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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根生：
肉身堵车轮的生命“守护神”

在我国首座公安专题博物馆
——上海公安博物馆，吴根生烈士
追逐逃犯时驾驶的摩托车一直陈列
在这里，昭示着这位为保卫人民生
命而英勇献身的人民警察英雄事
迹。

吴根生，男，1952年生，湖北鄂
城人，1968年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崇
明长征农场务农。1970 年调至上
海市公安局，成为一名交通警察。
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上海市
公安局交通处机动中队副分队长。

1975年 7月 2日 13时 05分，正
在午休的吴根生收到上海市公安局
紧急堵截指令：中山西路附近发生
恶性卡车冲撞事件，必须迅速堵截
罪犯，避免更多群众死伤。

危急关头，吴根生和同事们迅
速驾驶摩托车赶到事发地，只见一
辆两吨半的“跃进牌”卡车犹如脱缰
野马见人就撞，连怀抱婴儿的妇女
也不放过，现场已经 4 人死亡，30
余人受伤……

吴根生和同事们没有丝毫犹
豫，立即逆着人群向大卡车冲去。
终于，在上海铁路学院门口，吴根生
和同事们发现了挂着受害者书包的

肇事卡车。
眼看卡车就要冲入人流密集的

武宁路长寿路，在多次堵截无果的
情况下，23岁的吴根生来不及多想，
英勇地驾驶着摩托车正面冲向卡
车，用肉身和摩托车堵住凶猛的卡
车车轮。

“轰”的一声，卡车受到猛烈冲
击后失控，冲入路边污泥，终于逼停
了这噬血的车轮；民警和群众一拥
而上，犯罪嫌疑人被活捉。然而，吴
根生却被剧烈的冲击力反弹到十多
米外，四肢和头部多处骨折，失血量
高达2000毫升，身受重伤。

昏迷了几天之后，吴根生醒来
第一句话是：“凶手抓到没有？”

1977年 1月 2日，因病情恶化，
年仅 25 岁的吴根生医治无效不幸
逝世。 （据新华社武汉电）

周士第：
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领

周士第，1900年 9月出生于海
南省乐会县（今海南省琼海市）新昌
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本村私塾，
14岁考入琼崖中学。他早年积极参
加爱国学生运动。1919 年五四运
动爆发后，琼崖中学等 7所学校成
立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周士第
被推选为干事，参加领导琼崖学生
运动。

1923 年春，周士第赴广州，结
识了共产党人徐成章，并参加徐成
章等人发起成立的琼崖评论社的活
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 1期，
同年 11月毕业后，参与组建孙中山
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先后任见习官、副队长、队长，曾参
加支援广宁农民运动、平定商团及
军阀叛乱、援助省港大罢工、保卫广
东革命政府等斗争，1924年 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 11月，周恩来以铁甲车
队官兵为基础，在肇庆组建国民革
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周士第任第 1
营营长，后任该团参谋长、代理团
长、团长，参加北伐战争，同叶挺一
道，指挥汀泗桥、贺胜桥等战斗，为
北伐军将军阀吴佩孚残部驱逐出湖
南、湖北立下赫赫战功。所部敢打
硬仗，屡建奇功，被誉为“铁军”，之
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
第七十三团，周士第任团长。

1927 年 8 月 1 日晨，周士第率
七十三团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

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师长。起义军南
下广东失利后，他辗转于香港、南
京、上海、西安、福建等地，参与策划
推翻蒋介石的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士第任八
路军 120 师参谋长，先后参加指挥
著名的陈庄战斗和黄土岭战斗等重
大战事。1940年秋，周士第粉碎了
日军三次“扫荡”，接着参加了百团
大战。1942 年 10 月，根据毛泽东

“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周士第提
出组织武工队，武工队在主力部队
和群众的配合下，挤掉敌据点 140
多个，摧毁日伪政权 800多个，收复
3000多个村庄。

解放战争时期，周士第先后任
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
北军区第 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
委员、第 18 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协助徐向前工作，参与指挥晋
北、晋中、太原、扶郿、进军西北、西
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士
第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人民解
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训练总监部
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以
后因病再没有担任实职，1979 年 6
月 30日病逝于北京。

周士第参加了历次中国革命战
争，为民族独立与解放，为人民军队
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建立
了卓著功勋。 （据新华社海口电）

马玉清：
父子传承 一门双烈

马玉清，1946 年出生，中共党
员，1965年 12月应征入伍。

1974 年 12 月 20 日，哈尔滨的
凌晨还在夜色之中酣睡，突然，警铃
疯狂地响了起来。哈尔滨市第五制
粉厂突发火灾。

哈尔滨第五制粉厂是一座旧式
砖木结构的厂房，大火从原料车间
引起，凶猛地向制粉室扑去。当马
玉清他们赶到火场时，已是大火冲
天，浓烟弥漫，爆炸声此起彼伏。作
为现场指挥员的马玉清心里十分清
楚，爆炸起火的车间厂房主体高，楼
上没有任何门窗，想在更大的爆炸
前稀释粉尘灭火，途径只有一个，那
就是上到17米高的车间顶部。

马玉清太了解哈尔滨第五制粉
厂的情况了，如果不截住火势的蔓
延，势必造成企业高压锅炉和贮存
3000多斤机油的油库爆炸，酿成更
大的灾祸，同时严重地威胁毗连的
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哈尔滨针织二
厂、哈尔滨猪鬃工厂等国有企业和
附近数百户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现场黑烟翻滚，烈火的辐射热让人
无法忍耐。马玉清判断可能会有危
险，他独自拽过水枪，命令其他战士
一律撤到地面。

班长刘玉印一把拉住马玉清：
队长，危险，让我上。

马玉清用力把刘玉印推了出

去，大声说：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就告诉你嫂子，千万把孩子带好。
说完，马玉清手持水枪冲进了火
海。刘玉印和几位战士也跟了上
去。

一声惊天动地的大爆炸把车间
5楼的楼顶炸得粉碎。瞬间，满天浓
烟翻滚，砖瓦坠落一地。一股巨大
的力量把马玉清他们抛向了高空。

烟消了，火灭了，战斗结束了，
战友们含着泪水在废墟上寻找到马
玉清他们的尸体。

马玉清和他的战友与火魔拼
搏，为后援的消防部队赢得了灭火
的时间。他们的牺牲保住了企业的
高压锅炉和油库，保住了与火场一
墙之隔的其他工厂、学校和周边数
百户居民的安全。

然而，马玉清的故事并没有结
束。

1988年，马玉清的大儿子马忠
学参军入伍，并坚决要到战斗一线！

1993年 3月 29日凌晨 3时，位
于哈尔滨市松花江地区汽车修配厂
发生大火。马忠学接到警报后立刻
赶赴现场，他主动请缨到位于下风
方向的油库附近，直接堵截火势。
夜幕之中，一辆大货车突然超速驶
来，全神贯注的马忠学被货车撞倒，
牺牲在血泊中，年仅23岁。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张闻天：
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滕代远：
新中国铁路事业奠基人

布鲁：
延安的“福尔摩斯”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因破获大案，被毛主席称赞为
延安的“福尔摩斯”，他就是布鲁。

布鲁，1909出生，广东省乐会
县（今海南省琼海市）人。14岁时，
布鲁到海口琼南兴铁工厂当学
徒。1926年，经王文明、黎竟民介
绍，布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琼崖“四二二”事变
中，布鲁在海口被国民党军警抓
捕。出狱后，布鲁在琼崖讨逆革命
军中担任手枪班班长。琼崖讨逆
革命军改名为琼崖工农红军后，布
鲁被任命为工农红军排长，后因作
战勇敢，升任工农红军副连长。

1928 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革
命根据地，布鲁率部队完成了掩护
任务后与战友们失散，后被迫流亡
海外。1932 年初，布鲁经香港前
往厦门，在厦门短暂工作后，又到
上海。布鲁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
委秘书，上海码头工人总工会、上
海海员工会党的书记。

1936年夏，布鲁到西安，在共
产党领导的“红中社”（新华社前
身）办事处工作。西安事变后，布
鲁进入延安红军大学四大队学习。

1937年夏，布鲁毕业后，被挑

选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先后担任
侦察科长、情报科长、保卫部长。
1938 年，布鲁创办了延安保安处
第一期侦察情报干部特训班。

1942年布鲁一手破获国民党
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经边保与
锄奸部门密切配合，共抓获已潜入
边区的汉训班特务 51 人，逃跑 6
人，暴露出特务线索 150余条。这
是抗战时期延安破获的最大的国
民党特务组织。“汉中训练班”案的
破获在边区引起轰动，令毛主席十
分振奋，称赞布鲁是延安的“福尔
摩斯”！

1943 年初，布鲁被调到陕甘
宁边区绥德地区，先后担任地区保
安处副处长、地委委员、保安处长。

1946年，布鲁被派往东北，先
后担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中
共松江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省公
安厅厅长。

1949 年后，布鲁先后担任中
共江西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
厅厅长，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
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局长。

1972年，布鲁因病去世。
（据新华社广州电）

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邓三
村，有一座一正二厢房庭院，青砖
道路、竹篱环抱，具有浓郁的乡村
气息和江南特色，这里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张闻天故居。

张闻天，1900年 8月生，上海
浦东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
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
1931 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
年，张闻天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
地，次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1934年 10月参加长
征。

在长征中，张闻天坚决支持毛
泽东的军事主张。遵义会议上，他
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
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
误的报告，为挽救党和红军，实现
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作出了
重要贡献。延安时期，张闻天长期
主管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
工作。

1938 年后，他先后担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并兼
任党中央宣传部长、马列学院院长
等职，为推动全民抗战做了大量宣
传和教育工作，为党培养了一大批
干部。

张闻天所作的《论青年修养》
《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
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1941 年延安整风开始后，张
闻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陕北、晋
西北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写成了多
篇调查研究报告。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做
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
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
部长等职。这期间，他写了《关于
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
针的提纲》，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
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1950 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
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
交部常务副部长，参加了当时我
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
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
绩。

1976年 7月 1日，张闻天病逝
于江苏无锡。

今天，张闻天故居已成为红色
教育的“现场课堂”。据介绍，2019
年上半年，故居共迎来 786批参观
团队，参观人数约51000人次。故
居宣教部门的“闻天讲堂”主题党
课也发挥辐射作用，上半年已走入
张江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祝桥镇
思凡一居、祝桥镇东港一居等 6家
单位。故居内的参观者留言簿上，
有一笔一画的稚嫩字迹，也有漂亮
的手写字体。“我要向张闻天爷爷
学习”“革命烈士张闻天，我们会沿
着您的足迹前行”……

（新华社上海电）

1974 年 11 月 30 日，滕代远病
危，当亲人们都来看望他的时候，他
已说不出话，只能努力用手指了指
桌上的铅笔。纸笔送到手上，他几
乎使尽全身力气，写下了“服务”二
字。这不仅是滕代远留给子女的最
后遗嘱，也是他一生为党和人民的
事业尽心尽力的真实写照。

滕代远，1904年 11月出生于湖
南麻阳一个普通苗族农家。1923
年，他在湖南省第二师范读书时接
触马克思主义，1925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
恐怖肆虐。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
议，决定以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对
革命群众的屠杀，组织和发动秋收
起义。滕代远被湖南省委任命为秋
收起义部直辖二团团长，成为9月 9
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之
一。

1928 年 7月，滕代远根据中共
湖南省委指示，与彭德怀等同志一
起领导了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
任红五军党代表。此后，他坚持井
冈山斗争，英勇作战，为创建赣南、
闽西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同
年 12月，与彭德怀率部到达井冈山
与朱毛红军会师。1938年 1月，任
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组织领
导敌后游击战争，后奉命到晋西北
地区统一指挥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
队的进攻，巩固和发展了晋西北抗
日根据地。

1942年，中央军委调滕代远任
八路军参谋长。为更好开展生产和
节约运动，度过敌后艰苦的年月，滕
代远和副参谋长杨立三，根据毛泽
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及开展大规模
生产运动的指示，于 1944年春提出
了著名的《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
订总队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
称“滕杨方案”。

1948年 11月，滕代远任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后
兼铁道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周
恩来同志称赞他是较早从军队转到
经济战线的同志。

旧中国的铁路极其陈旧落后，
加之战乱破坏，接管时铁路破烂不
堪，大量隧道桥梁坍塌毁坏，许多地
段甚至连路基也荡然无存。1949
年 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铁路工作会
议时，滕代远把当时铁路职工中流
传的豪言壮语“解放军打到哪里，铁
路修到哪里”作为全国铁路职工的
行动口号。同时，他着手统一调度
指挥，实行集中领导和分组管理，打
破旧铁路各自为政的局面，迅速把
全国铁路统一为有机整体。经过广
大军民一年左右的艰苦努力，全国
铁路基本修复通车。

滕代远一生始终对党和人民的
事业高度负责，树立起了一个认真
负责的共产党人形象。

（据新华社长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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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义市交通运输局自以案促改专项活
动以来，把学习教育放在首位，组织党员干
部职工通过学习典型案例、撰写心得体会、
开展自纠自查、整改建章立制等形式，以案
促教，以案促改。根据各个岗位的目标任
务，对原有制度进行清理评估、修订完善，动
态调整权力清单，查找风险漏洞，建立健全
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不断提高交通系统业务水平和服务质

量。截至目前，该局共收到社会各界送来的
感谢锦旗六面，省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寄送表
扬函一份，形成以制度约束人、衡量人、促工
作的良好局面。下一步，该局党组将加强对
以案促改问题整改落实的跟踪督办，健全权
力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高标准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答
卷。

（柴纪武）

8月 31日，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宋城
街道组织召开平安建设、综合治理暨信访稳
定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区信访联席会议
的相关内容并通报近期办事处信访形势，安
排部署近期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等相关工作，通报并安排了基层党支部工作
及作风情况。会议要求：一是迅速掀起严打
高潮，开展阶段性专项打击和治理，织牢社

会稳定安全网。二是深入开展专项整治，持
续深化“大走访、大排查、大消除”活动，结合
基层社会治理形成合力。三是持续推进扫
黑除恶工作，在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发动群
众、重点排查上抓落实。四是做好信访稳定
工作，努力确保矛盾纠纷能够及时有效化
解，筑牢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曹建设）

以案促改 提升队伍作风建设

召开信访稳定工作会议 筑牢社会稳定防线 “越是逢年过节，越要守住防线。
中秋节期间，大家要遵守‘八项规定’，
严守廉洁纪律，不公款吃喝旅游……”
近日，项城市信访局局长田碧在廉政

“小课堂”上对全体干部职工进行微信
廉政提醒。今年以来，该局积极探索
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新模式，开设了廉
政教育微信“小课堂”，党员干部根据
需要进行“点菜”，班子成员精心“做
菜”，让大家品尝学习“幸福”。采取一

月一主题、一周一推送的方式，与“三
会一课”、党员活动日等工作相结合，
通过小故事、小漫画和典型小案例，形
象生动地诠释党纪法规的内涵，明确
提醒大家哪些“线”不能踩，哪根“弦”
不能碰，帮助干部职工筑牢廉政思想

“防火墙”，打造指尖上的“纪律课
堂”。目前，微信“小课堂”已连续推出
廉政警示教育课 22期，收到了良好效
果。 （赵振江 王光达）

“小课堂”筑牢廉政“防火墙”

“精准扶贫任务重，干部作风是保
证。扶贫政策民心向，贯彻落实不走
样……”8月 30日，清丰县“拥抱新时
代、唱响清廉歌”主题廉政文艺晚会现
场，吸引了千余名党员群众围观。今
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将廉政文化宣
传与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决战年行动紧密结合，组织创
作了豫剧《共产党员敢担当》、小品《考

验》、快板《脱贫路上我护航》等文艺作
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的
扶贫政策，警示教育党员群众，倡树

“清廉”风尚，受到了农村党员干部群
众的广泛欢迎。“今后，我们将更多地
运用接地气的群众语言，宣传党规党
纪、宣传党的惠农政策，切实以‘清廉
之音’，护航脱贫之路。”该县纪委监委
负责人表示。 （刘云苍）

以“清廉之音”护航“脱贫之路”

扫黑除恶宣传 实现村社区全覆盖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南阳卧龙区检察院高度

重视宣传工作，多措并举营造了浓厚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
治氛围。该院综合业务部干警定期开展下乡宣传，走访村
（社区）“两委”组成人员、普通群众2000余人，通过接受群众
咨询、派发调查问卷、散发宣传手册、张贴宣传海报等方式，
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了解度、参与度。第
一、二、五检察部检察干警结合实际办案，深入案件当事人所
在村组、社区，开展专业宣讲 10余场；20余名法制副校长深
入校园举办专题讲座30余场次，覆盖3000多名师生。第三
检察部联合派驻监狱组织服刑人员“上课”，讲解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相关知识，并向服刑人员发放宣传手册，动员积极举
报线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深入辖区内重点企业，与企业负
责人座谈，讲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及检察机
关服务企业发展的新举措。针对不同年龄层受众接收信息
的不同特点，该院采取“传统+新媒体”宣传模式，在街头放置
扫黑除恶宣传展板 10余块，上街派发手册、张贴海报 3000
份；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向群众推送扫黑除恶信息，有效延
伸了专项斗争的宣传半径及时效，实现了宣传全覆盖，取得
了良好的法治效果。 （胡皓 赵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