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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民：“誓与密码共存亡”
在天津市静海区东南部，静静地坐落

着一个叫刘祥庄村的美丽村庄。宽阔的
马路、整洁的街道、洋气的楼房，处处是一
幅幅幸福美丽的新画卷。

刘祥庄村隶属蔡公庄镇，是董健民烈
士的家乡，她在这里出生、求学，并走上革
命的道路。

董健民，女，1923年出生于河北省静
海县（今属天津市）。1939年春，16岁的
董健民在她的叔父、中共地下党员董秋斯
的引导下，与两个姐姐一起渡海南下，辗
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1940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41 年，董健民调到中共中央社会
部机要科任机要员。1942 年，她和在机
要科一起工作、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共
产党员钟琪结婚。在喜庆的日子里，他俩
发誓，为了千百万人能够得到解放，为了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宁可牺牲自己的性
命，也决不能泄露党的机密，“誓与密码共
存亡”。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健民和
钟琪被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局工作。1946
年，他们带着刚刚两岁的孩子，化装乘船

由海路经大连赴东北。当他们乘坐的商
船驶进渤海水域时，由于叛徒告密，遭到
国民党军舰拦截，炮弹击中了他们乘坐的
商船，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警要登船检
查、搜捕共产党员。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董健民、钟琪
夫妇冷静地分析了险恶处境，迅速作出了
抉择：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命，也决不能
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他们把携带
的密件紧紧贴在胸前，一家三口紧紧抱在
一起，毅然跳进了波涛滚滚的大海，壮烈
牺牲。董健民牺牲时年仅23岁。

今年 68 岁的董治海是董健民的侄
子，他称董健民为三姑。“三姑牺牲时我还
没出生，但她的事迹长辈们经常和我们提
起，她是我们家的骄傲。”董治海说，三姑
的革命情怀一直激励着我们。我经常对
自己的孩子们说，作为她的后人，一定要
无愧于心。

“董健民是我的远房姑姑，她的英勇
事迹村里人几乎都知道。我们引以为傲
的同时，也用她的革命精神教育子孙后
代。”刘祥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董
兰清说。 （新华社天津4月15日电）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
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
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82年前，这
首慷慨激昂、震撼人心的《大刀进行
曲》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它的词曲作
者就是麦新。

麦新，原名孙培元，曾用名孙默
心、铁克，1914年 12月出生于上海，
1929年考入上海美商开办的“美亚
保险公司”当练习生，后转为职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参加抗
日救亡运动。

麦新爱好音乐，积极参加上海
抗日救亡团体“民众歌咏会”的演唱
活动和进步音乐组织，向群众教唱
聂耳的《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
和冼星海的《救国军歌》《打回老家
去》等抗日救亡歌曲。

1936 年 8月下旬，麦新创作的
处女作《九一八纪念歌》经冼星海
谱曲，很快传遍上海。此后，他还
创作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保卫
马德里》《只怕不抵抗》等著名作
品。

1937 年 7 月 7 日 ，日 本 帝 国
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
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的第二
天 ，中 国 共 产 党 通 电 全 国 ，号 召
全 国 人 民 、军 队 和 政 府 团 结 起
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
城 ，抵 抗 日 本 的 侵 略 ，驱 逐 日 本
侵略者出中国。同时，驻守卢沟
桥的国民党第 29 军大刀队英勇
杀敌的捷报不断传来。麦新热血

沸腾，彻夜不眠，于 8 月 8 日创作
了《大 刀 进 行 曲》这 首 不 朽 的 时
代 战 歌 。 这 首 时 代 战 歌 一 经 诞
生 ，就 如 疾 风 闪 电 ，迅 速 传 遍 了
大江南北、城镇乡村、前线后方，
成为振奋民族精神、争取民族解
放的号角。

1937年9月，麦新参加中共上海
地下党组建的“战地服务队”，开赴前
线参加抗日。1938年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0年 10月，经周恩来批
准，麦新奔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
音乐系党支部书记，参加了著名的大
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及延安文艺座谈
会。

抗战胜利后，1945年 8月，麦新
随大批干部奔赴东北。1946 年 2
月，调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哲里木盟
开鲁县工作，先后任宣传部长、组织
部长，参加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和
武装斗争。其间，创作了一批反映
时代要求的革命歌曲。1947年 6月
6日，麦新在执行任务途中遭匪徒袭
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如今，在上海格致中学，学生们
对麦新这位老校友充满敬仰，当《大
刀进行曲》的合唱声响彻校园，当年
抗日救亡的豪情壮志与新时代年轻
人的蓬勃朝气在时空里碰撞。格致
中学格致文化研究室主任柯瑞逢告
诉记者，学校设有“麦新杯”，作为艺
术类奖项鼓励学生传承麦新炽热的
爱国情怀和坚韧的品格。

（新华社上海4月22日电）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烈士陵园
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刻有“张漫
萍烈士之墓”几个大字的方形墓碑
静静地矗立在这里。碑前安放的鲜
花，代表着人们对烈士的怀念和敬
意。除了烈士的家乡荥阳，在安徽
省蚌埠市固镇县，还矗立着一座张
漫萍烈士纪念碑。英雄已逝，但精
神永续。

张漫萍，1910 年出生，河南荥
阳人。1926年夏至1932年春，在河
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其间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到
北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 7
月，因叛徒告密被捕，被关押在北平
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在狱中，张漫萍在薄一波、杨
献珍等同志领导的秘密党支部的
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
敌人对张漫萍威逼利诱，酷刑拷
打，逼迫他写所谓的“悔过书”，自
首叛变，甚至以枪毙相威胁。张漫
萍向党组织表示，宁死狱中，决不
屈服，“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叛
变，誓死不投降”。他义正词严地
斥责反动当局：“我抗日无罪，无过
可悔。”经过狱中斗争的严峻考验，
1932年冬，张漫萍被狱中党支部批
准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为狱
中党支部成员。

1936 年 9月，张漫萍经党组织
营救出狱，随后被分派到河南工作，
先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中
共开封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共
西华中心县委书记、中共郑（州）密

（县）荥（阳）工委书记兼荥阳县委书
记、中共郑荥密地委委员，在开封、
荥阳、西华等地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各阶层群
众，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
亡运动，开辟西华抗日根据地。

1938年底，张漫萍转赴豫皖苏
边区，到新四军 4师彭雪枫部工作，
先后任第2总队营长、4师司令部作
战科参谋。1942 年至 1944 年，张
漫萍调安徽淮北，先后担任中共泗
（县）五（河）灵（壁）凤（阳）县委宣传
部长、中共蚌埠工委副书记兼城工
科长。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担任中
共蚌埠工委书记，带病转战于安徽
淮北、江苏洪泽湖一带，领导这一地
区党的地下斗争。

1947 年 7月，张漫萍在安徽固
镇县五河集一带开展工作时不幸被
捕。敌人把他吊在梁上，严刑拷
打。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怒斥敌
人：“共产党是杀不完的！革命是一
定要胜利的！”当夜，凶残的敌人把
张漫萍勒死，装入麻袋，投入浍河。
张漫萍壮烈牺牲，时年37岁。

中共荥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花金伟说：“纵观张漫萍烈士的一
生，他处处严以律己，事事兢兢业
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主动地
担负起党交给的重任。张漫萍烈士
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也是革命
的、战斗的、光辉的。他给我们留下
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我们前进
的精神动力。”

（新华社郑州4月23日电）

在安徽阜阳革命烈士纪念馆
内，有一面名录墙，镌刻着 2000 多
位阜阳英烈的姓名，战斗英雄王克
勤的名字也在其中。

王克勤，1920 年生，安徽省阜
阳县人。1939年 7月，被国民党军
队抓壮丁。1945年 10月，在邯郸战
役中被解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1946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解放军后，在党和人民军
队的培养下，王克勤迅速成长为具
有高度政治觉悟、英勇善战的优秀
战士。从 1946 年 6 月解放战争开
始，王克勤毙伤敌人232人，俘虏14
人，缴获步枪8支，9次立功，被评为

“一级杀敌英雄”“模范共产党员”。
1946 年 9月，王克勤被提升为

班长。他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
光荣传统，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
工作。班里每补充新战士，他总是
现身说法，启发新战士的无产阶级
觉悟。他用“在家靠父母，革命靠
互助”的格言，教育大家搞好团结，
并组织两个互助小组，开展思想、
技术、生活三大互助活动，对提高
班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很
大作用。

1946年 10月 6日，在山东巨野
县徐庄阻击战中，王克勤带领全班
与国民党军激战一天，打退敌人数
次进攻，歼灭大量敌人，全班无一伤

亡，圆满完成任务。战后，全班荣立
集体一等功，3人被评为战斗英雄，
王克勤被任命为排长。同年 12月，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赞他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
光荣的范例”，号召全军部队普遍开
展“王克勤运动”。他的“三大互助”
带兵经验迅速在全军推广，对人民
军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1947年 6月 30日，晋冀鲁豫解
放军主力部队 12万人强渡黄河，发
起鲁西南战役。7月 10日 19时，第
6纵队打响了进攻定陶城的战斗，王
克勤率全排担任定陶北门攻坚突击
任务。战斗中，王克勤身负重伤，但
他仍咬紧牙关坚持指挥战斗，率领
战士奋勇登城。

11日凌晨，王克勤因失血过多，
英勇牺牲，年仅 27岁。为纪念他，
他生前所在的排被命名为“王克勤
排”。中共定陶县委、县政府决定将
县城北门改名为“克勤门”。

王克勤英勇牺牲的消息传到野
战军总部后，刘伯承司令员激动地
说：“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
王克勤！”随即他以自己和政委邓小
平的名义，亲笔给王克勤所在部队
发去了唁电，称赞他是“战斗与训
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为我全军所
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

（新华社合肥4月24日电）

在山西省原平市范亭中学内，一处四
合小院尤为引人注目，这里就是为纪念爱
国将领、统战典范续范亭将军而设立的续
范亭纪念堂。作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青少年学生和
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学习，怀着崇敬的
心情缅怀英烈。

续范亭，1893年 11月出生于山西省
崞县（今原平市）西社村。早年参加孙中
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 年辛亥革命时，
续范亭任革命军山西忻代宁公团远征队
队长，并一举攻克大同。后组织西北护国
军，讨伐袁世凯。此后，续范亭参加由冯
玉祥组织的国民军，任第三军第六混成旅
旅长及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续范亭反对
对日妥协，呼吁抗日，先后任西安绥靖公
署驻甘肃行署参谋长、陆军新编第一军参
谋长、中将总参议。1935年，日本策动华
北事变，续范亭深感民族危机日重，亲赴
南京呼吁抗日，但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
必先安内”的方针，拒不接受。苦闷惆怅、
救国无门的续范亭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戕，
冀以一死唤醒国人。他在《告民众书》中
说：“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
团结，奋起杀敌。”

幸而遇救的续范亭，开始与蒋介石卖
国政府彻底决裂，并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
道路。在杭州疗养期间，他开始研读马克
思的《资本论》等进步书刊，赞同共产党停
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经共产党员南
汉宸引见，续范亭同周恩来进行了长谈，
并被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政
治远见折服，坚定了自己拥护共产党的信
念。

1937年 9月，续范亭任第二战区民族
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与
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全力支持山
西抗战。续范亭在太原沦陷前来晋西北，
兼任山西第二区保安司令，后任暂编第一
师师长，与八路军一二〇师贺龙、关向应
将军等合作，开展游击战争及群众运动，
共同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9 年

末，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
发动“十二月事变”，密谋消灭晋西北抗日
武装。续范亭亲赴八路军第120师第358
旅通报情况，研究对策，并参与指挥反击
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1940年 1月，山西
新军成立总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挥，同
时担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晋西北行政
公署行署主任。

1940 年冬，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实
行残酷的大扫荡，续范亭率行署机关日夜
转战，积劳成疾，但他以惊人的毅力靠在
病榻上批阅公文，处理紧急事宜。由于病
情不断恶化，中共中央将他接到延安医
治。养病期间，他仍然不忘抗日救国，撰
写了大量声讨反动派的檄文。面对阎锡
山对八路军的恶毒诬蔑，续范亭写出了
《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
痛批阎锡山的丑恶行径。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续范亭在
随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机关撤离途中，病情
加剧，9 月 12 日病逝于山西临县。临终
前，续范亭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
一封遗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

“范亭自辛亥革命以来，即摸索为民族和
人民解放的真理，奋勇前行，在几经波折
之后，终于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道路，才是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道
路。”中共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1947年
9月 13日，续范亭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
式党员。为沉痛悼念续范亭，毛泽东主席
亲送挽联：“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
业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
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续范亭纪念堂始建于 1952 年，坐落
于山西省原平市崞阳镇范亭中学校园旧
址内，并于 1993年随范亭中学迁入原平
市区。“在那样的烽火岁月中，为了国家和
民族大义，他做出剖腹明志的壮举，那份
大义凛然让我很震撼。”18岁的高三学生
王卓慧课余时间时常会去纪念堂感受续
范亭将军的精神，她认为，心中有了信念，
才能更好地去奋斗。

（新华社太原4月25日电）

古城西安的玉祥门环城公园
里，矗立着一座名为“玉祥门十二烈
士就义旧址”的纪念碑。72年前，烈
士刘伍和 11 位革命志士就在这里
英勇就义。

刘伍，又名刘建章，化名张础
森，1924年 8月出生于陕西省临潼
县（今西安市临潼区）。1938 年参
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夏，刘伍进入安吴青训
班学习，随后前往山西从事战地抗
日宣传活动，并参加反“扫荡”战
斗。1942 年，刘伍到达延安，先后
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
艺术学院学习。之后担任陕甘宁
边 区 政 府 保 安 处 宣 传 队 队 长 。
1945年 5月，他和妻子赛坚按照上
级指示到关中柳林情报站从事地
下工作。他充分利用家庭及社会
关系，派人打入敌西安警察三分
局、侦缉队书记室等机构搜集情
报，截取敌人的通缉令等消息，及
时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刘伍还通
过关系结识了西安市警察局感化
所所长，并通过他为我方购买了两
支短枪。

与此同时，刘伍积极联络同学
和亲友，秘密将分散在临潼、长安、
宝鸡、咸阳、华县等地的武装力量团
结在一起，于 1946年在西安市东郊
韩森寨秘密成立了“西北人民自救

军”武装组织，担任司令员。自救军
成员发展到近百人，其中共产党员
13人。

1946年冬天，华阴县的国民党
反动派四处征集壮丁充实军力，抵
抗人民解放军。刘伍获悉后，在已
征集的壮丁中秘密展开宣传，揭露
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在他
的领导和策动下，这批壮丁最终起
义，打死敌军军官后逃散。

1947年 1月，因叛徒出卖，西安
市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人民自救军
实行大逮捕。经过一番激烈战斗，
刘伍成功掩护白宗孝等人安全脱
险，自己弹绝力尽被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
折磨，刘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1947 年 10 月 7 日，刘伍被敌人枪
杀于西安玉祥门外，牺牲时年仅 23
岁。刘伍的妻子赛坚也被敌人逮
捕。1948年 4月，敌人残忍地将她
与 23 名西北人民自救军成员以及
8名革命群众集体活埋在耀县药王
山下。

刘伍的英雄事迹至今仍然激励
着后人，每年都有大批党员干部和
群众在玉祥门十二烈士就义旧址追
思缅怀。2014年，西安市莲湖路小
学成立了玉祥门十二烈士就义旧址
护卫队，定期来旧址清扫、祭奠。

（新华社西安4月27日电）

在湖南省醴陵市国瓷街道土株岭村，
当地人都记得从这里走出去的共产主义
战士朱克靖。

朱克靖，1895年 10月出生，湖南醴陵
人。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1922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23 年，朱克靖受党派遣到苏联莫
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 7月回国，到
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
部主任。1926年 7月，参加北伐战争。同
年11月，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1927年 4月，朱克靖被武汉国民政府
任命为江西省政府秘书长。他利用这一身
份积极开展工作，推荐朱德担任南昌市公
安局长，让方志敏主持国民党江西省党部
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朱克靖和朱德等
一同争取第三军官兵参加南昌起义。南昌
起义后，任第九军党代表。起义部队南下
失败后，朱克靖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先后在
北京、天津、桂林、南昌等地坚持革命活动。

1937年冬，朱克靖恢复了党的组织关
系。1938年 1月，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
顾问兼直属战地服务团团长，负责宣传、民
运工作。1940 年春，任新四军联络部部
长，负责统战工作。7月，受陈毅之托，争取
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与新四军
合作，使二李保持中立，为新四军攻占黄
桥、打乱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部署、建立苏
皖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至 1944年，朱克靖先后担任

苏北参议会副议长，苏中三分区行政专员
公署专员。1944年 12月底，随粟裕率领
的新四军由苏中渡江南下，任苏浙行政公
署主任。1945年冬，随新四军北上山东。
1946年1月，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秘书长、
联络部部长，策动国民党淮海绥靖公署长
官郝鹏举率部起义。郝鹏举部被改编为华
中民主联军后，朱克靖被任命为该部政治
委员，领导这支部队的改编和民主改造。

全国内战爆发后，1947年 1月，郝鹏
举率部叛变，朱克靖被捕入狱。面对国民
党反动当局的软硬兼施，他不为所动，坚
决拒绝，并在狱中写诗明志：“一颗为民
心，万古终不泯。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
流。”1947 年秋，朱克靖被国民党反动当
局秘密杀害于南京郊外。

“朱克靖同志是中共早期优秀共产党
员，大革命时期和新四军中著名的政治工
作者，八一南昌起义重要先遣者，坚贞不
屈的共产主义战士。”——1997 年 11 月
25日，叶飞、张震于朱克靖罹难50周年之
际，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纪念文章，表
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醴陵市烈士陵园朱克靖墓前，鲜花向
着灿烂阳光而开。朱克靖的女儿朱清宇
说：“我父亲这一代的革命先辈，为了新中
国的成立而忘掉了自己的一切。”历史不
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英烈们为了理想
舍身奋斗，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与怀念。

（新华社长沙4月29日电）

郭庠生烈士陵园坐落在河南省南
阳市镇平县侯集镇，苍松掩映中，静静
矗立着“郭庠生烈士之墓”的墓碑。作
为南阳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烈士
陵园内传颂的英雄事迹一次又一次打
动了前来扫墓的干部群众。

郭庠生，又名郭致青，1911 年
生于河南省镇平县。1931 年考入
河南开封艺术师范学校。1933 年
到宛西中学任国画教师。在中共地
下党员的影响下，他思想日益进步，
创作了一批尖锐揭露社会黑暗的漫
画作品等。全国抗战爆发后，他积
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平型
关抗日大捷》《东北抗日联军在长白
山》等 200 余幅宣传抗日救亡的漫
画、油画，编写了《克敌荣归》等剧
本，激励了人们的抗战热情，在群众
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38年，郭庠生加入中国共产
党。随后，受中共镇平县委派遣，参
加镇平民团司令部教导队，任政治
教官。皖南事变后，郭庠生按党的
指示，辗转到湖北参加新四军，任洪
山公学高级班指导员、党总支书
记。同年 6月，到新开辟的汉（川）
孝（感）（黄）陂根据地任军政联合办
事处主任，带领武工队深入敌后，建
立了 6个区委、区政府，使汉孝陂根
据地逐步扩大。

1943年，郭庠生任鄂豫边区税
务总局天汉分局局长。他因地制宜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边区税收政策和
财经政策，团结人民，粉碎了敌人对
我抗日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疏
通了根据地内外的物资流通渠道，
为边区提供了大量的物资资源。全
面内战爆发后，郭庠生任荆当远（今
荆州、当阳、远安）中心县县长，奉命
坚持敌后工作。

1947年 5月，由于叛徒出卖，郭
庠生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种种酷
刑，他始终不屈不挠，视死如归。敌
人逼他写悔过书，他大义凛然地写
道：“一不贪污，刮剥地方；二不卖
国，危害人民；三不抢劫，奸掳烧杀；
所作者八年抗战，救国救民，不知所
犯何罪？无过可悔。”11月 15日，镇
平解放前夕，郭庠生被敌人押往刑
场杀害，年仅 37岁。直到生命的最
后一息，他仍在奋力高呼：“打倒国
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镇平县侯集镇庠生小学的教学

楼前，郭庠生烈士铜像巍然屹立。
该校校长唐子恒介绍：“为了纪念曾
在此上过学的郭庠生烈士，将学校
改为现名。清明时节，学校会组织
师生在烈士铜像前举行缅怀革命先
烈活动，并到郭庠生烈士陵园扫墓，
此外，同学们还积极参加向烈士致
敬的征稿和演讲，学习烈士英勇无
畏、热爱祖国的英雄事迹。”

（新华社郑州4月30日电）

暮春时节，走进湖北省麻城市
乘马岗镇，一条宽阔的大别山旅游
公路绕镇而过，各式旅游大巴川流
不息，不远的龟峰山上，杜鹃花争
相怒放。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
客，带火了沿线的农家乐，也带富
了周边的乡村。革命烈士赵基梅
的家乡乘马岗镇沙子岗村就在其
中。

赵基梅，1909 年生，湖北麻城
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
军排长、营长、团政治处主任、师政
治部主任，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
剿”、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他
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到达陕北后入
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赵基梅
任八路军第 129师 386旅 771团政
治处主任，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兼
晋冀豫军区第 5军分区司令员，先
后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磁武
涉林等战役战斗。1940年 4月，任
八路军第 2 纵队新编第 3 旅副旅
长，参加冀鲁豫边区反“扫荡”；后
任新编第 3旅代理旅长，率部进至
鲁西南地区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
地；1941 年起任八路军第 115 师
教导第 7 旅政治委员兼冀鲁豫军
区第 8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第 7 军分区政治委员、第 5 军分区

司令员，继续坚持鲁西南地区游击
战争。

赵基梅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发动群众，团结
抗日各阶层进步人士，积极争取和
改编地方抗日武装，使鲁西南抗日
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为冀鲁豫抗
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卓著
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赵基梅任晋冀
鲁豫野战军第 7纵队副司令员，参
加出击陇海路、定陶、巨（野）金（乡）
鱼（台）、豫北攻势等战役；1947年 8
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12 纵队司
令员，率部挺进大别山；12月兼任江
汉军区司令员，率部西越平汉铁路
向江汉地区展开，配合大别山主力
部队反“围攻”斗争。由于长期战争
环境和忘我工作，他得了严重的胃
病。尽管身体十分虚弱，他还是同
战士们同吃“大锅饭”，配给他的马
也总是让给伤病员骑。在挺进大别
山的艰苦斗争中，他又患了重感冒，
仍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由于病情加重，1947 年 12 月
27日赵基梅在湖北随县（今随州）三
里岗病逝，时年 38岁。中共中央发
出唁电，高度赞扬他为中国革命作
出的重要贡献，称他的逝世“实为中
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一大损失”。

（新华社武汉5月1日电）

麦新：《大刀进行曲》创作者 张漫萍：忠贞国事大丈夫

王克勤：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

续范亭：剖腹明志 呼吁全民抗日

刘伍：少年革命、英年就义的烈士

朱克靖：“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流”

郭庠生:为国为民显忠贞

赵基梅：屡建战功壮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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