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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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嘉庚，1874 年出生于福建
同安县仁德里集美社，少年时赴新
加坡随父经商。20 岁，他回乡完
婚，并出资 2000 元在集美建立惕
斋学塾。

1904年，由于父亲企业破产，
而立之年的陈嘉庚以菠萝种植加
工业起家，并套种橡胶成功，创业
有成。1907年，他代还父债，在华
侨社会中赢得信誉。而后，陈嘉庚
以经营橡胶业为主，兼营米业、航
运业等多种行业，于 1925 年前后
事业达到鼎盛。

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潮熏染
下，陈嘉庚于 1910 年春加入中国
同盟会，从物质上支援辛亥革命运
动以及福建省财政。

1912 年，陈嘉庚筹办集美小
学校，之后陆续创建中学、师范、幼
稚园，以及集美水产航海、商科、农
林教育等，形成集合各类学校与公
共机构的集美学村。陈嘉庚坚信，

“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
职”。他亲自规划、监造中西合璧
式的“嘉庚建筑”，并礼聘名师，于
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

1928 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
后，陈嘉庚领导华侨社会开展抗日
救亡运动。1937年 10月，他发起
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
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任主席。
次年 10月，他联络南洋各地华侨

代表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被推举为主席。
陈嘉庚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
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
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 4 亿余元国
币的款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
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
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
设立制药厂、直接为前线供应药
品。

1939 年，陈嘉庚应国内之请
代为招募 3200 余位华侨机工（汽
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
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
急需的战略物资。1940 年，他组
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历访重庆、
延安等地，并发表演讲，盛赞中共
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认为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5 年抗战胜利后，陈嘉庚

重返新加坡。毛泽东为其题词
“华侨领袖，民族光辉”。1948 年
5 月，他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中
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联
合政府的建议。新中国成立后，
陈嘉庚回国定居，先后任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
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侨
联主席。1961 年 8 月，陈嘉庚因
病在北京逝世，归葬于厦门集美
鳌园。

（据新华社福州7月30日电）

司马义·买买提，维吾尔族，
1940 年出生，新疆英吉沙县人，
1960年 7月入伍，生前任新疆军区
骑兵第 3团机枪连班长，1962年 10
月 27 日在中印边境西段自卫反击
作战中为国捐躯。战后，上级党委
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追
记一等功。1963年 4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防部授予司马义·买买提

“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62年 10月，司马义·买买提

随所在部队参加了中印边境西段自
卫反击战羌山口战斗。1962 年 10
月 27 日，司马义·买买提和战友们
在副连长乌甫尔·木沙带领下，乘汽
车到喀喇昆仑边防执行任务。突
然，一串子弹从右前方的山腰间猛
射过来。一股窜入我国领土的印
军，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向我军疯
狂扫射。车厢板被打得木屑四溅，
汽车右前轮被打穿，驾驶员身负重
伤，倒在方向盘上。汽车抛了锚，战
士们完全暴露在一片开阔地上。

情急之下，副连长乌甫尔·木沙
指挥士兵挪动驾驶室上的重机枪实
施火力压制，但被印军火力压得抬
不起头。为了保存力量，他只好命
令战士们卧倒在车厢里。这时，印
军更加疯狂，枪声越发密集，子弹像
雨点似的飞过来。司马义·买买提
主动要求吸引印军火力，以便战友
们移动重机枪脚架，调转枪口反击

侵略者。他提着冲锋枪，跃到车厢
后端，挺起身子扣动扳机，朝印军猛
烈地射击，消灭了正在发射的印军
迫击炮手。果然，他的这一举动，立
刻吸引了印军的全部火力，印军轻
重武器一齐向他射击。

趁此机会，副连长乌甫尔·木沙
迅速组织调转重机枪。此时，一颗
子弹穿过司马义·买买提的右手腕，
打进了他的左胸膛，鲜血直往外
涌。他忍着剧烈的疼痛，继续坚持
战斗。当战友们要给他包扎伤口
时，他推开他们，坚定地说：“快去调
转枪口，消灭敌人！”

正当司马义·买买提换弹夹时，
他的右肋又中了一颗子弹。射击暂
停了一下，印军以为打中了他，就集
中火力向驾驶室上调转重机枪的战
士射击。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
头，司马义·买买提全然不顾身负重
伤，咬紧牙关，拼尽全力猛地站起
来，端起冲锋枪猛烈地向印军扫
射。印军又慌忙集中火力向他开
火，第 3 颗子弹又穿进他的右肋。
这时，战友们把架好的重机枪瞄准
了印军，火力压得印军不能动弹，全
班战士和及时赶到救援的战友们一
起全歼了这股印军。

司马义·买买提血洒昆仑、壮烈
牺牲，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生命，谱写
了一曲壮丽的革命英雄主义凯歌。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2日电）

阳廷安生前所在部队——第77
集团军某旅官兵近日从四川某地出
发，循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
精神的足迹，沿着川藏线向西挺进，
重回阳廷安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进
行高原驻训，发扬“两不怕”精神。

阳廷安，1938 年生，1958 年入
伍，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0月，在边境自卫反击战的一次战
斗中，阳廷安所在排进攻受阻。敌
人十几个地堡里喷出的火舌，交织
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火网，十几名战
士先后牺牲。

在火力支援和 5 班策应下，阳
廷安率 6班向敌人地堡进攻。经过
半个多小时战斗，连续夺取敌人地
堡 18个，全班无一伤亡。连长高友
贵、指导员孙光明随即指挥各排向
纵深猛插，乘胜歼敌。

后续战斗中，阳廷安用一捆集
束手榴弹炸飞 1个地堡，又用炸药
包消灭敌人 1个机枪火力点。激战
中，阳廷安高呼“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跟我来，打进去！”直至壮烈牺
牲。

全班战士不怕牺牲，前赴后继，
英勇战斗，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

务。他们攻克地堡 27 个，歼敌 55
人，缴获 2门火炮，4挺轻重机枪，2
具火箭筒等武器。此役，6班 8人，7
人牺牲。

1963 年 2月，西藏军区原司令
员张国华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
时，这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誓
言，得到毛主席高度赞扬与肯定，著
名的“两不怕”精神从此叫响。同年
3 月，西藏军区为阳廷安追记一等
功，国防部授予其所在班“阳廷安
班”荣誉称号。

用忠诚作答，向荣光挺进。近
年来，这个旅官兵大力传承发扬“两
不怕”精神，先后圆满完成实兵演习
等大项任务，40余人在各类比武竞
赛中斩获名次，200 余人因训练成
绩优异立功受奖。前不久，在陆军

“奇兵-2019”系列比武竞赛中，他
们取得多项佳绩。

（新华社拉萨8月3日电）

盛夏八月，暑意正浓。汽车行
驶在四川省乐至县，一片片产业林
规模发展，特色民居与绿水青山相
映成趣，农村环境干净整洁。这是
战斗英雄罗光燮的家乡。

罗光燮，四川乐至人，1941 年
12月 3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
庭。1951 年加入儿童团。1958 年
到公社兴办的纤维厂工作。因表现
突出，多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
极分子，并于 1958 年 11 月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60 年 8月，罗光燮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编入边防部队某部工
兵连1排 2班。他刻苦学习，积极工
作，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1962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开始后，伏在积雪皑皑的阵地上，罗
光燮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豪迈的誓
言：“为了党，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我愿意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甚
至鲜血和生命。”战斗中，他双手二
度冻伤，仍主动请战。

11月 18日，罗光燮所在工兵排
奉命配属边防某部清除侵华印度军
队在中印边境西段的一个重要军事
据点。这一据点是印军指挥中心和

重要供应基地的门哨。战斗中，前
进中的攻击部队遭到敌人炮火、机
枪的猛烈轰击和扫射，地面又有敌
人布置的地雷障碍，伤亡不断增加，
2名排雷战士相继负伤。这时，罗光
燮挺身而出，紧握爆破筒，冲进雷
区。闯过两道炮火封锁线后，不慎
触发一颗被积雪覆盖着的地雷，左
脚被炸掉，陷入昏迷，爆破筒滚下山
坡。他苏醒后，印军炮火仍在继
续。为了争取时间，在不能站立、没
有任何排雷工具的情况下，他义无
反顾地向前滚去，以身体引爆地
雷。左臂被炸断后，他仍继续向前
滚动，不断引爆地雷，一条六米宽的
无雷区被炸开，罗光燮英勇牺牲，年
仅21岁。

为表彰罗光燮的英雄壮举，
战后所在部队党委为他追记一等
功，并根据其生前志愿追认他为
中国共产党党员。1963 年 3 月 9
日，国防部追授他“战斗英雄”荣誉
称号。

英雄已逝，精神长存。在烈
士的家乡，人们不断传颂着他的英
雄事迹。

（据新华社成都8月4日电）

周保中，原名奚李元，1902 年
生，云南大理人，白族。毕业于云南
陆军讲武学校，曾在滇军和国民军
中服役。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
历任营长、团长、副师长等职，参加
北伐战争，率部英勇作战，屡建战
功。1927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
斯科，先后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
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学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保
中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1932年 5
月起，任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参议、前
方总指挥部参谋长、总参谋长，指挥
两次攻克安图县城、三打宁安等战
斗。1934年 2月领导组建绥宁反日
同盟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率部在
宁安地区开展游击活动。1935 年
后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 5 军军
长、东北抗日联军第 5军军长，领导
创建绥宁抗日游击根据地，指挥大
盘道、前刁翎、依兰城等战斗。1937
年 10月起先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2
路军总指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
1938年初，为打破日伪军 6万余人
对佳木斯地区的“讨伐”，组织指挥
第 2路军主力从依兰地区向五常地
区西征，亲率留守部队多次挫败日
伪军的“讨伐”。

1939 年春，针对日伪军军事
“讨伐”、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的严

峻形势，主持召开中共吉东省委扩
大会议，他坚定地说：“临到革命者
牺牲的关头，就应该慷慨就义。我
们要决心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被压
迫民族解放之花。”随即整顿部队，
调整部署，指挥各军分路突出重
围。1940年，在抗联部队遭受严重
挫折、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
下，继续组织开展小分队游击活
动。1942年 8月任东北抗联教导旅
旅长，坚定不移地率部继续坚持战
斗。1945年 8月率部配合苏联红军
进军东北和接应八路军、新四军调
赴东北的部队，曾获苏联授予的“红
旗”勋章。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
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
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东满军区司
令员、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
区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参
与领导东北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保
中曾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
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
政部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一级
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
级解放勋章。1964 年 2月 22 日在
北京病逝。

周保中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
和杰出领导人。毛泽东曾称赞说：

“保中同志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救国
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据新华社昆明8月8日电）

在陕西省吴堡县岔上镇东张
家沟村，几孔典型的陕北窑洞朝阳
排列，这里是长期在隐秘战线战
斗、保卫陕北苏区人民政权的钢铁
战士薛克明的故居。

薛克明，1910年生，陕西吴堡
张家沟村人，化名老冯。薛克明家
境贫寒，自幼从农。

1927年，薛克明参加革命，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活
动。

1934 年，薛克明加入红军游
击队，历任班长、中队长等职，转战
陕北各地，开辟根据地。

1935 年，吴堡县苏维埃政府
建立，薛克明任吴堡县保卫局长、
工农检查局长，他工作积极，多谋
善断。

1937 年，薛克明被调陕北省
保卫局执行科任科长、巡视员等
职。

1940 年起，薛克明先后任合
水县保安科长、米脂县保安科长、
绥德分区保安处副处长、马兰分区
保安处长、榆横分区保安处长，他
长期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与敌特、土

匪战斗。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薛克

明先后担任青海省公安厅厅长、青
海省副省长、中共青海省委常委、
青海省政法党组书记。为巩固青
海省各级政权，保卫青海省人民的
安全，保证青海省的社会主义建
设，做出许多贡献。

薛克明一生忠于党，忠于保卫
事业，他在拿枪的敌人，暗藏的敌
特、汉奸、土匪面前，立场坚定，旗
帜鲜明，英勇果断，勇敢斗争，他耿
直坦率，对人诚恳，处处能顾全大
局，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维护人民
利益。

1965年，薛克明身患癌症，医
治无效，于 4月 28日逝世，终年 55
岁。

2000 年，吴堡县政府为了纪
念薛克明，在位于吴堡县宋家川镇
东黄河大桥旁的吴堡烈士碑林群
中，为其立碑。如今，这里已成为
吴堡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黄河
岸边向世人静静诉说着那段峥嵘
岁月。

（新华社西安8月9日电）

陈嘉庚：
华侨旗帜

司马义·买买提：
为保卫祖国战斗到最后

阳廷安：
用生命叫响“两不怕”精神

罗光燮：
以身排雷的战斗英雄

周保中：
东北抗日联军的杰出领导人

薛克明：
钢铁战士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新密市来集镇“廉洁教育村村行”活动启动
以来，该镇纪委结合辖区实际，指导各村搭建廉
政载体，唱好“廉洁教育”大戏。日前，该镇纪委
充分发挥郭岗村党员群众爱好书法这一优势，指
导该村依托“廉政书法”开展廉洁教育活动——

郭岗村廉政书法展。此次展览参观人数达 700
多人次，共收录书法作品43幅，有的干部家属还
现场挥毫，书写“廉洁寄语”，助力干部清廉从政，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郭君鹏）

“廉政书法展”助力“清廉家风”建设

为更好地发挥党风廉政建设信息在反腐倡
廉建设中的风向标、动员令作用，义马市新义街人
社所多措并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信息宣传工
作。一是紧抓互联网宣传。将互联网作为传达党
风廉政建设信息的媒介，利用互联网+工作交流

群的模式，进行广泛宣传。二是抓制度建设。进
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确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三是创新廉政宣传。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纳入各项工作考核指标中，扎实开展党性党风党
纪和廉洁教育，不断增强廉政意识。 （陈乙壬）

今年以来，项城市农业发展银行紧密结合实
际，在不断完善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深化教育，强
化监督，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及党风、行风建设，着
力构建预防腐败体系。深化教育，大力提升各级
干部职工廉洁合规的从业意识。组织学习总行警
示教育视频会上通报的典型案例、省分行纪委《关
于对全省农发行系统十五起违法违纪违规典型案
例的通报》，同时组织干部员工观看警示教育片。

强化监督，切实保证各环节权力的健康运行。紧
紧抓住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关键环节，通
过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形成制约机制，切实
加强了对各级管理人员、重要岗位和环节的监督
管理，有效防范了以权谋私和道德风险的产生。
同时强化对全行廉政建设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确保了各环节权力在阳光下公开、公平、公正
的运行。 （金海涛 袁启勇）

多举措做好党风廉政建设信息宣传工作

教育监督并重 构建预防腐败体系

近年来，三门峡渑池县检察院
党组把强化检务督察作为推进纪律
作风建设的重要抓手，围绕加强组
织领导、加强日常督察等聚焦发力,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强化组织领
导,成立了两个检务督察领导小组，
形成了检察长总体抓、班子成员分
工抓、检务督察办公室具体负责各
项检务督察工作，使全体干警认识
到检务督察在内部监督上的重要

性，提升干警参与督察和接受监督
的自觉性。制定季度检务督察工作
安排表，推行“一周一督察、一月一
主题”的工作模式，对在督察中发现
的问题，不留情面，见人见事予以点
名通报批评，责令进行整改，将督察
结果纳入年度绩效管理考核，确保
实现以督察促进作风转变、推进工
作落实、推动问题整改的效果。

（王爱霞）

做好检务督察工作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灵宝市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
组配齐配强纪检力量、整合监督力
量、延伸监督触角、开展监督检查，
让纪检干部更主动地履行职责，发
挥好监督“探头”作用。一是日常监
督不放松。从一份建议入手，从一
次提醒开始，步步推进，逐渐破解日
常监督难题。二是重要节点不畏
难。围绕公车管理使用、公务接待、
财物管理等监督重点，紧盯重要时

间节点，强化监督检查。三是家庭
助廉齐抓管。推动驻在单位建立

“八小时外”活动承诺、家庭助廉、社
会监督等机制，制定“八小时外”禁
止性行为，并签订行为规范承诺
书。四是问题线索清零化。严格问
题线索的梳理、分类和归口管理，严
格落实问题线索逐一排查机制，做
到不留尾巴，没有空白。

（赵江波 赵卿）

发挥派驻“探头”作用 聚力监督执纪问责

举办趣味夏令营 提升普法教育质效
今年 8月份，南阳镇平县人民检察院举办了第一届“遇

检未来”法治夏令营活动,镇平县高级中学40余名同学分两
期参加。夏令营以第五检察部“冬云工作室”的检察官为主
导,立足检察主业,趣化活动形式,切实提升普法教育质效。
该院6名检察官明确职责分工,共同策划,以“‘遇检未来’法
治夏令营——我是筑梦人”为主题,秉持“体验式、互助式、角
色式”三位一体的普法理念,贯穿法治主线,彰显检察特色。
制订实施方案,细化活动流程。团队成员通过“小课堂”、模
拟演练等形式,提前熟悉活动内容流程,确保工作流程规
范。在发挥检察官专业优势的同时,还邀请心理咨询师参与
留守儿童走访调研等,在法治教育的同时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活动期间,该院以检察官卡通
形象制作宣传板,向学生及家长公布法律咨询和维权电话、
微信公众号,延伸日常普法渠道,进一步固化活动效果；同时
借力“两微一企”平台,精心制作活动信息,扩大活动知晓面,
提升普法影响力。据悉,该院深化检校共建,推动法治教育
纵深发展,与学校联合推进“内嵌式”“订制式”法治教育,将
法治夏令营活动纳入高中生暑期实践规定项目,确保学校法
治教育常态化开展。 （肖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