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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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哈尔滨市公安局为纪念烈
士所制作的一部视频短片中，烈
士 张 德 山 的 故 事 引 人 注 目 。
1954 年，他在维护交通秩序时，
勇拦惊马，被马车轧伤光荣牺牲，
时年仅 21岁。

张德山，男，1933 年出生，原
籍松江省阿城县新房村人，共青团
员，高小文化，贫家出身，1953年 8
月参加公安工作，任哈尔滨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南岗分队外勤民警。

1954年 6月 7日下午，张德山
在哈尔滨市西大桥执行勤务。15
时左右，他发现一辆胶轮马车自东
向西飞驰而来，车上有货无车夫。
刹那间，他一面快步上前，一面向周
围的群众大喊：“马惊了！快躲开！”

面对迎面而来的惊马，他猛地
从身边一名车夫手里夺过皮鞭重
重抽向惊马，惊马不但没有停下，
反而嘶叫着向人群冲来。

危急时分，张德山挺身上前，
想用双手拉住缰绳控制惊马，不料
却被飞驰的惊马撞倒，踢破了太阳
穴，车轮从他的颈部轧了过去。

最终，在另一名车夫的帮助

下，惊马被制服。
由于他的呼喊，群众都散开

了，没有人员伤亡。但当群众前来
援救时，他的鲜血染红了道路，在
送往医院途中，他的心脏停止了跳
动。

哈尔滨市公安局为张德山举
行了追悼会，并作出“向张德山同
志学习”的决定。1954年 10月，共
青团哈尔滨市委追授张德山“模范
青年团员”称号，哈尔滨市人民政
府追认张德山为“革命烈士”。

哈尔滨市公安局成立至今，已
有数百名民警牺牲，他们用生命之
脊托起了社会的安宁。每年清明
节、烈士纪念日，哈尔滨市公安局
都组织开展缅怀英烈的祭扫活动，
各级公安机关也自行组织开展各
种缅怀祭扫活动。

先烈们的遗志以及革命传统，
深深影响着后人。恪尽职守、甘于
奉献，以高昂的斗志和饱满的工作
热情，不断提高打击犯罪和服务群
众的能力水平，已成为哈尔滨市公
安干警的共同目标。

（新华社哈尔滨7月19日电）

烽火岁月抗日救难，动荡世局国
际合作，待兴之际为时而著……为了
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黄作梅奋斗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黄作梅，祖籍广东番禺，1916年 2
月出生于香港新界上水，1935年 7月
高中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1936年 1
月，报考港英政府文员，被分到湾仔政
府区货仓工作。其间，参与香港“怒
潮”读书会，并开始接近进步团体。后
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港英政府逮捕，经
营救后获释。

全国抗战爆发后，黄作梅积极参
加香港同胞抗日爱国救亡运动和中国
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读书会，宣传
抗日救国思想。1941年 6月，黄作梅
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 年 1
月，黄作梅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东江纵队。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按
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香港的党组织
共同营救被困于港的爱国民主人士、
文化人士及盟国人员。1942年 3月，
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成立国际工作小
组，黄作梅任组长，在营救盟军人员、
与盟军互通情报等方面，取得了突出
业绩。

1943年 4月，黄作梅任港九大队
政训室国际统战干事，后任中共广东
省临委电台负责人、港九大队新兵及
基层干部培训班政治教官、港九大队
政训室连队组织干事、港九大队主力

中队指导员等职。1944年冬，在美军
请求下，经中共中央同意，东江纵队
开始与美军进行情报合作。黄作梅
任东江纵队联络处首席翻译官及联
络员。

抗战胜利后，按照党组织的要
求，黄作梅重返香港，筹备东江纵队
驻港办事处，后任办事处主任。1947
年 2月，因战时与盟军合作对日作战
的贡献，黄作梅受英王乔治六世邀
请，到伦敦参加胜利大游行，并被授
予勋章。同年 6月，任新华社伦敦分
社社长。

新中国成立后，黄作梅先后任新
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香港工委负
责人和中共香港工作小组组长。

1955年 4月，黄作梅随中国政府
代表团前往印尼采访亚非会议。11
日，黄作梅等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
号”飞机因遭敌破坏，在飞越北婆罗洲
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时爆炸起火，坠
入大海。机上的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
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 11
人全部遇难。

如今，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矗
立着这样一座纪念碑，石碑正面有周
恩来总理的亲笔题词，背面是包括黄
作梅在内的 11 位烈士的介绍及碑
文，碑文中写道：“为和平、独立和自
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
不朽！”

（新华社广州7月20日电）

在广东省江门市开平赤坎镇，坐
落着一个爱国侨领司徒美堂的故居。
门前安放着司徒美堂先生的半身铜
像。即使在美洲生活多年，但司徒美
堂先生从这里出发，而后经历了人生
风雨。“我还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这
是他爱国情怀最质朴的表达。

司徒美堂，原名司徒羡意，字基
赞，1868 年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市赤
坎镇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2岁为
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
生。1885 年，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
盟誓，加入了洪门致公堂。

1894年，司徒美堂来到波士顿，
成立了安良堂，打出了“锄强扶弱，除
暴安良”的旗号。安良堂很快就成为
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最后发
展到全美国31个城市都有安良堂，成
员达2万多人。1905年，司徒美堂在
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自任总理。

1904 年，孙中山赴美进行革命
活动，司徒美堂被孙中山革命理想所
打动，决定亲任保卫员之职，洪门组
织从此开始在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
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司徒美堂认
为，华侨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
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
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支
援祖国抗战。抗战期间，纽约“筹饷
总局”募捐达1400万美元。其中，由
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

社团为国捐款最多的侨团之一。
1941 年冬，司徒美堂被遴选为

国民参政员，从美国回国出席国民参
政会。不料途经香港时，太平洋战争
突发，香港沦陷，司徒美堂亦遭软
禁。日本特务头子矢崎了解司徒美
堂的底细，派人召他到特务机关去威
胁利诱，强迫他出任维持会长。司徒
美堂断然拒绝。后来，司徒美堂在中
共地下组织和香港爱国人士的帮助
下，化装偷渡回到内地。到达重庆
后，蒋介石许他国府委员之职。而司
徒美堂此时目睹国民党腐败和大后方
民众困苦，拒绝了蒋介石的“美意”。

1945年 3月，“美洲洪门恳亲大
会”在纽约举行，决定将洪门致公堂改
组为海外华侨政党“中国洪门致公
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的主
席。会上，他联合美洲各华侨报界发
出著名的《十报宣言》，提出“结束国民
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
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

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
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
民主政府的主张。翌年1月 20日，毛
泽东发函，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会
议。他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
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
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5年 5月 8日，司徒美堂因脑
溢血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

（据新华社广州7月21日电）

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是一
个汉、彝、苗、回、傈僳、纳西等 31
个民族共同生活的西南山区小县，
总人口不到 21 万。翻开《盐边县
志》，在 1956年为平定奴隶主叛乱
而牺牲的任耀南烈士的名字依然
熠熠生辉。他用滚烫的鲜血和宝
贵的生命，践行了保国家安全、护
人民平安的忠诚誓言。

《盐边县公安志》记载，任耀
南，男，汉族，四川省南充市人，
1922年 2月出生，1949年 12月参
加工作，生前系盐边县公安局政保
股侦察员。

盐边县档案馆副馆长周克云
介绍，1956年 1月，盐边县宣布开
展民主改革，而不愿交出统治地位
的奴隶主，发动了武装叛乱。盐边
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部队、
公安中队、民改工作队、民兵的英
勇战斗下，历时 3 年彻底平息叛
乱，取得了民主改革的胜利。这期
间，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
物，任耀南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盐边县公安志》记载，1956年
4月，野麻乡奴隶主章阿牛、岩口乡
奴隶主刘书母子发动叛乱，纠集土
匪300余人攻占温泉乡政府。任耀
南奉命前往侦察匪情，在朵格梁子
与担任阻击任务的民兵一起阻击土
匪的进攻，他们顽强阻击了两个多
小时。这时一个参加阻击的民兵
（被土匪收买）趁任耀南不备，对准
任的背部开了一枪，致任耀南当场
牺牲。当年，任耀南被中共盐边县

人民委员会批准为烈士。
“任耀南烈士的牺牲，充分诠释

了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
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革命
精神。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盐
边县民主改革的胜利，更没有我们
现在幸福和平的生活。”周克云说。

“任耀南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
精神永远是我们公安民警不断前进
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传
承他的遗志，弘扬公安能量，忠诚履
职，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职责，积极投身公安事业，做
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盐边县公安
局政工科工作人员廖芝艳说。

今天的盐边，城乡面貌焕然一
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温泉乡基
层干部章镭说：“这是任耀南烈士
英勇无畏、舍生忘死的地方，我们
一定会沿着英烈的足迹砥砺前行，
努力工作、攻坚克难，把盐边建设
得更加美好！”

（新华社成都7月22日电）

“他立下赫赫战功，却告诉家人不
要将他的事迹告诉别人……”四川省
乐山公安史馆英烈展厅崔魁福雕像前
的这段话，仿佛将这位烈士的一生呈
现在后人眼前。

崔魁福，1917 年生于山东范县
（今河南范县），1942 年参加八路军，
194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平
津、淮海、渡江战役，多次立功。1952
年任屏山县委书记、公安局副局长。
1954年，调往乐山专区公安处成为首
任治安科科长。

20世纪 50年代，平叛战斗在全国
各地仍零星发生。1956年 7月，地处
小凉山的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发生敌
情，奴隶主木干携带武器从云南昭通
窜回峨边，并纠集起了 300余人的反
动武装。

情况紧急，乐山专区公安处派正在
党校学习的治安科科长崔魁福带领调
查组，赶往峨边。7月 12日，崔魁福与
调查组的同志一道赶往峨边，在听取峨
边县委领导同志的情况介绍后，崔魁福
立即赶去情况最为复杂的新林乡。

此时，叛匪木干得知了乡武工队
要进城开会的消息，夜里带领 300余
名叛匪从深山中窜出，包围了新林
乡。他们在街上抢劫供销社，放火烧
民房，寂静的山间小城顿时枪声大作，

火光冲天。
崔魁福立即从铺上跃起，准备带

人与叛匪展开战斗。但他发现，在场
的同志，除自己带有一支短枪外，其他
人都没有武器。

叛匪气焰越发嚣张，开始对乡政
府发起攻击。他们试图冲进乡政府大
门，不断朝乡政府大门内射击。崔魁
福知道，只有与叛匪进行对抗才能为
同志们争取支援赢得时间，于是冷静
地与匪徒展开了周旋。

凭借在战争年代积累的丰富作战
经验，崔魁福用手中的一支短枪，死死
地钳制住了叛匪的进攻。但最终，由
于敌众我寡，耗尽子弹的崔魁福不幸
被叛匪击中，光荣牺牲。

崔魁福出身贫寒，对于他曾经的
战功，他从未向任何人炫耀过。他甚
至告诉家人，不要将他的事迹告诉别
人。崔魁福曾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
人民给的，我要把一生献给党和人民
的事业。为了实现人类崇高的理想，
要不惜自己的生命！”

1983年 11月，崔魁福被批准为革
命烈士。每年清明节，许多公安干警、
群众都会来到乐山公安史馆向崔魁福
烈士致敬，继承英烈遗志、传承革命精
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新华社郑州7月23日电）

“知尔杀人数不清，焉知民力大
无穷。一滴鲜血一抔土，杜鹃血染麦
浪红。”这是著名新闻与教育工作者
李敷仁在被反动派特务枪击受伤后
写下的诗句，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的
丑恶罪行。

李敷仁，1899 年生于陕西咸阳
北杜镇，祖籍陕西蒲城县。1920 年
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1925年毕
业后在陕军何经纬部教导队任文化
教员。

1928 年后，曾任国民党陕西省
党部助理干事、科长、党部机关报《中
山日报》编辑，曾发表《帝国主义进了
潼关》等社论，又在《觉悟青年》发表
了《地皮将透的咸阳》，揭露军阀、土
豪、贪官污吏的罪行。

1931 年赴日本留学，九一八事
变后愤然回国，先后在凤翔二中、兴
国中学等学校任职。

1937 年，李敷仁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 11月，在西安创办了《老百
姓报》，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
的风格，反映老百姓的生活，替老百姓
说话，报道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和各战
区情况，宣传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

《老百姓报》办报 4年，总发行量
达到 100 多万份，有万名左右的订
户，影响颇大，该报被群众称为“咱们
的老百姓”，李敷仁也被群众亲切地
称为“老百姓”。但因《老百姓报》旗
帜鲜明地抨击国民党当局，被迫停
刊。《老百姓报》停刊后李敷仁又续办
《农村周报》，但仅出刊 6期又被查封
停刊。

1942 年，李敷仁加入中国民主
同盟，任西北民盟总支部青年部主
任。1945 年 5 月，李敷仁创办《民
众导报》，任主编兼主笔，提倡民
主，反对独裁，宣传革命，国民党当
局因此对他和《民众导报》深恶痛
绝。

1946 年 5 月 1 日，李敷仁被国
民党特务绑架，特务向李敷仁连开
两枪，所幸李敷仁并未死亡，被当地
群众救回家中。次日，在得知李敷
仁生还的消息后，特务又去搜查，李
敷仁经群众多方掩护未被发现。

5 月 3 日，中共陕西省工委获
悉情况后，立即开展营救工作。李
敷仁先后被安全转移七八处地方，
终于逃出虎口，卡在他颈部的子弹
也被取了出来，并于 7 月 17 日抵达
延安。

1946年 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
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新中国
成立后，李敷仁历任民盟中央委员，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西安市政协
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等职。李敷仁
因枪伤严重导致身体长期衰弱，于
1958 年 2月 19日在西安病逝，终年
58岁。

2017 年，李敷仁纪念馆在李敷
仁女儿李荷力和侄孙李晓龙的努力
下建成。“爷爷的座右铭是，向历史负
责，为人民工作。我们要弘扬革命前
辈们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它永世
相传，永远爱党，爱国，爱人民。”李晓
龙说。

（新华社西安7月24日电）

张德山：奋不顾身拦惊马 黄作梅：为和平事业光荣牺牲 司徒美堂：我还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任耀南：在平叛剿匪中牺牲的侦察员

崔魁福：把生命献给党和人民事业 李敷仁：为人民流血不会白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