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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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生同志牺牲了，但他的功绩会永远记
在我们的心中，他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服务的
精神，亦将永远感召着我们，成为我们学习的
榜样。”江西省吉安县油田镇盘田村村民罗惠
诚家中，珍藏着这样一封书信，讲述了在抗美
援朝战场牺牲烈士罗春生的英勇事迹。

罗春生，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油
田镇盘田村。1930 年 3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在红军江西独立3师独立团当战士，8月调
红一军团 1师 2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通信员、班长、排长、保卫局科员，红 2师
第 5团特派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
和长征。

1937年 3月，罗春生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
习。毕业后，历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关中独
立第 1营副营长、营长、独立第 3团副团长，在
关中分区负责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
抗战胜利后，罗春生随部队挺进东北，先后任
辽东军区警卫团团长、独立第2师5团团长、通
化军分区参谋长、辽东军区独立第1师副师长
等职。

1950年 10月 19日，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40军 120师师长的罗春生奉命率部入朝参
战。温井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担任切断敌人
退路的艰巨任务，获得了辉煌战果，在连续战
斗中又以猛插围攻的迅速动作打击了美军。
后来，他指挥部队由北向南，历经五次战役，追
歼敌人直至汉江南岸。

1951 年 8 月，罗春生调任 118 师师长。
1952年 5月，罗春生率领 118师重返三八线，
接替第 64军 192师防务。5月 15日，罗春生
在涟川前线新寺洞与192师交接防务时，突遭
敌机空袭，身负重伤，经全力抢救无效后牺牲，
年仅36岁。

1952 年 4月，罗春生和同参加抗美援朝
的侄子（继子）罗伟取得联系时，曾满怀期待地
对罗伟说：“等打赢这场仗，我就回家乡去看望
父老乡亲。”牺牲后，回家乡看看成为他未完成
的夙愿。1954 年 1月，罗春生烈士的遗骸由
朝鲜新宫洞移葬回祖国。

罗伟的儿子罗惠诚退休后，发挥余热，经
常向村里的孩子们讲述先辈参加长征和抗美
援朝战争英勇杀敌的事迹，勉励孩子们继承先
烈遗志，珍惜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幸福生
活；同时用爷爷和父亲的事迹激励自己和家
人，做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对社会有益的
人。 （据新华社南昌7月4日电）

在重庆市渝中区菜园坝火车站附近的两
路口建兴正街的人行梯道中间，矗立着一座
醒目的纪念碑，碑上刻有“模范人民警察张国
富纪念碑”几个大字。烈士张国富，是新中国
成立后公安部授予“模范人民警察”这一光荣
称号的第一人。

张国富，中共党员，1918年 3月生于浦江
县治平乡张官村。1938年，他经同乡介绍到广
西融县“四一”兵工厂当工人，后随厂迁至重
庆。1949年，重庆解放后，张国富调至重庆市
公安局第四分局黄沙溪派出所（现属渝中区管
辖）任事务员、治安民警。

1952年 6月 2日下午 5时，张国富沿成渝
铁路去鹅公岩执行公务，行至新黄村附近时，
正值一列火车从菜园坝方向驶来。他突然看
见一个 10岁左右的拾柴小孩正在铁轨上迎面
走来，而列车飞快逼近，处境十分危险。

张国富急忙挥手大喊：“小孩快下来，火车
来了！”然而小孩毫不知情，继续在枕木上行
走。待小孩发现火车时，火车已近在眼前，被
吓得不知所措。火车风驰电掣般驶来，千钧一
发之际，张国富不顾一切地飞跑过去，猛地将
小孩提上了人行道。

小孩安全获救了，而张国富刚跨出铁轨，
却被疾驰而至的火车风势卷倒在地，头部被火
车撞伤，终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
年仅33岁。

黄沙溪一带群众闻此噩耗，悲痛不已。
1952年 6月 3日下午，当地在黄沙溪举行追悼
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界群众 2000余人，到会群
众都为张国富舍己救人、壮烈殉职的英雄模范
事迹所感动。

张国富牺牲后，获救儿童王钰鑫和他的母
亲马素贞一道，来到张国富墓碑前献花。王钰
鑫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张国富叔叔为救我
牺牲了，我要好好学习，为国争光，用实际行动
来报答张国富叔叔。”

1952年 11月 30日，为表彰张国富同志英
勇献身的精神，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
卿签署命令，追认张国富同志为革命烈士，并
授予“模范人民警察”光荣称号。张国富烈士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获得公安部授予的这
一光荣称号的警察，也是重庆市公安民警中涌
现出来的第一位全国性的英雄模范人物。

（据新华社杭州 7月5日电）

李湘，原名李秀里，1915年出生于江西永
新龙源口镇泮中村一个农民家庭。李秀里的父
亲在他 8岁时因病去世，年少的李秀里和母亲
一起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1930年 8月，李秀里报名参加红军，1931
年 1月调到红九师二十五团当司号员，随部队
进入湖南。朱德到二十五团检查工作时，说“秀
里”的名字太俗气，便指地为名，为他改名李
湘。李湘在当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
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红九师二十五团三
连排长、连政治指导员。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
五次反“围剿”战争，两次立功受奖。

1934年10月21日，李湘随红一方面军开始
长征，其间虽数次在战斗中负伤，但经过短暂的
休养之后，李湘仍赶上队伍，最终成功到达延安。

1937年 9月 1日，李湘奉命奔赴抗日前线，
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后在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
邓华支队任作战科长，11月担任营长。1938
年春，李湘率队向冀东挺进，沿途连克昌平、延
庆、永宁、四海等重镇，在北平怀柔峪用 3个小
时全歼了日军一个中队。

1940年 8月，李湘任六团团长。是月，李
湘率全团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4
年 9月，被任命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指挥部
队对日军发起进攻，收复了定县、唐县、曲阳
等县城。

1946 年 6 月，李湘任晋察冀军区教导旅
旅长兼政委。1949 年 1 月，任十九兵团六十
四 军 一 九 一 师 师 长 ，率 部 参 加 平 津 战 役 。
1950 年 8 月，李湘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六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同年 11月，又
被任命为六十七军军长兼唐（山）、秦（皇岛）
警备区司令员。

1951年初，李湘奉命率领志愿军第六十七
军赴朝作战。4月，他带领作战处长、侦察参谋
和通信电台，先于部队两个多月入朝。

1951年 9月 21日，美军向第六十七军阵地
发起步兵、飞机、大炮、坦克同时进攻，李湘指挥
部队勇猛回击，歼敌 1000余人；10月 13日，敌
军以 4个师的兵力向李湘、旷伏兆指挥防守的
金城南27公里阵地大举进攻，六十七军全体官
兵在李湘的指挥下，创造了 3 天歼灭敌军
17000多人的最高纪录。

1952年，在敌军发动“春季攻势”前夕，李
湘病倒了。为指挥战事，他依旧奋战在战斗前
线，此后，李湘的病情迅速恶化，于1952年 7月
8日去世，年仅 37岁。李湘去世后，金日成称
赞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朝鲜劳动党和
政府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

（据新华社南昌7月6日电）

伍先华，1927年出生于四川省遂宁市安
居区东禅镇，自幼家贫。念了两年私塾后，15
岁时被拉壮丁入伍。在国民党军队里，伍先华
受尽折磨。1949年 12月，他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次年8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
年 3月，伍先华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
线。

在 1951年 4月至 6月进行的抗美援朝第
五次战役中，伍先华冒着敌人疯狂的扫射和轰
炸，把受伤的班长背下阵地，又返回战场痛击
敌人，打退敌人三次反冲击，荣立三等功。同
年8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伍先华所在部队向北转移，他调到
连部照料重病的连长，不久升任二连一排三
班班长。在部队修筑防御工事挖交通壕时，
伍先华勤动脑，想出先掏空底层，再砸上层的
办法，将工效提升两倍。对待战友，伍先华更
是表现出春天般的温暖。修工事、劈木柴的
斧头不够用，他就让战士们休息，自己顶风冒
雪彻夜干。晚上大家睡觉后，伍先华还给战
士刮掉鞋上的冰块，烤干湿鞋。战士脚冻，他
把袜子送给战士穿，自己却用破布包脚。

连队到驻扎地附近练兵时，伍先华所在的
班住在一户朝鲜老乡家里。这家只有老两口
儿和两个小孙子，生活困难。于是，伍先华和
战士们研究出既能练兵，又能帮老人家做事的
办法：爬山演习时，每人背回一捆干柴；冲锋演
习时，顺便把粪背上山，把玉米收回家；晚上谁
站岗，谁就给牲口添把草。两位老人十分感
动，把志愿军当自己的亲人看待。

1952 年 9月 29日下午 5时，官岱里反击
战打响。伍先华领着班里党员战士宣誓：“在
党需要的时候，愿献出自己的生命！”然后，伍
先华指挥全班分两个爆破组冲向目标。在连
续炸毁了几个地堡后，正面进攻部队仍被敌人
机枪扫射压住不能前进，爆破组也有很大伤
亡。当此紧急关头，伍先华抱起一捆 10公斤
的炸药包冲向火海，即使中途中弹倒地，仍冒
着枪林弹雨爬到敌人火力点，最后拉燃导火线
冲进坑道，炸死敌人 40余人。伍先华壮烈牺
牲时，年仅25岁。

1952年11月2日，志愿军政治部给伍先华
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爆破英雄”称号。

1953年 6月 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伍先华“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授其金
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据新华社成都7月9日电）

黄继光，四川省中江县人。1931 年
生，1951年 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作
战勇敢，立三等功1次。

上甘岭战役，于1952年10月打响。此
战，敌军调集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
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
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倾泻炮弹190
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我方阵地山头被
削低两米，而敌军始终未能得逞，反倒被我
军歼灭 2.5万余人，击毁击伤敌机 300架，
击毁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

黄继光所在营 10月 19日夜奉命夺取
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部队接连攻占3个
阵地后受阻，连续组织3次爆破均未奏效。
时近拂晓，再不拿下高地将贻误整个战机。
关键时刻，时任通信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
请求担负爆破任务，率两名战士攻坚。

黄继光所部的钟仁杰、李继德、万福来
等人，均目睹了黄继光牺牲的壮烈一幕：

黄继光等人在距敌火力点不到 50米
的地方被敌人发现，照明弹、探照灯使整个
山坡变成了白天，无数条机枪喷射出来的
火舌，扫向他们隐蔽的地方，三人相继倒了
下去。没过几秒钟，黄继光重又匍匐前进，
但动作比原来慢得多。后来才知道，两名
战士一死一重伤，黄继光左臂也挂了彩。

距敌火力点只有不到 10米了！黄继
光用右臂撑住身体，扔出手雷，可惜敌机枪
只略一停顿。钟仁杰命令全力吸引敌人火
力，黄继光顽强机警地爬到了碉堡下，那里
是敌人射不到的死角。他蹲了下去，回头
朝钟仁杰他们看了一眼，接着一挥手，大声
喊了一句话。话音全被枪声淹没了，没有
人听清他喊了什么。

这时，只见黄继光猛地站起来，身子向
上突地一挺，奋力向碉堡扑了上去，用胸膛
堵住了冒着火舌的枪口！

敌人的机枪哑了。战友们喊着“为黄
继光报仇”，冲了上去，一举将高地夺了回
来。战斗结束后，只见黄继光的胸膛被火
药烧黑了，布满了像蜂窝一样的弹洞。在
他爬向敌人碉堡的来路，拖着一条10多米
长的血迹。

战后，黄继光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
时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
议常任委员会追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
章。黄继光烈士遗体安息于沈阳抗美援朝
志愿军烈士陵园。

（据新华社成都7月10日电）

饶惠谭，1915年 3月出生于湖北大冶
殷祖镇南山村。1928年参加红军。1933
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曾任湘
鄂赣军区特务营连长、营政委，参加了湘鄂
赣苏区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饶惠谭所在的
湘鄂赣红军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
第一团。1938年，新四军一团在铜陵、繁
昌地区开展敌后武装斗争。一次，为了摸
清驻江宁县日军的人员装备情况，时任一
团侦察参谋的饶惠谭乔装打扮成当地群
众，和两位战友一起潜入日军设在莫石潭

的驻点，生擒日军中队长，为部队提供了重
要的军事情报。

1942年 2月，饶惠谭任新四军二旅第
四团（后为四十八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先
后参与指挥了多次反“扫荡”战斗，以及长
兴战役、周城战斗等，屡建战功。

1946年，饶惠谭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
队十六旅副旅长。1947年，调任渤海纵队
十一师（后改为 33军 99师）副师长，后任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三军九十九师师
长。参加了淮县战役、周村战役、济南战
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在渡

江战役中，他首批渡江，冒着敌人炮火冲上
南岸，指挥部队攻占荻港。

上海解放后，99师改编为淞沪警备司
令部公安第十六师，饶惠谭任师长。他和
同志们一同担负起了以上海市杨浦工业区
为主的繁重警备任务，不辞辛劳地为保卫
新生的革命政权奉献自己的力量。

1952年，饶惠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参谋长。
1953年 3月 21日，第二十三军指挥所遭到
敌机轮番轰炸，饶惠谭壮烈牺牲，时年仅
38岁。 （据新华社武汉7月14日电）

蔡正国，1909 年 10 月出生于江西省
永新县文竹镇车田蔡家村。1932 年 4月
参加红军。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 年 12 月，蔡正国进入于都公略
步兵学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1934年 8月后，任中央人民武装总动员部
补充第四团连长，第三军团教导营第一连
党支部书记、第三连排长等职。

全国抗战爆发后，蔡正国任一一五师
教导大队三队队长。在平型关战斗中，教
导大队担任警戒任务，蔡正国率三队英勇
阻击驰援的日军，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
1937年 10月后，任一一五师补充团参谋
长、教导第二师第二团团长、教导第二旅参
谋长、胶东军区教导第二团团长。

1945年 9月后，蔡正国任山东野战军
第六师副师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参
谋长、第十一师师长。1947年4月，任第十
师师长，1948年在塔山阻击战中，第十师是
守卫部队，蔡正国亲临前线指挥，率全师抗
击敌人，5天5夜不下战场，守住了阵地，拖
住了援敌，切断了东北敌军南逃之路。

1948年 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蔡正
国率部随第四野战军主力入关，参加了平
津战役中包围北平（今北京）的作战。北平
和平解放后，率部随第四野战军主力南
下。1949年 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
十军副军长。

1950 年 10 月，蔡正国随第四十军参
加抗美援朝战争。同年12月，任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五十军代军长，主持全军工作。
他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取得了全歼英国皇
家坦克营和痛歼英军第二十七旅的辉煌战
绩，为我军以步兵攻击敌人坦克开创了先
例，提供了经验。1953年 4月 12日，在龟
城郡青龙里遭敌空袭牺牲，时年44岁。

为表彰蔡正国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杰出
功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发
给他“独立自由二级勋章”和“国旗二级勋
章”各一枚。蔡正国的遗骸迁葬于沈阳抗
美援朝烈士陵园。蔡正国的英勇事迹被收
入《永新人物传（第三卷）》中，永新县文物
局局长尹兴华表示：“蔡正国烈士戎马一
生，英勇牺牲，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缅怀。”

（据新华社南昌7月15日电）

李家发，1934年生，安徽省南陵县人。
195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2年10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入朝后，李家发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
军第六十七军一九九师五九五团一营一连
二排六班当战士。在一次敌机空袭中，他
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朝鲜群众抢救衣物和粮
食。他在战地练兵和修筑工事中成绩突
出，荣立2次三等功。

1952年冬，李家发任二排通信联络员，
主要任务是传递战斗命令，常常要在敌人的
炮火中穿梭。从部队所在庆坡岘的山腰到玉
女峰的前沿，要通过一片200多米的开阔地，
美军飞机每天都要在这块土地上倾泻成吨的
弹药，通过时极其危险。但他英勇机智，每次

都能及时完成任务，被誉为“铁腿通信员”。
1953年 7月 13日，在金城战役反击的

轿岩山战斗中，李家发所在的二排担负攻击
116高地的任务。在部队前进受到敌人地堡
火力阻滞时，李家发主动请战，担负起爆破
敌人地堡的任务，机智地炸毁了主地堡外围
3个火力点，他自己也身负重伤，但仍然忍着
剧痛艰难地向前爬进，在用最后一颗手雷摧
毁了敌人的主地堡后，体力不支昏迷过去。

反击部队迅速发起冲锋，然而敌人的
另一个暗堡又响起了枪声，火力封锁再次
拦住了部队前进的脚步。突击排新的爆破
组几次尝试爆破都因敌人火力太猛而无法
接近。离天明只剩 4个多小时，天亮之前
如果拿不下轿岩山，部队只有撤出战斗。

正在紧急关头，敌人暗堡的机枪声突
然静了下来。原来，昏迷的李家发不知什
么时候醒了过来，以惊人的毅力悄悄爬近
敌人暗堡，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暗堡的机
枪射孔。为掩护部队冲锋，取得战斗胜利，
李家发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命。

李家发牺牲后，根据他生前提出的申
请，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1953年9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
为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他一级战斗英雄的
光荣称号。同年12月15日，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
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
时授予他“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据新华社合肥7月16日电）

许家朋，1931年生，安徽省绩溪县人。
1951年 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
年 7 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3年4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上甘岭战役后，黄继光的英雄壮举
令志愿军将士深受感动和激励，许家朋
也不例外。石砚洞北山反击战任务下达
连队后，他第一个向团支部递交了决心
书，他说：“在一旦需要我的情况下，就像
黄继光同志那样，为了朝鲜人民和祖国
人民而牺牲自己。”他对战友说：“我要接
受这次战斗的考验，一定像黄继光那样
勇敢地消灭敌人！”

1953年 7月 6日夜，在朝鲜铁原以西

石砚洞北山反击美军第七师的战斗中，许
家朋所在的六连突击排冒大雨沿侧翼向美
军主峰阵地发起攻击。接近主峰时，美军
一暗堡突然开火，将部队压制在山腰间。
战斗中，和许家朋一起执行爆破任务的战
友不幸牺牲。许家朋见状迅速抱起炸药
包，冲向敌人的暗堡。前进中，他的双腿被
炸伤，仍忍着伤痛，顽强地爬抵暗堡，执行
爆破任务。但由于炸药包被雨淋湿，爆破
未能成功。许家朋拖着伤腿绕暗堡爬行，
寻找暗堡入口。在找不到入口的情况下，
为争取时间，他毅然挺身扑向暗堡射孔，用
胸膛堵住正在射击的枪口，以自己的生命
为部队开辟了进攻道路。战友们在他的英

雄行为激励下，奋勇作战，迅速攻占了北山
主峰。

根据许家朋生前的申请，所在部队党委
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3年 10月
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
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
章。1954年 2月 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
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战斗英
雄称号。同年5月24日，追授他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模范团员”称号。安徽省绩溪
县人民政府将他的家乡命名为“家朋乡”，并
立“许家朋烈士纪念碑”以示纪念。

（据新华社合肥7月17日电）

张庆和，1921年出生在河北省宁晋县
北辛庄村。1938年初，参加冀豫抗日游击
支队。1939 年 3 月，随部队转战太行山
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多次参加
反围攻、反“扫荡”的战斗，并先后参加了

“百团大战”、保卫黄崖洞战斗等较大规模
的作战，他所在的连队被军分区授予“包围
圈里的模范连”光荣称号。

1945年后，张庆和先后任连长、营长、参

谋长、副团长、团长等职，参加了挺进大别山、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战
斗。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曾荣立大功一
次，并被授予“杀敌英雄”的称号。军区《火线
报》等报刊对他的战斗事迹进行了广泛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张庆和奉命调入空军
航校学习，他勤学苦练，以优异的成绩掌握
了飞行技术。1951年，被任命为空军航空
兵第二师副师长。同年10月，率部进驻安

东大孤山机场，随时待命入朝作战。
1952 年 6月，张庆和任师长。同年，

任中朝空军司令部指挥助手。他多次指挥
战斗，战功卓著，首创了空军击落敌B-26
轰炸机的先例。

1953年 10月 22日，张庆和在丹东四
道沟飞机场进行飞行训练时，因飞机失事
不幸牺牲，年仅32岁。

（据新华社石家庄7月18日电）

黄继光：舍身堵机枪的特级英雄

李家发：“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

许家朋：舍生忘死 冲锋在前

张庆和：作战勇敢的杀敌英雄

饶惠谭：一生革命建功沙场

蔡正国：戎马一生 英勇捐躯

罗春生：英勇善战
为国捐躯

伍先华：抱着
炸药包冲向火海

李湘：身经百战
不辱使命

张国富：我国首位
“模范人民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