、、无线电无线电、、化学等都在看化学等都在看。。所以山所以山
上很多石头上很多石头，，他都认识他都认识，，还带回来给同学还带回来给同学
看看。。””由于石棉是火险区由于石棉是火险区，，每当发生山火每当发生山火，，

他们他们““金龙探险队金龙探险队””的队员都会主动上山的队员都会主动上山
去帮助大人灭火去帮助大人灭火。。

19881988 年年 33 月月 1313 日日，，是石棉人不会忘是石棉人不会忘
记的日子记的日子。。当天下午当天下午33时左右时左右，，山上突然山上突然
起火起火，，县城周边的森林县城周边的森林、、卫星接收站和油卫星接收站和油
库都面临巨大危险库都面临巨大危险。。赖宁得知火情后赖宁得知火情后，，为为
了不让母亲担心了不让母亲担心，，就和生病在家的妈妈说就和生病在家的妈妈说
了声了声：：““我下楼走一走我下楼走一走。。””一下楼一下楼，，赖宁就飞赖宁就飞
快地直奔火场快地直奔火场，，伙伴们也随后赶到伙伴们也随后赶到。。大家大家
在现场找了一些松枝灭火在现场找了一些松枝灭火，，但火势非常凶但火势非常凶
猛猛，，赖宁和他的伙伴们只能一次次地冲向赖宁和他的伙伴们只能一次次地冲向
火海火海。。

在众人的努力下在众人的努力下，，火被扑灭了火被扑灭了，，但当但当
人们第二天上午发现赖宁时人们第二天上午发现赖宁时，，赖宁的右臂赖宁的右臂
紧紧挽着一棵小松树紧紧挽着一棵小松树，，头靠着山坡头靠着山坡，，眼镜眼镜
丢失了丢失了，，左手撑地左手撑地，，右腿还保持着向上攀右腿还保持着向上攀
登的姿势登的姿势。。赖宁为保护国家财产勇敢救赖宁为保护国家财产勇敢救
火英勇牺牲的事迹被广泛传扬火英勇牺牲的事迹被广泛传扬。。19881988年年
55月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赖宁为革命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赖宁为革命烈
士士；；19891989 年年 55 月月，，共青团中央共青团中央、、国家教育国家教育
委员会授予赖宁委员会授予赖宁““英雄少年英雄少年””的光荣称号的光荣称号，，
并号召全国各族少先队员向赖宁学习并号召全国各族少先队员向赖宁学习。。

每逢节假日每逢节假日，，来石棉县赖宁纪念馆瞻来石棉县赖宁纪念馆瞻
仰的人们络绎不绝仰的人们络绎不绝。。馆内陈列着赖宁的馆内陈列着赖宁的
照片照片，，照片中赖宁的脸孔虽带着稚气照片中赖宁的脸孔虽带着稚气，，但但
神情坚毅神情坚毅，，让人肃然起敬让人肃然起敬。。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康锦谦康锦谦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在黑龙江省鹤岗市的烈士陵园，苍松
翠柏间伫立着一块墓碑，一位甘当“人体盾
牌”、用生命诠释人民警察职责与担当的革
命烈士在这里安息。他，就是田秀全。

田秀全 1942 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
玉田县，1961年参军入伍。在部队时积极进
步，3次受到嘉奖、6次被评为“五好战士”。
1968年田秀全转业参加公安工作，历任黑
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刑警队民警，新一派
出所民警、所长，东升派出所政治指导员。

走上公安岗位后，田秀全一心扑在工
作上，19 年里只因父亲病危请过一次假。
群众遇到困难时，他总是第一时间热情相
助，常说：“人民警察就要冲锋在前。”

田秀全始终保持部队的光荣传统，在
担任派出所政治指导员期间工作勤奋，善
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一名新分配来的年轻

同志因高考落榜情绪低沉，田秀全多次找
他谈心，终于使他放下包袱积极工作，一年
内破获刑事案件7起，受到分局表彰。

时间回到1988年3月18日，田秀全来
到派出所楼上的东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庭，了解一起案件。13时40分许，有工作
人员气喘吁吁跑来说：“闹事的人拿着炸药
包上来了，要行凶报复办案民警！”田秀全
闻讯立即往楼下跑，在一楼楼梯口处将一
手抱炸药包、一手持引爆器的暴徒拦住。

田秀全知道，一旦引爆炸药包，不仅周
围的职工要伤亡，而且办公楼也可能倒塌。

情况危急、一触即发，田秀全边说边在
前面向外引暴徒。当他们走出办公楼二道
门时，田秀全与暴徒展开了搏斗，奋力夺下
炸药，但暴徒这时启动了引爆器。

一声巨响，田秀全左臂被炸断，胸部血
肉模糊，当场壮烈牺牲，暴徒也即刻死亡。
气浪将门外的人推出几米远，楼门被炸
飞。其他职工和群众的生命保住了，整个
办公楼保住了。

田秀全以个人的牺牲换来了国家和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书写了一名人民
警察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1988
年 4 月 6 日，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
范，4月12日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
革命烈士。 文/新华社记者 杨 帆

（据新华社电）

“‘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安全负
责、对国家财产负责’是夏北浩‘三负责’
精神。”在空军党委授予夏北浩“机械师尖
兵”荣誉称号55周年之际，夏北浩的遗孀
许执限老人在夏北浩生前所在部队北部
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寻找新时代的夏北
浩”活动现场，通过视频和全旅官兵对话。

夏北浩，1938 出生于广东新会。旧
社会的童年生活带给他无尽的苦难，他的
奶奶、父亲和两个姐姐先后被饿死，哥哥
为逃“壮丁”不得不远走他乡，年幼的夏北
浩跟着母亲下地耕田谋生。1949 年，随
着家乡解放，夏北浩家里也终于分了田
地，一家人终于不再为生计发愁。

1957年，经过多次报名，夏北浩终于
如愿以偿参军入伍，分配到空军航空学校
学习机务。从只有初中文化、普通话都听

不懂的少年，成长为门门功课5分的优秀
毕业学员。1959 年，夏北浩分配到空军
原航空兵某师任机械员。

1962 年，夏北浩任职机械师。在担
任机械师期间，夏北浩针对当时飞行事故
频发的情况，认真学习《飞机统一检查条
例》。当时，部队有一架飞机经常发生故
障，夏北浩主动申请当这架飞机的机械
师，按照规程严格对飞机进行检查，最终
使这架飞机成了样板机，并在此基础上总
结出一套自己的检查维护方法。

1963 年，夏北浩所在师组织机组办
学，从全师抽调机务尖子一起学习研究。
夏北浩抓住机会向战友们请教学习，不断
完善自己的检查方法。1964年，汇集群众
智慧的“夏北浩检查法”正式诞生，并先后
在原沈阳军区空军和全空军推广。

1964年，夏北浩被空军党委授予“机
械师尖兵”荣誉称号，先后当选为中国共
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多年来，一代代航空机务人始终学习
“夏北浩检查法”，传承夏北浩精神。
2003年，在夏北浩精神发源地，北部战区
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务三中队官兵在“夏北
浩检查法”的基础上总结出“新夏北浩检
查法”，再次在全空军推开。

文/新华社记者 张玉清 黄书波
（据新华社电）

陈建军：深入虎穴 25岁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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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宁 ：少 年 英 雄

田秀全：奋不顾身夺炸药 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夏 北 浩：机 务 战 线 的 模 范 标 兵

庄希泉：“永爱中华，此志不渝”的爱国侨领

梁 学 章 ：便 衣 神 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