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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蔡启荣：朝鲜战场的志愿军“虎将” 特等战斗英雄邓仕均

仲夏时节的沈阳，苍松翠柏掩
映下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庄严肃
穆。拾级而上，花岗岩砌成的 23
米高纪念碑矗立其间，碑上刻着

“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让
人肃然起敬。邱世清就是其中的
一位。

邱世清，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
瑞金县城水背街，年幼时家境贫
寒，全家人的生活曾仅靠母亲做针
线活维持。邱世清上了两年半小
学，就随堂叔做小贩，后又到客栈
做杂工。

1934年 8月，邱世清在家乡瑞
金参加红军，被分配在补充团当战
士。1936 年初，组织上送他到教
导队学习。他刻苦努力、勤奋钻
研，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很快就
加入共青团组织，同年 6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
指导员。

抗日战争时期，邱世清在八路
军第 115 师晋鲁豫支队先后任副
连长、指导员、营特派员，后随部
队到淮北，任新四军第 3 师 10 旅
兼 淮 海 军 分 区 独 立 团 政 治 处 主
任、副政委，第 10 旅供给部副政
委、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邱世清任东北
野战军第 2 纵队 5 师卫生部政委。
由于频繁的战斗和长期的艰苦生

活，邱世清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疼痛
时常常吃不下饭，但他始终以工作
为重，顾不上休息。

1950 年 10月，时任第 39军后
勤部副政委的邱世清随部队入朝，
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他先后参加了第一至第三次战役。
朝鲜战场最大的难题就是后勤保
障，任务艰巨繁重。作为后勤部领
导，邱世清不顾身体虚弱，不分昼夜
地工作，事无巨细地操持，带领后勤
人员认真搞好物资运输、伤员转运、
弹药补给等工作，确保了部队战斗
的基本需求。第三次战役结束后，
身体极度虚弱的邱世清被送回国内
治疗。

1951 年 3 月 10 日，第 39 军后
勤部政委李振山在前线患病，军队
决定让邱世清立即赶赴前线接替李
振山的工作。12日，他乘车行至朝
鲜昭阳江畔时，突遭敌机猛烈轰
炸。为躲避敌机，邱世清命令司机
加速前进，途中司机中弹牺牲，汽车
失控冲入雷区触雷爆炸，邱世清不
幸牺牲。

江西瑞金市民王斌在看过烈士
的事迹后深受触动：“这些最可爱的
人为我们守住了安定与和平，他们
的‘负重前行’换来了我们的岁月静
好。”

（新华社南昌6月14日电）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
县共和镇曹河村，“一级战斗英雄”
曹庆功的光荣事迹被代代传颂。同
乡战友们虽已白发苍苍，仍把那首
为纪念他而谱写的英雄赞歌向后辈
传唱。

曹庆功，1925年出生于云南省
牟定县军屯乡（今共和镇）曹河村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是家中长子。17
岁时，被国民党抓兵。1948年锦州
解放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第
四野战军二十九师三五六团一营一
连班长。参加解放军后，在党和人
民军队的培养下，曹庆功迅速成长
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优秀战士。
1950年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他英
勇作战，立下战功。

1951年 3月，曹庆功所在的人
民志愿军连队在洪川江北岸望月山
北山执行机动防御任务。他带领一
个战斗小组，坚守在紧靠江
岸 前 沿 的 286 高 地 。 18
日，敌人以 4 门榴弹炮和
20 余门迫击炮，对高地进
行疯狂轰击。在打退敌人

多次进攻后，战友全部牺牲，高地上
只剩下曹庆功一人。

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右臂被
炸断、身负重伤的曹庆功拉响了最
后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年仅
26岁。军部将他的英雄事迹谱写
成歌曲在全军广为传唱，激励将士
英勇杀敌，保家卫国。

英雄已逝，精神永续。如今，曹
庆功烈士的侄孙曹明新再忆起父辈
第一次向他展示伯爷爷军功章时的
情形，依然难掩激动：“展开层层包
裹的红色绸布，抚摸着印有毛主席
头像的奖章奖状，让作为烈士后代
的我感到荣耀。”曹明新坚信，先烈
们的精神一定会代代相传，薪火不
断，“纪念和缅怀英雄，是为了不让
祖辈的牺牲被遗忘，也是追求美好
生活的精神动力。”

（新华社昆明6月15日电）

在湖南省桃源县城西南郊的千梯
山上，有一座草木葱茏的烈士陵园。
陵园里有一面纪念墙，刻录着革命先
烈的英名。每年清明节前后，总有许
多老百姓前往陵园凭吊。这面纪念墙
上，有一个桃源人熟知的名字——刘
维汉。

刘维汉，1925年生于湖南省桃源
县灵岩乡送子坡村（今理公港镇观音
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3 年，
被国民党抓壮丁，在国民革命军第 20
集团军 53军 116师当兵 3年。刘维汉
在滇缅战场上对日作战奋勇杀敌，抗
战胜利后随部队派往越南接受日军投
降，1946年 6月，随部队调往东北参加
内战。

1947年 8月，刘维汉在辽宁威远
堡解放后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被编
入东北民主联军第 3纵队，历任战士、
副班长。1948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参加辽沈
战役、渡江战役、广西剿匪和解放海南
岛等战役，荣立二等功。

1950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10
月，刘维汉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40

军第 120师 358团 1营 3连，赴抗美援
朝前线作战。

1951年 4月初，刘维汉所在连奉
命驻守朝鲜洪川江北岸鹰峰山（今在
韩国境内），阻击敌人进犯。从 4月 5
日上午 11时至下午 5时，他带领一个
战斗小组，与近百倍之敌奋战 7个小
时，打退敌人 6 次进攻，毙敌 100 余
人。最后，阵地上只剩下刘维汉和姚
树清 2人。刘维汉坚定地说：“我俩是
共产党员，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没有上
级指示，绝不离开阵地。”当战友牺牲
后，刘维汉仍坚守阵地。

时至黄昏，敌人包围上来，刘维汉
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
牲。牺牲时，年仅26岁。

1951年 4月 29日，第 120师党委
决定，追认刘维汉为“模范共产党员”，
给刘维汉战斗小组追记集体一等功，
刘维汉追记二等功。同年，中国人民
志愿军政治部授予刘维汉“一级战斗
英雄”荣誉称号，记特等功，并追认为
革命烈士。

（新华社长沙6月17日电）

2014 年 3月，沈阳抗美援朝烈士
陵园的大门外，第一批在韩志愿军烈
士遗骸归国，望着载着烈士遗骸的军车
缓缓驶过，一个老人忍不住放声大哭。
这位老人叫邓其平。他的父亲就是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邓仕均烈士。

邓仕均，1916年出生在四川省苍
溪县两河乡友谊村五组一个佃农家
庭。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
1940年任晋察冀军区第 5团第 1连连
长。同年 8月，在“百团大战”中，邓仕
均接受抢占山西省娘子关磨河滩车
站的任务。26日晚，邓仕均带领 1连
向磨河滩车站猛攻，歼敌一部。就在
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滂沱大雨倾盆
而下，沙河里顿时汇成巨大山洪，截
断了 1连和其他部队的联系。此时，
从阳泉增援娘子关的日军也已赶到，
使冲过河滩与敌激战的 1连处于三面
受敌一面临水的危险境地，情况万分
危急。邓仕均临危不惧，带领连队与
日寇苦战 5 个多小时，打死打伤敌
200余名。最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
1连弹尽粮绝，邓仕均带领仅剩的 20
来人，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杀出一条
血路，成功突围。战斗结束后，1连荣
获“血战磨河滩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邓仕均被授为“晋察冀边区特等战斗
英雄”。

1943年9月，在北岳沟反“扫荡”战

斗中，第1连奉命掩护团主力转移，邓仕
均指挥全连连续打退日军在飞机、大炮
掩护下的7次冲锋，坚守阵地一昼夜，毙
伤日军70余人，圆满完成掩护团主力安
全转移的任务。1944年2月，在晋察冀
边区战斗英雄战斗模范大会上，邓仕均
获一等战斗英雄奖章。

1951年2月，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187师第559团团长的邓仕均，入朝参
战。4月，第五次战役打响。187师奉命
于 5月中旬向南朝鲜军第 6师发起进
攻。5月16日起，邓仕均率领部队先后
夺取甘泉、寺洞南山3113高地、佳日里、
鸡谷里、盆洞、风尾山。187师全部占领
北汉江与洪川江之间地域。

21 日，187 师奉命撤往洪川江以
北地区。邓仕均率部负责掩护师主力
部队过江。江南正面的美军第 1军以
坦克为先导，分数路向北逼近，559团
依托鸡谷里阵地与敌激战，连续打退
敌数次进攻。22日，部队在后撤中遭
敌炮火猛烈袭击，邓仕均壮烈牺牲，时
年 35岁。从此，英雄的尸骨长眠在朝
鲜洪川江南岸。

“父亲牺牲时，我不到3岁，妹妹邓
菊平才5个月大，父亲都没见过她……”
邓其平有些哽咽，“当年，我们的父辈
怀着一腔激情，奔赴朝鲜保家卫国。
如今祖国强大了，终有一天，肯定能把
更多的烈士遗骨找过来。”

（新华社成都6月18日电）

每年春夏之交，大别山区漫山遍
野的映山红争相绽放，地处大别山腹
地的汤家汇镇，也在这一片映山红
中，如今这里已经是著名红色旅游景
点。作为金寨县西北门户，汤家汇镇
几度成为豫东南和皖西北红色革命
政权和革命武装军事指挥中心。志
愿军第12军第35师副师长蔡启荣就
是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

蔡启荣，原名蔡恒运，安徽省金
寨县人。1915年 3月出生于原河南
省商城县商南四道河（今金寨县汤家
汇镇）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在商城县
城读书。1932 年，在本乡四道河组
建乡赤卫队，担任队长。同年冬，参
加赤南县委在银沙畈组建的一路游
击师，先后任班长、排长。1933年 4
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25军第 75师
第 223 团一营营长。同年秋，任红
223 团团政委。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后，红 75师奉命留在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坚持斗争。

1933 年 9 月底，蔡启荣带领红
223团，在六安县大小马店之间完成
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的任务后，
经燕子河、骆驼坳、严家坳、新洲、八
里湾等地，于 10月上旬到达红安以
南地区，之后即和军特务营活动于该
地区。10 月下旬，在邓家桥歼敌第
13师一个连；10月 24 日，在高家桥
予敌第13师 73团重大杀伤；10月 26

日，在官懋塘打击敌保安第 4团和湖
北省第 4区（辖红安、麻城、黄冈、黄
陂、礼山五县）保安队，毙伤敌 120多
人，伤敌保安第4团团长李树荣。10
月底，在八里湾打击反动民团，毙伤
俘敌 300余人。之后，转至七里坪、
槽树岗及麻城以北地区活动。在七
里坪附近歼敌第 80师一部。在历次
战斗中，蔡启荣表现得机智勇敢，多
谋善断，指挥有方，被誉为有勇有谋
的“虎将”。

从 1933 年起，蔡启荣率部先后
参加了河南光山县城西南的郭家河
歼灭战、湖北红安七里坪以北的潘家
河战斗、安徽金家寨以西葛藤山反击
战、河南罗山县城西南的长岭岗战
斗、河南光山县东南部的斛山寨反袭
击战。1934年 11月，随红 25军参加
长征，1935年到达陕北。此后，参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
蔡启荣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12军第
35师副师长，率部赴朝参战。在几次
重大战役中，均获显赫战功。1951
年 6月，在著名的第五次战役中，美
军利用空中优势，出动数百架飞机掩
护坦克，从地面发起猛烈进攻，蔡启
荣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不幸牺牲，时
年 36岁。后来，他的生平事迹被陈
列在东北志愿军纪念馆。

（新华社合肥6月19日电）

邱世清：临危受命 英勇捐躯

刘维汉：英雄无畏流血牺牲 曹庆功：高地上最后一名战士

“60 多年前，李狄三同志带领
130多名先辈挺进藏北高原，成功解
放西藏阿里这片‘生命禁区’。”新疆
军区某机步团官兵近日走进团史馆，
在镌刻着“人民功臣李狄三”七个大
字的铜像前，重温英烈光辉事迹，汲
取精神力量。

作为李狄三生前所在部队，60多
年来，这个团虽几经转隶改革，但李
狄三等先辈们的英雄精神一直是官
兵凝心聚力的“传家宝”“领航灯”。

李狄三，河北无极人，1938年入
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
指导员、股长等职，曾参加延安保卫
战和解放大西北等战役战斗，9次负
伤，3次荣立大功。

1950 年 8 月，李狄三率领进藏
先遣连挺进藏北阿里高原。官兵们
严格遵守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关心爱
护群众，解放军得到越来越多的藏族
同胞信任、支持和拥护。因贡献突
出，先遣连被上级授予“进藏先遣英
雄连”荣誉称号，全连官兵各记大功
一次。

进驻扎麻芒保后，世界屋脊的漫
天风雪阻断了先遣连与后方的联
系。因高原环境恶劣，加之粮食、食
盐短缺造成严重营养不良，李狄三和

不少官兵患上了高原病，63名官兵长
眠雪域高原。

李狄三病情日益严重，但他坚持
不分昼夜整理 4本工作日记，详细记
载了进藏以来收集到的高原战斗宝
贵经验等珍贵资料。1951年 5月，李
狄三病情更加恶化。卫生员要把连
队仅剩的一支盘尼西林注射给他，他
坚决要求留给其他病号，党支部只好
召开支委会表决。望着 5只高高举
起的手，他眼含热泪，恳求大家说：

“我的病自己清楚，别浪费药了，请把
药留给最需要的同志！”他最终没有
使用那支盘尼西林。

5月 28日，后续部队到来和先遣
连会师。李狄三用尽最后力气，把笔
记本交给带队领导后安详地闭上了
眼睛，年仅 38岁。之后，他被上级追
授“人民功臣”荣誉称号。

“一支部队的传统，只有血脉相
承，才能发扬光大。”现任团政委蒲城
栋说，“每年新兵入营，第一堂课是当
好‘人民功臣’传人，第一场活动是参
观团史馆并在李狄三铜像前宣誓。”
在英雄精神激励指引下，近年来，部
队先后在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等
任务中取得众多佳绩。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0日电）

李狄三：解放阿里的“人民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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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专题调研座谈会 共谋检察事业新发展

近日，舞钢市检察院开展了“我看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成
就”专题调研座谈会，特邀请 11名退休老干部参加，会议由党
组成员尚广辉主持。尚广辉受检察长委托代表院党组向与会
老干部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介绍了该院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内
设机构改革调整后的院党组班子组成、分工及各检察部门的职
能等。与会老干部畅谈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他们实际体会
到的历史性变化，老干部姬自卿说：“咱舞钢检察院刚成立的时
候，就只有一辆摩托车，后来换成了一辆吉普车，两位司机老同
志就是用这摩托和吉普跑遍河南省，跑遍全中国赶路办案。现
在办公设施齐全了，希望检察事业越来越好。”老干部邢宝亭
说：“当兵的时候，我们的信念是以部队为家，工作的时候，我们
的信念是以‘检’为家。新时代我们检察人也有了新信念‘立检
为公，执法为民’。时代在变，国家强盛了，我们才能有更远大
的目标和追求。”与会干警们深刻感受到老干部们爱党爱国、热
爱检察事业的真挚情怀，尚广辉表示：一定不辜负各位老领导、
老前辈的期望和重托，用心用力把舞钢检察工作做得更好，继
续加强老干部与单位之间的联系纽带，希望老干部们发挥老一
辈的经验优势，使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 （郭淼铭）

“有了这本小册子，俺们清楚了啥
事该举报，啥事不该举报了，现在也知
道该去哪举报了。”淮阳县葛店乡徐寨
村一村民看过村干部发的举报指南后
如是说。为确保信访工作取得实效，
使广大人民群众熟知纪检监察信访举
报工作办理流程，淮阳县纪委监委印
制发放《群众信访举报指南》，进一步
减少因政策不熟、认识偏差导致的重
复信访举报。今年以来，该纪委监委在

规范信访举报流程上做文章，设计印发
《群众信访举报指南》，通过图文并茂的
形式，将纪检监察机关受理范围、信访
举报办理流程、举报注意事项等问题等
宣传到每一户，引导群众依法、逐级、有
序、理性反映问题诉求，逐步减少重复
信访。同时，还公布了信访举报电话，
接受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进一步保
障群众利益，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
和获得感。 （赫健茹 王宜楠）

印发信访举报手册 逐步减少重复信访

遂平：为脱贫攻坚上紧纪律“法条”

近日，驻马店遂平县纪委监委面向
全县扶贫干部发出重申脱贫攻坚工作
纪律的通知，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助
力全县脱贫攻坚任务早日完成。严明
政治纪律。贯彻落实上级党委脱贫攻
坚政策，不搞阳奉阴违，不弄虚作假。
严明工作纪律。严禁挂名扶贫，县处级
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带头包乡包村包
户，每周至少到村一天开展脱贫攻坚工

作；包村局委工作人员每周至少抽出一
天时间去所包村进行走访帮扶，所有开
展的工作必须有记录。严明群众纪
律。包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严禁耍
特权、搞特殊，严禁对待群众及群众反
映的问题态度生硬，推三阻四，敷衍了
事。严明驻村工作纪律。落实五天四
夜工作制度要求，工作日吃住在村，严
禁擅离职守。 （徐华君）

郸城县纪委全面推进监察体制改革以来，
南丰镇纪委积极履职尽责，在全镇选聘了28名
村级监察信息员，改变了行政村监委会监督工
作中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的现状，有
效破解了困扰农村干部特别是非党干部、行使
公权力的人员及群众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
员监督惩处乏力等难题。今年来，为充分发挥
村监察信息员作用，该镇强化学习培训，采取集

中培训的方式，由县纪委监委业务骨干授课，对
村监察信息员进行培训；强化业务指导，由乡镇
纪委派出监察员督促、指导村监察信息员正确
履职、科学开展工作；强化监督管理，督促村监
察信息员带头学习监察法和党规党纪，确保在
不越界线、不破底线、不踩红线的前提下开展监
督；强化问题收集，在各村公示监察信息员联系
方式，进一步拓宽问题线索来源渠道。 （赵帅）

郸城县南丰镇村级监察信息员实现监督全覆盖

为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
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近日，民权
县人民检察院第一党支部在院党员活动室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集中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
作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
行）》。活动由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胡良玉主持，
第一党支部书记、政治部副主任马丽娜领学，党
支部全体干警参加。活动会上，马丽娜围围绕
重点内容，从党支部的三大定位、七项职责、设
置方式、成立程序、基本任务、重点任务等多方
面对《条例》进行了解读，同时结合检察工作实

际，要求参会检察干警会后继续深入学习《条
例》内容，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强
院党支部建设作出应有贡献。胡良玉就如何抓
好贯彻落实强调：一要加强制度建设，重点解决
支部学习制度不够完善、有规章制度落实不到
位、执行不严的问题。二要进一步将《条例》作
为党支部建设的根本遵循，建立完善各类机制
台账，推动党建水平向高层次发展。三要进一
步领会《条例》的深刻意义，增强贯彻执行《条例》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围绕大局服务中心上
发挥党组织先锋模范作用。 （秦和红 贾政辉）

民权县检察院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