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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广州市白云区有一
座中学，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现有
教学班32个，学生1400多人。这所
中学是以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命名
的，叫广州彭加木纪念中学。

彭加木原名彭家睦，1925年出生
在广东省番禺县（现广州市白云区）。
七岁上私塾读书，1942年春高中毕
业。1949年5月参加工作,先后在中

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综合科考
委员会任助理员、助理研究员。1953
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综
合科学考察委员会，彭加木主动放弃
去莫斯科学习的机会，请求赴新疆考
察：“我志愿到边疆去，这是夙愿。我
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体格坚强。面
对困难，我能挺起身子倔强地抬起头
来往前看……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
条道路的勇气！”请愿书中，他把自己
的名字“家睦”改为“加木”。他说，他
要跳出小家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
草加木”。

在此后20多年中，彭加木先后
15次到新疆科考，3次进入新疆南部
无人区罗布泊。

1964年和1979年，彭加木两次
到罗布泊外围做科学考察，发现了大
量的钾盐、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贵重资
源，填补了一些重大科研领域空白，纠
正了国外探险者对罗布泊的一些错误
认识，实现了“为祖国和人民夺回对罗
布泊发言权”的愿望。

1980年5月，彭加木担任罗布泊
科考队队长，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罗布
泊科考。

在多天的艰苦跋涉中，科考队采
集了众多生物、土壤标本和矿物化石，
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6月
5日，科考队实现了一个壮举：中国人
自己组队第一次穿越罗布泊核心地
带，打破了“无人敢与魔鬼之湖挑战”
的神话。6月11日，已经完成任务的

科考队休整后，准备沿古丝绸之路南
线再次横贯罗布泊地区。队伍预计返
回罗布泊的行程大约为800公里，顶
多需要7天时间，因此只携带了7天
的水、油等补给。但是途中，队伍遭遇
了骇人听闻的沙尘暴和数次陷车，3
天才行进了150公里，保存的水也开
始变色发臭。大家决定向最近的解放
军部队基地求救。当时，求援送水需
要花费六七千元的资金，这是一笔庞
大的数目，彭加木觉得飞机运水价格
太昂贵，如果能给国家节约就节约，决
心继续寻找水源。

6月17日中午，驾驶员王万轩打
开汽车车门时，发现了一张用铅笔写
的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彭。6月
17日，十点三十分。”直到下午，彭加
木还没有踪影。次日凌晨，科考队报
告：6月17日上午，彭加木只身外出
找水，不幸失踪！随后展开的4次大
规模地毯式搜救均无结果。

彭加木：永不消逝的脚印

据新华社电 周士第将军纪念馆静静
矗立在他的家乡琼海市的椰林间，作为海南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经常迎来全省各
地的参观者。两个展厅里丰富的资料和照
片，详细介绍了将军一生参加历次中国革命
战争的辉煌战绩，给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
市民游客、中小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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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考入乐会县立高等小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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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文明、杨善集
等学联领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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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中共两广区委的高度赞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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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第拒绝国民
党军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跟随张发奎的要
求，根据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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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周士第到福建
19路军处建议蔡廷锴联络红军、反蒋抗日，
并受命到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边境接潘汉
年、张云逸等到福州同19路军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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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
上将军衔，1959年以后因病再没有担任实
职工作，1979年6月30日病逝于北京。

周士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领

据新华社电 在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
高兴镇的合兴村，当地百姓至今还常常念
起在这里出生和成长的叶运高将军。

叶运高，原名叶茂才，原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参谋部通信部政治委员，1914年出生
于农民家庭，自小就养成了勤劳、勇敢、坚
强的性格。红军一到兴国，16岁的叶运高
就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7岁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加入中国共产
党，站岗、放哨、支前，积极投入革命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运高任红三军
团第一师政治部宣传员、连政治指导员，红
一方面军保卫局训练队队长。长征途中，
张国焘阴谋制造分裂，他接受彭德怀军团
长交给的紧急任务，冒着生命危险，一个小
时内奔走20多里，将命令亲自交给中央军
委后梯队司令员邓发，使军委后梯队及时
转移北上，离开了险境。

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绥德分
区公安局局长，陕甘宁边区保卫处第三科
科长。

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他同康生的肃反
扩大化进行坚决斗争，平反和纠正了一批
冤假错案，保护了一批党的优秀干部。
1944年，叶运高接手甄别、审查王遵级“女
间谍”案工作，他不顾个人得失，一次次将
甄别结论亲手送到康生手中，并据理力争。

解放战争时期，叶运高任冀中行政公
署公安局副局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保卫
部副部长。1948年4月，毛泽东在阜平县
城南庄指挥战斗期间，在敌机来袭时，叶运
高在千钧一发之际，将毛泽东护送到防空
洞后，敌机炸弹就落到毛泽东住所院内。

新中国成立后，叶运高任原华北军区
政治部保卫部代部长、部长，原中国人民志
愿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原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总参谋部政治
部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
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后彻底平反，恢复
名誉。他重新工作后，刻苦钻研业务技术，
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长期带病坚持工
作，为军队通信现代化建设一直工作到生命
的最后一息。1979年9月21日，他在主持
召开总参民兵通信工作座谈会期间，心脏病
突然发作，在江苏省镇江市逝世，享年65岁。

叶运高：忠于革命事业的少将

据新华社电 在湖南省郴州市
北湖区鲁塘镇陂副村，有一栋湘南民
居风格的清末建筑，常年有社会各界
人士前往参观、学习；附近的一座戎装
半身铜像前，也总有人前往瞻仰、敬献
花篮、重温入党誓词。这栋建筑就是
开国上将邓华的故居，铜像就是邓华
将军。

邓华，1910年出生在湖南省郴州
市北湖区鲁塘镇陂副村，早年积极参
加爱国学生运动。他在《论青年人生
观》一文中写道：“青年人当舍身报效
祖国，挽救国家危亡，解放亿万生灵涂
炭!”

1927年3月，邓华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
朱德、陈毅到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
红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军教导
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
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
和长征。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2师
政治部主任，红1、红2师政治委员，率
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
战役。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华任八

路军第115师685团政治处主任，参
加平型关战斗。后任115师独立团
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政治
委员、平西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参与领导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
1938年 5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
委员，与司令员宋时轮率部到冀东开
辟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起，任
晋察冀军区第5分区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第4分区司令员，参加了百团
大战。1944年到延安，任陕甘宁晋
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政治委员，后入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华任东北保
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辽西
（后改辽吉）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秀
水河子战斗和四平保卫战。1947年

起，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东北野
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44军军长，
第四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
区第一副司令员，率部参加辽沈、平
津、湘赣、广东等战役，组织指挥了海
南岛战役。

1950年，邓华参加抗美援朝，任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
副政治委员，协助彭德怀指挥第一至
第五次战役。1952年起任志愿军代
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任志
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历次革命
战争中，邓华南征北战，为民族的独立
和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

1954年回国后，邓华历任东北军
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解
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
授予上将军衔。1980年7月3日，邓
华在上海病逝。

邓华：南征北战勇无敌

据新华社电 湖南省邵阳市双清
区渡头桥镇是姚喆将军的故乡，这里
有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姚喆
中学。在校园内，姚喆将军的戎装塑
像正对着学校大门，“注视”着每一位
来往学校的人。作为邵阳市中小学德
育教育基地，每年新生入学，学校都会

组织学生学习姚喆的革命事迹，在学
生心中埋下爱国主义的种子，教育学
生勿忘家乡革命先辈。

姚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
领，1906年生，湖南邵阳人。1925年
参加乡农民协会，曾任主席。1928
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加入中国工农
红军。1929年，姚喆加入中国共产
党。

姚喆曾任红军连长、营长、团长、
师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

“围剿”。1934年1月，在福建沙县战
斗中，姚喆率50余人突击入城，与反
扑之敌展开激烈巷战和白刃格斗，身
负重伤仍顽强指挥，获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长征
中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总队长。到
陕北后，姚喆历任师参谋长、师长，参
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
1937年春，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
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姚喆任八
路军第120师 358旅参谋长、第715
团代团长，参加了收复晋西北七城等
战斗。1938年8月，姚喆与李井泉率
部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大
青山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后
参加百团大战和领导大青山军民进
行反“扫荡”作战，为绥远和山西抗日
游击战争紧密配合创造了重要条件，

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姚喆任
塞北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起任绥
蒙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大同集宁
等战役。

1948年后，姚喆任西北野战军
第8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8军
军长兼绥蒙军区司令员。在历次革
命战争中，姚喆出生入死，屡建战功，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
朽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姚喆任
绥远军区副司令员。1951年8月，他
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3兵团副司令员。同年底回国后，历
任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
校长、校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姚喆被授予中将军衔。1979
年5月27日在北京病逝。

姚喆：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不朽功勋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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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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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就基本修复通车。这不
仅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也极大地振
奋了人心。

滕代远：新中国铁路事业奠基人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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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警察的英雄事迹。

吴根生，男，1952年5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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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犹如脱缰野马横冲直撞，生生轧

过一群学生后，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反而
越发猖狂凶猛，见人就撞。

肆无忌惮的卡车，夺走了一个个无
辜的生命，连怀抱婴儿的妇女也未能幸
免……现场已经4人死亡，30余人受伤，
随时可能再有人命丧车轮之下。

一面是犯罪分子的穷凶极恶，一面是群
众的生命安危。当大家都惊慌失措地朝着
远离危险的方向跑时，吴根生和同事们丝毫
没有犹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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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和颅脑多处骨折，失血量
高达2000CC，身受重伤。

昏迷了几天几夜之后，吴根生醒来第一
句话却是：“凶手抓到没有？同事们还好么？”

1977年1月2日23时35分，因病情恶化，
年仅25岁的吴根生医治无效不幸逝世。
1977年1月14日，吴根生被追授为革命烈士。

（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吴根生：肉身堵车轮的生命“守护神”

据新华社电 走进位于江苏省宜
兴市陆平村的潘汉年故居，潘汉年半
身铜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展厅
里，陈列着他任职时期的一些批文和
诗稿等，近200幅图文展示了潘汉年
的一生。

潘汉年，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
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
我党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
线的卓越领导人，潘汉年在长期的

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完
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
争时期，多次为党获取重要战略情
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
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潘汉年到达
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
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10月，潘汉年作为中央苏维
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到福建与十
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
协定》，后担任中共驻第十九军代表。
1934年10月，潘汉年随中央红军参
加长征。

1936年，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
以“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
在莫斯科与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

进行接触，表明红军联合抗日主张，拉
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序幕。西
安事变前后，潘汉年以我党联络员和
谈判代表的身份，到南京、上海等地沟
通联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
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在上海、
香港等地领导对日伪情报工作。太
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获取日伪军事动
向的重要战略情报，并建立了从上海
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
在“皖南事变”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
保证了上海与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
往来。

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发出召开政
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潘汉年根据中
央的指示，有计划、分期分批把停留
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
寅初、郭沫若等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

派民主人士护送到解放区，出席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春，潘汉年组织策动了国
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使大批技
术人员、资产和档案资料被完整地保
护下来。毛泽东同志发了贺电：“甚为
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
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
接收。”

1949年，潘汉年参与了中国航空
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他在香港
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见面，对他们的
行动给予积极评价，给他们分析了形
势，指出起义的光明前程，并就起义的
具体细节进行了周密策划。1949年
11月 9日，两航人员在香港宣布起
义，随后将12架民航飞机安全飞到北
平和天津，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立
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中共
中央华东局委员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
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
长等职。1977年病逝。

潘汉年：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