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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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崇元，1947 年出生于江苏六
合。1968年 3月应征入伍，同年 8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排长、干
事、政治教导员、组织处副处长、团政
治委员等职。上校军衔。他热爱部
队，忠于职守，多次被评为学雷锋积
极分子和优秀共产党员，先后两次荣
立三等功。

1986年 8月，刚从国防大学毕业
的杨崇元调到基础较差的某炮兵团
任政治委员。在全团军人大会上，杨
崇元将创建“廉洁、公道、求实”的先
进团党委的措施公布于众，请大家监
督执行，并表示：“我是团党委书记，
理应做标杆，我做不到先挨板子。”

杨崇元说到做到，他团结和带领党
委班子，齐心协力抓部队建设；管理干
部坚持原则，祛邪扶正，赏罚严明；平时
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结
合部队建设的实际及时解决问题。他
作风深入，工作扎实，在身患多种疾病
的情况下，坚持下基层调查研究，帮助
连队解决实际问题。担任政委两年多
时间里，他下基层调查研究三百多天，
其中在连队蹲点一百多天。他以自己
的模范行动，团结带领“一班人”顽强拼
搏，为改变所在部队面貌作出了贡献。

1987 年，杨崇元带领全团在师
和集团军组织的考核中夺得 7项第

一，他和团长被集团军党委评为“一
对好主官”。1988年，他所在团党委
被集团军评为先进团党委。杨崇元
具有许多与焦裕禄相同的宝贵精神，
官兵赞誉他是“军中焦裕禄”，党委一
班人称赞他是“廉洁奉公的好班长”。

1988年 11月，杨崇元在连队蹲
点时，糖尿病病情加重。结束蹲点回
机关后，他继续坚持抱病撰写文章，
布置年终工作总结。12月 29日，他
的病情突然恶化，被送进医院抢救。
生命垂危之际，他嘱咐妻子，不要向
组织提个人要求。1989年 1月 1日，
杨崇元病逝，时年42岁。

1990 年 2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
中央军事委员会追授杨崇元“模范团
政委”荣誉称号。

“崇元精神”是杨崇元留给家乡
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为纪念他，南
京市六合区横梁街道黄中村正在建
设杨崇元先进事迹陈列室，在未来形
成以红色军旅文化、爱国主义教育为
特色的教育基地。横梁街道黄中村
委会副主任黄承红告诉记者，他们经
常在党员活动日邀请村里的老人来
讲述杨崇元的事迹。“我们希望能够
通过建立杨崇元先进事迹陈列室，把
他的先进事迹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后
人记住他，并向他学习。”

“模范团政委”杨崇元
戎冠秀，女，1896年生，河北平山

人，1938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
日战争时期，任下盘松村妇女救国会
会长、八路军伤病员转运站站长。在
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她带领全村妇女
积极拥军支前，救护伤员。1941年至
1943年间，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连续
发动多次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在反

“扫荡”的艰苦岁月里，戎冠秀带领全
村妇女为战士们送水、送饭，转运伤
员。在严重缺医少药的条件下，为了
救治伤员，她用温开水清洗创伤，用中
草药敷伤口，给伤员喂饭。在她的精
心救护下，很多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
八路军指战员恢复了健康，重返前
线。人们都亲切地称她“戎妈妈”。

1944年 2月，戎冠秀光荣地出席
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被授
予“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
亲”光荣称号。在荣誉面前，戎冠秀
不骄不躁，把奖给她的骡子和农具全
部贡献出来，带领群众掀起了支援前
线的大生产运动，同年被晋察冀边区
评为劳动模范。

解放战争时期，戎冠秀为了支援
前线、保卫解放区，走村串户动员男子
参军打仗，妇女生产支前，并把最小的
儿子送上前线。在她的带领下，革命
老区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竞相

上战场的动人情景。她积极组织妇女
做军鞋、送军粮，出色完成了各项支前
任务。在她的带动下，晋察冀解放区
涌现出一大批“戎冠秀小组”，为夺取
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戎冠秀继续保持
和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积极参
加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历任大队
党支部副书记、生产队队长、中共平
山县委委员、平山县妇女联合会名誉
主任。她作为特别邀请人士代表出
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并参加开国大典。1950
年 9月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工
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后又多次出
席全国劳动模范会议和拥军优属表
彰会议。先后当选为第一至第五届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第三、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
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曾荣获
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改革开放后，年逾八旬的戎冠秀
积极参加家乡的建设事业，为改变山
区贫困面貌献计献策。她一如既往
地关心人民子弟兵，不顾年老体弱，
向边防战士赠送锦旗，写慰问信，鼓
励他们安心卫国戍边。

1989 年 8 月 12 日，戎冠秀因病
逝世，享年93岁。

“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

梁学章，1965年 9月出生，山东
省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良乡村人，
1985年 7月从淄博人民警察学校毕
业后，被分配到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
局刑警队工作，成为一名便衣警察。
参加工作 3年多，他共抓获 357名犯
罪嫌疑人，13次光荣负伤。

1986年除夕下午，梁学章和队长
李行广从火车站紧紧跟踪5名形迹可疑
的男青年，足足跟了两个多小时。最后
这几名男青年手持刀具凶相毕露，梁学
章临危不惧，和队长一同与歹徒展开了
激烈搏斗，5名歹徒全被擒获，梁学章却
在搏斗中被歹徒用匕首刺伤多处。

1987年2月，梁学章参与侦破一起
重大贩毒团伙案件，他化装成乞丐，5天
5夜跟乞丐睡在一起，直到抓获嫌疑人。

1987 年夏秋之间，为侦破张店

区连续发生的几起夜晚拦截妇女强
奸案，梁学章和同事在附近玉米地里
连续蹲守了 7个夜晚，最终在犯罪嫌
疑人再次作案时当场将其抓获。

1988年 12月，为抓捕一名全国
通缉的特大盗窃犯罪嫌疑人，梁学章
和战友连续 7 个昼夜没有休息好。
12月 23日晚，梁学章机警地盘查并
发现了这名通缉犯。面对手持凶器
的通缉犯，梁学章舍生忘死，在头、颈
9处负伤，主动脉被刺破的情况下，仍
顽强搏斗，最终在群众协助下将通缉
犯制伏。梁学章却因失血过多，抢救
无效，壮烈牺牲。

同年 12月 31日，梁学章被山东
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1989
年 1月 19日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
级英雄模范称号。

杨光斌，1953 年出生于湖北襄
阳汉江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
1975 年参加公安工作，生前系湖北
省襄樊市公安局樊东分局（现襄阳市
公安局樊城分局）清河口派出所民
警，曾多次立功受奖。在一次出警缉
捕持枪歹徒过程中遭遇歹徒顽抗，杨
光斌虽身中 5弹，仍英勇还击，当场
击毙歹徒后壮烈牺牲，年仅36岁。

1989年 6月 9日晚，杨光斌带领
3名干警和联防队员前往盗枪、持枪
抢劫杀人罪犯李兴章住处查捕时，李
兴章突然端起冲锋枪顽抗。在危险
时刻，杨光斌沉着冷静，指挥一名同
志去屋后包抄，一名同志疏散周围的
群众以保护群众安全。

李兴章见无路可逃，疯狂地开枪
扫射，杨光斌英勇还击，击中李兴章

胸部、腹部，自己也身中 5弹。李兴
章垂死挣扎，冲出房门，企图对群众
扫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光斌以
惊人的毅力，强忍巨大伤痛，对准李
兴章头部开枪，李兴章当场被击毙。
杨光斌终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

1989 年，杨光斌被追认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烈士，同年 8月 4
日，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
30年来，每年清明节，襄阳市、樊城区
两级公安局和清河口派出所，都组织
民警前往安放杨光斌骨灰的襄阳革
命烈士陵园扫墓祭奠，慰藉英灵，鼓
舞士气。

据了解，清河口派出所荣誉室近
期刚刚建好，准备将杨光斌的遗物陈
列在荣誉室，激励更多的民警向他学
习。

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砚山县公安局的警史馆，一本红皮持
枪证静静地躺在展柜里。翻开的内
页上写着年龄“21”，前方放置的说明
牌上写着“陈建军烈士遗物”。革命
烈士、一级英模陈建军，牺牲在缉毒
战线时年仅25岁。

陈建军是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
人。1982年，我国第一支缉毒专业队
伍在云南诞生。也是在这一年，陈建
军成为砚山县公安局缉毒队的一名民
警。在参加公安工作的几年间，他先
后24次只身深入虎穴，擒获毒品犯罪
分子19人，缴获鸦片50余公斤，为打
击贩毒犯罪活动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7年 12月 13日，在执行缉毒
侦查任务时，陈建军扮成“老板”携带
大量现金与贩毒犯罪分子接头。但

狡猾的犯罪分子临时改变交易地点，
陈建军来不及通知战友。15日，他只
身进入“虎穴”与 6名贩毒犯罪分子
周旋。在人赃俱获时，犯罪分子突然
持火药枪开枪拒捕，陈建军在腹部受
伤的情况下果断还击，击毙一名罪
犯。为保护巨款和缴获的7.5公斤鸦
片，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犯罪分子英勇
搏斗，又击伤一人，终因寡不敌众，被
对方持木棒击中头部后，流血过多，
不幸壮烈牺牲。

陈建军的领导和战友们赶到现场
后，化悲痛为力量，在两个小时内抓获
了5名犯罪分子，夺回了巨款和毒品。

陈建军牺牲后，1988年 2月被追
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4月云南省政
府批准陈建军为革命烈士，同年 5月
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

缉毒英雄陈建军 便衣神探梁学章 一级英雄模范杨光斌

“如果遇到危急情况，我也会像
爸爸那样毫不犹豫向前！”云南省新
平县公安局民警欧阳艳姝说。

欧阳艳姝的爸爸叫阳兆贵，生前系
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公
安局侦技科科长。当发现犯罪分子企
图逃跑时，他毫不畏惧地与其展开殊死
搏斗。不幸中枪后，他坚持让战友先抓
捕罪犯，自己却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阳兆贵，1955 年出生，新平县
人，中共党员。1977年 3月调入新平
县公安局担任法医。在担任法医的
12年里，阳兆贵走遍了全县的每一个
村寨，共检验活体、尸体约 300具，且
全部作出了正确结论。

1989年8月16日，新平县工人俱
乐部、文化馆价值千余元的录像机等设
备被人偷走。接报后，阳兆贵先与同事
去现场进行了细致勘查。17日凌晨，得
知有工人在一个菜地的窝棚里捡到一
台录像机和一些录像带，阳兆贵立即赶
去了解情况并确定这就是被盗赃物。
经商议，专案组决定在赃物现场蹲守
抓捕罪犯，并布置了几个守候点。

凌晨 4时许，另一守候点的同志
发现一高一矮两个青年鬼鬼祟祟地

向藏赃物地点走去，形迹十分可疑。
没多久，高个青年从小巷窜出观察动
静，又顺原路返回。为了防止对方逃
跑，阳兆贵不顾自身安危、只身悄悄
地跟踪而去。走到照相馆门前时，矮
个青年抱着一包东西突然出现。正面
遭遇罪犯的阳兆贵无法和战友们取得
联系，他当机立断，大声喝道：“站住！”
矮个青年丢下赃物后见已无法脱身，
便掏出手枪向阳兆贵射击。阳兆贵腹
部中弹，主动脉被击穿，鲜血直流。听
见枪声的战友赶来扶他时，他却吃力
地说：“不要管我，嫌疑人有枪，赶快
追！”随后，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凌晨 5时 50分，阳兆贵因伤势过重，
再也没能醒来。这一年，阳兆贵分别
被云南省和公安部追认为革命烈士和
授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2005 年，欧阳艳姝从云南警官
学院毕业后，也和父亲当年一样，成
了新平县公安局的一名民警。

转眼间，英雄已经离开我们 30
年。30年来，每逢清明，新平县公安
局都组织英雄生前战友和公安民警
来到阳兆贵墓前，缅怀烈士忠魂、继
承英雄遗志。

舍生忘死阳兆贵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油库原 4 号

罐的基座旁，烈士纪念亭巍然矗立，
仿佛在诉说着 30年前刻骨铭心的灭
火战斗。

闫正连，1963年 12月出生于山
东临沂，1982年 12月应征入伍，来到
青岛市消防支队成为一名消防兵。
1983 年闫正连担任班长职务，所带
的班连续五年被评为尖子班。1986
年 1月闫正连加入中国共产党。入
伍 6 年多，闫正连共参加灭火战斗
400多次，先后7次立功受奖。

1989年8月12日9时55分许，黄
岛油库5号油罐因雷击爆炸起火，1.6万
吨原油燃烧奔泻，严重威胁着周围大小
15个油罐和国家重点工程安全。10时
15分，闫正连奉命带领消防车和战士
飞奔火场，担负着5号油罐东侧30米
处4号油罐的冷却任务。熊熊的烈火
将消防车油漆烧烤脱落。闫正连的头
盔面罩被烤变形，但他始终战斗在最
前沿，连续3个多小时不下火线。

l4时许，风向突变。5号油罐的
烈火向 4号油罐压下来，罐壁泛起股
股白烟，更大的灾难就要发生。面对
险境，闫正连沉着冷静,他一面指挥再

调两支水枪加强喷水力量，一面带领
前沿阵地的战士向空中喷水，在两个
油罐间筑成水幕，试图阻止火势蔓延。

风大火猛，形势恶化，指挥员果断
下达了撤离现场的命令。这时，闫正
连不顾个人安危首先指挥战士们撤
离。当多数人撤下后，闫正连回头发
现两名新战士还在抱枪射水，赶紧边
喊边向他们跑去。正当他和两名新战
士退离时，一声巨响，4号油罐爆炸，
水泥块横飞，烈焰高达几百米，数千吨
原油化作一片火海，闫正连和两名新
战士被近千度的油火吞噬，壮烈牺牲。

在爆炸时，青岛市消防支队共有
14名消防官兵壮烈牺牲，80余人受
伤。其中，一中队牺牲 4人，受伤 15
人，人员伤亡过半，是全支队损失最
大的一个中队。

1989 年 8 月 19 日，武警总部批
准闫正连为革命烈士。1989年 9月
2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闫正连

“灭火战斗英雄”称号，颁发“一级英
雄模范”奖章。1989年，青岛市消防
支队一中队因在黄岛灭火抢险战斗
中表现突出，被荣记集体一等功。

（均据新华社电）

走进杨永烈士生前所在的消防二
中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厅及楼梯
两壁的队史墙，1989年黄岛油库“8·
12”灭火的场景赫然在目。在那场灭
火战斗中，当油罐即将爆炸时，杨永坚
持留在现场指挥战友和消防车辆撤
离，献出了自己年仅33岁的生命。

杨永，安徽定远人，1975年参加
公安消防工作，1980年 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青岛港公安局消防大
队第二中队民警、班长、副中队长、政
治指导员、中队长、党支部书记等
职。在历次灭火战斗中，英勇顽强，
科学指挥，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
命安全作出了贡献。

1989 年 8 月 12 日，青岛港黄岛
油库 5号油罐因雷击起火，严重威胁
着油区的其他油罐以及二期油区、输
油码头和青岛港务局成品油库、黄岛
发电厂的安全。接警后，杨永迅速率
两辆消防车直赴火灾现场。

面对熊熊大火，杨永镇定自若，
组织人员把 50桶泡沫液搬出库房，
为大部队到达后立即展开灭火战斗
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同时，他带民警
深入现场侦查火情，发现距正在燃烧

的 5号油罐 30米下风处有 4个存放
30多吨汽油、柴油的成品油罐正在受
到熊熊烈火的严重威胁，一旦发生爆
炸，不仅会造成众多人员的伤亡，而
且火势会迅速向北蔓延，直接威胁到
黄岛二期油罐区和油港公司输油设
备的安全。杨永果断地指挥灭火人
员立即向成品油罐射水冷却，同时组
织人员用湿棉被和湿草袋保护成品
油罐，有效地阻止了火势向北蔓延。

战斗中杨永脚部受伤，领导劝他
回队休息，他只是在卫生室简单包扎
了一下又迅速返回火场前线。当走
到距消防车约10米远时，5号油罐的
烈火突然猛烈燃烧起来并迅速向南
压了下来，凭着多年的火场经验，他
预感到危险即将发生，在上级已下达
撤退命令的情况下，杨永置生命于不
顾，继续向前召唤战友撤退。这时 4
号油罐突然起火爆燃，杨永牺牲。

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杨永“灭火
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公安部授予他全
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中共青岛
市委、市政府、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追授其“灭火勇士”荣誉称号，中共青岛
市委追授其为“青岛市模范共产党员”。

烈火英雄杨永 灭火英雄闫正连

河南省驻马店市ZMDC-2018-10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驻国土告字［2019］37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
卖方式出让 ZMDC-2018-10号宗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
相关要求详见《网上拍卖出让须知》及
相关出让文件；宗地出让面积以实际
勘测定界报告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在驻马店市中心城区内，有欠缴
土地出让金等行为的用地单位和个人
不得参与宗地竞买活动。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

让在互联网上交易，登录方式：输入
（http//www.zmdggzy.gov.cn/TP-
Front/），进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河南省·驻马店市）页面，点击土地交
易登录窗口，查看出让宗地信息或参
与竞买活动。凡在驻马店市地产交易
中心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
竞买保证金并取得该宗地《竞买保证

金到账确认书》的申请人，均可参加网
上拍卖出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拍卖出让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
价的原则确定为竞得入选人。

四、申请人于公告期2019年 11月
15日至 2019年 12月 5日前登录网上
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网上拍卖出让
须知》及相关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
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网上竞买。

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竞买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为 2019年 12月 5日 17时
（竞买保证金须按网上交易系统生成的
保证金账号交纳）。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9年12月5日17时。宗地拍卖限时

竞价时间定于：2019年12月6日9时。
五、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在中国

土地市场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河南省·驻马店市）《河南日报》同时
发布。

六、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信息、时
间、内容等不一致的，以全国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河南省·驻马店市）地产交易
中心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信息为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拍卖有关时间及其他事

项如有变动，以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
通知为准。

（二）拍卖出让活动结束后 3个工
作日内，竞得入选人需提交网上竞得

入选人证明和出让文件要求的相关资
料进行资格审查。经审查无误后将竞
得入选人确定为竞得人并签订成交确
认书。不符合要求的，竞得结果无效，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八、联系方式
出让人联系人：牛先生
电话：0396-3828686
承办方联系人：律女士
电话：0396-2609233
数字证书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7838648654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 11月 15日

宗地编号

ZMDC-2018-10号

备注：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19]175号、驻规函[2018]199号执行。

宗地位置

兴业大道与
滨河东路交
叉口东北侧

用地
面积
（m2）

122285.62

用地
性质

商住
用地

出让
年限
（年）

商业40
住宅70

容积率

1.6-2.8

建筑
密度
(%)

≤35

建筑
限高
(M)

80

绿地率
(%)

≥35

出 让
起始价

（万元/亩）

180

竞价
增幅（万
元 /亩）

3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4974

刘胜民，1955 年 1 月出生在山
东省郓城县双桥乡双桥村一个农民
家庭。

1973年，刘胜民参军入伍，197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积
极，表现突出，他曾受到部队两次通
令嘉奖，1983年荣立三等功一次。

1986 年，刘胜民转业到郓城县
公安局内保股任民警。他热爱本职
工作，在刚到郓城县公安局工作的两
个多月中，局里因住房紧张，无法安
排住处，他没有半句怨言，每天骑自
行车往返 20公里回农村老家住宿，
哪怕刮风下雨，上班从不迟到早退。

1988年 10月 27日，县城正逢大
集，外地流窜扒窃分子张某，在拥挤喧
哗的人群中伺机作案。11时许，张某
偷得一只提包后撒腿就跑，但他的一
举一动，已被治安积极分子樊祥俊发
现。樊祥俊一边奋力追赶，一边大声
喊叫：“抓小偷啊，快截住他!”张某趁
机骑上早已备好的自行车向北逃窜。

这时，去南关执行公务的刘胜民
听到喊声后，毫不犹豫地向张某追
去。因正值市场成交高峰期，人群拥
挤不堪。小偷接连撞倒了几个人之
后，人群更加混乱。刘胜民清醒地意
识到，如果让小偷逃脱，将来不知又
有多少人的财产受到威胁。他机警

地在人缝中穿越着，眼睛紧紧盯住前
面惊慌失措的小偷，追赶了大约 500
米，终于追上了。

刘胜民冲上去一把抓住小偷的
衣领，厉声呵斥：“跟我走!”小偷连挣
几下都没能挣脱，便狗急跳墙，右手
迅速从身上抽出一把尖刀，朝刘胜民
猛刺数刀，鲜血染红了警服，染红了
脚下的土地。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刘胜民把
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终因流血过多，
体力不支，仅能靠自身的重量来拖住
小偷，小偷拼命地往前拖，1米、2米、3
米……9 米，就在这时，樊祥俊赶来
了，在群众的帮助下将小偷擒获。

刘胜民倒在了血泊里，人们将他
扶起来后，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还
是吃力地抬起左手，指向小偷，示意
一定要抓住他。在送往医院抢救的
路上，刘胜民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
心脏停止了跳动。

1988年 11月，山东省人民政府
批准刘胜民为革命烈士；1988 年 12
月 16 日，公安部追授他为一级英雄
模范；1989年 1月 27日，共青团山东
省委授予他“青年护法勇士”光荣称
号；共青团菏泽地委、中共郓城县直
机关党委分别授予他“青年英雄”和

“模范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青年英雄”刘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