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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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的儿子于海河 毕世祥：雪域高原铸丰碑 勤政为民的好书记文建明

王胜：只为给老百姓多干点实事 杨科璋：火海英雄，无悔身上衣 李永强：忠骨融入广袤的南海

2013年 11月 6日，时任黑龙江
省宝清县政协副主席兼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于海
河，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因医治无
效逝世，年仅51岁。

于海河，1962年出生于一个农
民家庭。参加工作后，于海河一直
在三农领域敬业拼搏，数十年如一
日。股骨头坏死多年的他，走路总
是一瘸一拐，但这道身影在与他接
触过的人心里却是十分高大。

在担任宝清县龙头乡副乡长期
间，他尝试推广种植优良大豆品种

“153”。刚开始，农民并不认可这一
品种，于海河自己领办了种子基地，
走家入户去请群众参加乡里举办的
培训班，最终让优良品种得以落地
推广。

于海河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应该感恩农民、报答农民、帮助农
民。他是宝清县现代农业的开拓者
和奠基人。为了使农业产业形成规
模，于海河锲而不舍地培育扶持农业

科技示范园区，先后指导建立各类园
区30个。

于海河忙的时候经常来不及吃
上一顿热饭，多年疾病缠身的他，工
作中经常会脸色发白，米粒大的汗
珠沁满额头。身边人催他去医院检
查，他总说：“忙过这一阵再去也不
迟。”

2013年，在离世前一周，发病引
发剧痛，他依然强忍着坚守在工作岗
位。在他离世前一天，他还领着一帮
人在园区研究工作，剧痛再次发作，
他偷偷前往办公室服了两片止痛片，
稍做调整后又迅速回到了工作一
线。就在进医院手术室前，他还在和
身边人说：“都老毛病了，过去吃两粒
止痛片就好使”。哪知，因腹腔感染
引发败血症，于海河沉沉睡去，再也
没有醒来。

2014年 2月 17日，中共黑龙江
省委追授于海河为全省优秀共产党
员。2014年 6月，中央组织部追授
于海河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毕世祥，藏族，1982年大学毕业
后回到家乡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工作，1984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生前系四川省甘孜州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2013 年 12 月 16 日，下乡
调研途中，他在翻越海拔 4000多米
的高尔寺山时遭遇车祸不幸殉职，
终年 53岁。

1997 年，毕世祥被任命为甘孜
州旅游局局长时，州内尚无一处开
放营业的景区。为编制全州旅游发
展规划，他常骑马到高山深谷实地
调研。当时，甘孜交通条件落后，主
要代步工具是马，有些地方连马也
走不了，只能徒步。就这样，他走遍
了当地上百个景点，编制了几十个
旅游发展规划方案，撰写出数十万
字论文。

在担任甘孜州旅游局长的 11年
里，毕世祥为甘孜全域旅游开辟了一
片新天地——海螺沟、稻城亚丁等一
批生态文化旅游景区被打造成国际
知名景区，旅游业成为甘孜州的支柱

产业之一。
2010年“4·14”玉树地震波及甘

孜州石渠县等多地，毕世祥冒着余
震、滑坡危险，迅速赶赴受灾地区开
展抗震救灾。一年中，他 11次到石
渠灾区、6次赴玉树灾区，全力参与恢
复重建。

毕世祥常年奔走在基层。担任
甘孜州副州长期间，分管“三农”工作
的他平均每年行程 8万公里，一年有
200 天以上时间在农牧区基层。在
毕世祥带领下，甘孜州农业生产实现

“四连增”。
他把群众当作家人，工作以来，

从高寒牧区到山高谷深的农区，毕世
祥进村入户，自掏腰包给困难户买米
买油买被子，殉职时衣兜里还装着提
醒自己为孤儿买新衣的便条。

毕世祥去世后，被中组部追授
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
名来自高原的康巴汉子，长眠在大
渡 河 畔 ，长 眠 在 这 片 他 深 爱 的 土
地。

“人的一生不在于他能活多久，
而在于有生之年给社会留下什么。
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老百姓奉
献终生，哪怕是死，也要赶在死之前
交出满意答卷。”这是文建明生前说
的话。

文建明，1963 年生，1987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四川省
南充市营山县委常委、城南镇党委
书记。

上世纪 80年代初，文建明从南
充农学院毕业后，毅然回到农村，一
干就是30多年。他先后在8个乡镇
做过党政“一把手”，每到一处都开
创出风清气正、干群融洽的局面。

2003年，文建明到城南镇任党
委书记。当时的城南镇被称为“城
烂镇”，班子涣散、账务混乱。

文建明深知，只有发展，才能真
正解决问题。他带领干部群众发展
葱、蒜苗等“佐料产业”；同时，把党
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引进一批个体
私营业主，新办 130 个个体私营企

业，建成“农资供销一条街”“饮食服
务一条街”“建材加工一条街”“农机
钢材一条街”……城南镇一跃成为
全县有名的富裕和谐示范镇，人均
纯收入从 2002年的 2130元提升至
2010年的7780元。

文建明创造性地推行“三制三
定三教育”和“两下两集中”工作
法，并在全国乡镇得到推广。他先
后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等
称号。

2003年，文建明就被查出患有
早期肝硬化，家人和同事都劝他好
好治疗，可他总是以“工作忙”为由
一推再推。2005年，文建明被查出
患有原发性肝癌，此后 8年，先后接
受了 38 次手术。他一边顽强地与
病魔作斗争，一边拼命工作。

2014年 1月 25日，51岁的文建
明因病医治无效辞世。上千名干部
群众赶到营山县殡仪馆泪别这个一
心为民的好书记。

“开不完的荒，割不完的草，光棍
汉子满街跑……”这是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王胜最初当选河北省内丘县柳
林镇西石河村党支部书记时村里的
场景。

王胜，1955年11月出生。1975
年，20岁的他有了改变自己“穷”命
运的机会：保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为他送来了“鲤鱼跃龙门”的人生机
遇。他却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选
择：留下，当村党支部书记。

“都说西石河村富不起来，我就
不信这个邪！”王胜开始谋划打响治
穷的“第一炮”：“西石河穷就穷在水
上，抓住水就抓住了一切。搞水利，
把沙坡地变成水浇地，大伙儿就能
吃上白面馍馍。”

此后 10年间，王胜和乡亲们硬
是凭人力修建了 1座水库、10眼大
口井，将村里的绝大部分地改造成
水浇地，当地人彻底告别了吃不饱、
穿不暖的日子。

温饱问题解决后，王胜又亮出了
下一招：修建学校、发展集体经济。

为了让村里孩子们住上像样的教
学楼，王胜骑着摩托车，购钢材、买物
料；为了节省资金，他们建土砖窑，脱
坯、烧砖，一趟趟往工地上拉……1986
年，三层教学楼建成，30多年来，从这
所学校走出了上百名大学生。

为了让乡亲们的“钱袋子”鼓起
来，王胜没日没夜地跑项目：1992年
长寿岗矿泉水饮料厂正式建成投产，
当年获利26万元；1994年后村内陆
续建成红豆沙、绿豆沙、枣仁宝、酸仙
露等生产线，建成酸枣仁加工基地，
每年获利几百万元；1999年全村开展
土地流转，启动百果庄园；2002年，百
果庄园扩建，建设水上娱乐中心、蔬
菜温室……

项目越来越多，王胜越来越
忙。2014 年 2月 2日，终因积劳成
疾，病倒在工作一线，经抢救无效去
世。终年59岁。

熊熊大火、滚滚黑烟，生死瞬间，
他把两岁女童紧紧抱在怀里，让自己
的血肉之躯成为孩子的保护垫。最
后孩子得救，他却献出了年轻的生
命。

他就是广西玉林市原公安消防
支队名山中队指导员杨科璋。

民房起火，有人被困。2015年 5
月 29日深夜，杨科璋接到任务，与战
友们紧急前往处置。

起火建筑共 9层，其中第 2、3、4
层正猛烈燃烧。杨科璋和 3名战友
组成搜救组，沿消防梯爬到起火楼房
楼顶，逐层往下搜救。

狭窄的楼梯间形成“烟囱效应”，
吸收着火场的高温和浓烟，即使借助
强光灯，还是伸手不见五指。杨科璋
和战友们摸索着前进，在 5楼一处卫
生间内，找到了3名被困人员。

一名妇女瘫坐在地，10岁大小的
男孩剧烈呕吐，一个小女孩不停咳
嗽。杨科璋立即用防火服包住小女

孩，冲出卫生间……
当战友们找到杨科璋和小女孩

时，他们正躺在一楼电梯井角落里。
战友们先摸到孩子，在孩子身下摸到
了杨科璋。他仰面躺着，双手还紧紧
抱着小女孩。

“高空坠落紧急避险是我们的常
训课目，杨科璋坠落时只要本能地张
开双臂，抓摸到楼板或钢筋，就能减
缓下坠冲击和调整落地姿势，极有可
能生还。”杨科璋的战友欧灵说，杨科
璋没有张开双臂，因为他怀里还抱着
小女孩。

最终小女孩获救，杨科璋壮烈牺
牲，年仅27岁。

2015年 6月 1日，公安部批准杨
科璋同志为革命烈士，并颁发献身国
防金质纪念章。

在生死关头，杨科璋舍己救人，
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他的烈火青
春，如流星划过，让人泪目，也让人铭
记。

军校毕业时，李永强坚决要求
去南沙工作，这一干就是 21年，直
至将生命留在祖国的南海。

李永强是河南宝丰人，1968年
10月出生，1987年 11月入伍，1990
年 6月入党，历任战士、学员、技术
员、气象教员等职。入伍 27年，他
先后 27次赴南沙守礁，累计守礁时
间86个月。

为搞清楚南沙水文气象要素变
化特点，李永强和战友克服重重困
难，认真梳理总结南沙水文气象变
化规律，编写的《南海水文气象观测
教材》成为南海海洋气象培训的第
一本专业教材。

南沙海域气象复杂多变，台
风、寒潮频发，气象预报被业界称
为难啃的“硬骨头”。李永强就时常
提醒自己，小数据连着大气象、小
疏忽影响大安全，每一次测报数据
都要慎之又慎、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2003年以来，李永强和战友共

同努力，建立南沙第一套地面气象
自动化观测系统，建成南沙第一个
大气波导站，创造了南沙水文气象
事业的 10多个第一，受到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和国家海洋局高度赞誉
和充分肯定。

李永强与海为伴、以礁为家，踏
遍了南沙的每一片海域。由于长期
在前线守礁，李永强患上了头晕耳
鸣、风湿疼痛等多种病症，尤其是关
节炎发作时，上厕所、下楼梯都需要
有人搀扶。

2014年 2月 23日，南沙华阳礁
气象站升级改造，在乘艇登礁途中，
李永强在华阳礁航道口处突遇巨
浪，艇体打横，左翻倾覆，艇上人员
全部落水。李永强不顾自身安危，
先将身边的小艇艇长乔龙用力推向
浅滩，又奋力将小艇挂钩手张港推
向礁盘，自己却被卷入航道中央，经
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把生命永远融
入了广袤的南海。

陈洲贵：用生命谱写英雄赞歌 郑益龙：为民献身的忠诚卫士 林海“愚公”文朝荣

付立志：守望边关的“拼命三郎” 刘洪坤：赴汤蹈火写忠诚 郭毅力：把无限忠诚献给祖国

“救我……救我！”听到急促的
呼救声，时年 22岁的陈洲贵没有一
丝犹豫，立即冲进波涛汹涌的海水，
遇险群众被他拼命推到了浅水区，
陈洲贵自己却被海浪淹没。

陈洲贵出生于 1991年 3月，生
前是中国人民武警学院边防系十三
队学员。2013年 7月 31日，回到福
建东山老家探亲的陈洲贵正在海边
漫步，强风突起，平静的海面卷起两
三米高的巨浪，泥沙迅疾扑向海岸，
正在海里游泳的游客惊慌失措，呼
朋唤友大声喊叫着逃向岸边。

喧嚣嘈杂之中，陈洲贵听见呼
救声，“救我……救我！”他转过身顺
声望去，只见在距离岸边五六十米
远的海水中，有人一浮一沉，挥动着
双手在努力挣扎。

“不好，有人溺水！”谙熟水性的
陈洲贵一边向海水中狂奔，一边脱
掉迷彩服、鞋子，一头扎进海水中，
以最快的速度向溺水者靠近。溺水

群众已经体力透支，开始下沉，陈洲
贵顶着迎面扑来的海浪，用肩膀把
溺水者一点一点向岸边推。几经艰
苦搏斗，溺水者终于被陈洲贵推到
靠近沙地的安全地带。

群众获救了，英勇救人的陈洲
贵却耗尽体力，不幸沉没于海水之
中，又被海浪卷入汹涌澎湃的大海，
壮烈牺牲。2013 年 8月 4日，陈洲
贵的遗体在远离事发地点的马銮湾
附近海域被打捞上岸。

陈洲贵牺牲后，公安部追授他
“为民献身的模范学员”荣誉称号，
并授予他“二级英雄模范勋章”，教
育部追授他“全国优秀大学生”荣誉
称号。

在短暂的军旅生涯中，陈洲贵
用珍贵生命交出了一份感人至深的
答卷，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把死
的危险留给自己，谱写了一曲壮丽
的英雄赞歌，用行动实践了“人民公
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汛期日益临近，刚参加完抗洪
抢险救援演练的武警广东总队某部
指导员余天浩来到“珠江英魂”雕塑
前，向老书记郑益龙的塑像唠叨：

“我又来看你了，这次战友们都安全
归来！”

郑益龙，广东潮阳人，1979 年 1
月出生，1997 年 12 月入伍，1998 年
12月入党，原武警广东总队广州支队
四大队副政治教导员。2013年 3月
1日下午，郑益龙外出看病途经珠江
西堤码头时，因抢救落水群众而牺
牲，被武警部队授予“为民献身的忠
诚卫士”荣誉称号，被评为“全国道德
模范”。

当指导员时，郑益龙是出了名的
“拼命三郎”。为改变中队面貌，他经
常加班熬夜，中队建设有了很大起
色，自己却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
出。医生几次叫他动手术，他为了不
影响工作只做了复位推拿保守治疗。

2013年 3月 1日下午，一名游客

在广州市珠江西堤码头亲水平台不
慎坠入江中。看病路过这里的郑益
龙迅速冲向事发地点，边跑边脱掉军
装和鞋子，纵身跳入江中。

郑益龙一手抓住不会游泳的落
水游客，一手奋力划水逆流向附近的
浮排游去。突然，一个急浪将两人冲
开，郑益龙将唯一的救生圈让给游
客，自己却被滚滚江水卷走。3月 4
日晚8时 50分，郑益龙的遗体被打捞
上岸，34岁的年轻生命永远留在了春
潮涌动的珠江之中。

郑益龙的英雄壮举感动着武警
广东总队的官兵。驻地遭遇洪水等
突发灾害时，总队成立“郑益龙突击
队”，与驻地群众一起抢险救灾。洪
水过后，“郑益龙爱民服务队”又到受
灾群众家中送去慰问品，帮助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

时代不断发展，但流淌在官兵身
上的“郑益龙精神”一脉相承、奔流不
息。

贵州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从
“苦甲天下”到如今的林茂粮丰，离不
开一位“老愚公”——文朝荣的付出。

20世纪 80年代初，地处喀斯特
山区的海雀村，土壤贫瘠，森林覆盖
率不到 5%。“能种的地方几乎都种
了，可就是产量上不去。”1982年开
始担任海雀村党支部书记的文朝荣
很是焦虑。

“山上有林就能保山下，有林才
有草，有草就能养牲口，有牲口就有
肥，有肥就有粮。”向贫困宣战的想
法在文朝荣心中萌芽。

文朝荣以身示范，2年内在山上种
出了千余株华山松。1986年冬，在文
朝荣号召下，300余名青壮年每天冒着
严寒挖树窝、种树苗。百余公里的运
苗路上，山路泥泞，大家风雨无阻……

经过 3 年苦战，海雀村村民在
房前屋后种上了华山松、马尾松，造
林面积1.16万亩，全村光秃秃的“和
尚坡”变成了绿色的林海。

文朝荣又开始琢磨提高村里的
粮食产量。1989年，海雀村有了白
色地膜覆盖种植，之后，文朝荣又推
行土地有机改良和杂交技术，土豆、
玉米等粮食的土地单产得以提高。
1994年，海雀村粮食生产总量提高
到14.5万公斤左右，人均粮食占有量
达到203.5公斤，村民吃饭问题基本
解决。

文朝荣还带头捐资建学校。在
他和多方努力下，海雀村建起了一
栋 8 间校舍的教学楼，还办起了学
前 班 ，全 村 适 龄 儿 童 入 学 率 达
100%。

1995年，文朝荣从村支书岗位
上离任后，一直担任义务护林员。
在他 30多年坚持下，海雀村守住了
这片林，森林覆盖率超过70%。

2014年，把树林视为生命的文
朝荣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去世，享
年 72岁。安葬他的墓地没有墓碑，
正前方是海雀村的万亩林海。

2013年 6月 22日，云南省军区
某边防团二连连长付立志，因患横
纹肌溶解并发多脏器衰竭，倒在了
比武场上。

付立志，河南滑县人，1982 年
10月出生，2001年 12月入伍，2004
年 3月入党，历任排长、副政治指导
员、连长。他始终把个人理想融入
强军梦实践，用生命书写了一位守
望边关、献身使命的优秀军人的从
军誓言。

付立志从小就胸怀从军梦、报
国志，高中毕业后毅然投身军营，年
年被评为优秀士兵。军校毕业后，
他主动要求到边防一线最偏远的连
队。

当连长的两年里，付立志在个
人比武中拿下了7个单项第一、4个
全能第一，带领连队夺得 12个单项
第一、3个团体第一。连队年年获评

“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被驻地群众
和友邻部队誉为“中山猛虎连”。

2013年 6月 17日，团队组织第

六届“爱军精武”比武，正在河南老
家休假的付立志本来不必参加，但
不放心连队的他，最终回到部队。

6月 19日，经过连续两天高强
度考核，二连综合成绩在全团排名
第二。武装五公里越野是比武的最
后一个课目，也是二连的优势课目，
付立志带领连队向冠军发起冲击。

出发后，付立志在队伍中前后
穿插来回鼓劲。跑到约 3公里处，
他嘴唇乌紫，大量出汗，排长冯对宏
劝他：“连长，实在难受，就慢点！”他
咬着牙说：“别管我，你快冲！”跑到
距离终点约 500米处，付立志一头
栽倒。战士们见他脸色苍白、呼吸
困难，都劝他不能再跑了。付立志
继续往前冲，但仅仅跑了 100多米
就晕倒在地。

6月 22日凌晨 1时 25分，付立
志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31岁。付立
志用生命诠释了一名边防军人使命
高于一切、荣誉重于泰山的责任担
当。

面对迅速蔓延的火势，刘洪坤主
动请缨、身先士卒，多次深入火场内
部开展侦查。然而，汹涌的火海引发
部分建筑物坍塌导致刘洪坤壮烈牺
牲，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5岁。

刘洪坤，1978年 6月出生，2002
年 6月入党，生前为北京市公安消防
总 队 石 景 山 支 队 司 令 部 参 谋 长 。
2013年 10月 11日凌晨 2时许，北京
市石景山区喜隆多购物中心发生火
灾，给周边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
巨大威胁。火灾当晚，刘洪坤并不值
班，但接到火警调度命令后，他立即
从家中赶往火灾现场。

情况危急，刻不容缓。刘洪坤立
即把现场的消防战士分成 2个攻坚
组，进入火场中央开展内攻灭火。刘
洪坤背上呼吸器，拖着几十斤重的器
材，带领攻坚队进入大楼内部，冒着
数百度高温设置水枪阵地，全力堵截
火势。

清晨 5 点，攻坚组推进到三层。
就在准备继续破拆时，队员们携带的

空气呼吸器发出警报。为避免发生
意外，刘洪坤立即安排大家轮流撤出
更换呼吸器，而他却选择与从外侧悬
挂楼梯攻入的另一名战友杨占国会
合，原地换好呼吸器后继续开展侦
查。

5时 38分，刘洪坤得到情报，商
场四楼的餐厅区存有大量煤气罐！
周围已经出现明火并呈蔓延趋势，
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刘洪坤
迅速背起呼吸器，与战友刘洪魁一
起，冒着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在视
野全盲的浓烟中向火场内部艰难挺
进。

15时 21分，刘洪坤、刘洪魁两人
遗体在坍塌的商场四层西北角位置
被发现。在巨大楼板坠落后的碎砖
瓦砾中，两名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
仍然保持着战斗姿态。

16 年 的 从 警 生 涯 ，刘 洪 坤 用
2000 多次灭火抢险救援的经历，填
写出一份共产党员先锋血与火的履
历表。

戍守边关 38 年，郭毅力将宝
贵的生命奉献给了一生挚爱的热
土。

郭毅力，1958 年 5 月生，四川
雅安人，1976 年 12 月入伍来到西
藏，1979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战士、排长、副中队长、中队
长、安全检查站站长、边防检查站
政委、原拉萨指挥学校校长、原总
队后勤部部长、总队参谋长、总队
副总队长、总队长、西藏总队司令
员等职。

2008 年 3月，为了确保奥运圣
火登顶珠峰，郭毅力先后 3 次率队
实地勘察拉萨至珠峰大本营的路
线，详细掌握任务区域情况，制定了
应对交通事故、自然灾害、车辆故障
等 6大类 18种突发情况的预案，并
实地进行实兵演练。4月 28日 8时
50分，郭毅力率队经过 670公里的
长途跋涉，护卫圣火到达海拔 5200
米的珠峰大本营。

郭毅力对练兵备战工作极其严

苛。2010年年底，某支队圆满完成
一次大型任务，郭毅力却“挑”出了
毛病：驾驶员陌生路况适应力差，指
挥员应急处置不够坚决。

路上的问题，还得上路来解
决。每年把所有机动部队拉一遍的

“全区域长途机动拉练”构想，在郭
毅力的脑海中渐渐成形。不久后，
千里大机动在风雪中启程。

瞄准实战，瞄准能打仗、打胜
仗，郭毅力带出了一支善战的高原
部队，拉萨支队等单位被评为全军
军事训练一级单位，他研究出的 10
多种战法在高原推广。

2013年 7月 10日，郭毅力因积
劳成疾，突发心肌梗塞，累倒在工作
岗位上。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武警西
藏总队专门在总队史馆内设置了郭
毅力先进事迹展区，激励官兵以老
司令员为榜样，扎根高原献身使命，
担当强军重任。

（均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