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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2018年12月2日电
（记者 柳王敏）在湖南省新田县新圩
镇高山村，一栋有着民国时期建筑风
格的房子格外引人注目。一代英烈郑
作民在这里出生、成长，走向忠烈报
国之路。作为烈士事迹的载体，郑作
民故居在2012年开始修缮后，不断有
人前来参观、凭吊。

郑作民，别名振华、文贝、治
新，1902 年生于湖南省新田县。自幼
家境贫寒，靠父亲抬轿、挑煤炭、打
短工挣钱供读私塾、初小、高小，一
直到甲种师范。

1924年，郑作民考入黄埔军校第1

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
旅长等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
国民革命军第 2 军第 9 师代理副师长。
1938年晋升为师长。

1939 年郑作民升任第 2 军副军长
兼9师师长。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徐州
突围战等战役。

1940年1月，为配合杜聿明的第5
军向日军强攻，收复昆仑关，郑作民
奉命率部驰援南宁。所部到达广西昆
仑关后，立即投入战斗，在其他部队
的协助下，收复了昆仑关。

1940 年 2 月 22 日，日军凭借空中
优势，攻占宾阳，严重威胁昆仑关。3
月3日，郑作民所部奉命撤退。他指挥
部队对日军发起佯攻，以掩护部队转
移，行至广西上林县时遭到日军战机
轮番袭击。郑作民被炸弹击中牺牲，
时年38岁。

郑作民牺牲后，中共中央在延安
召开有党、政、军、民参加的追悼大
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分别题写
挽词：“尽忠报国”“为国捐躯”“取义
成仁”。

英 烈 已 逝 ， 浩 气 长 存 。 如 今 ，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郑作民的家乡
新 田 县 正 举 全 县 之 力 ， 聚 全 民 之
智，坚持把发展产业作为实现脱贫
的 根 本 之 策 ， 确 保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郑作民：尽忠报国抗日捐躯的英雄

据新华社郑州2018年12月1日电
（记者 王烁）从河南省驻马店市区向
南走6公里，广场上一座杨靖宇将军的
雕像赫然矗立，这里就是杨靖宇将军
纪念馆所在地。纪念馆里共展出图片
400余幅，文物120余件，从杨靖宇将
军出生到为国捐躯，真实生动地记录
了他辉煌壮丽的一生。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 年出
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农民家庭。学
生时代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925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
后，组织确山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
指挥。1928 年秋到开封、洛阳等地从
事秘密革命工作。1929 年春赴东北，
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领导工人

运动。在河南和东北曾5次被捕入狱，
屡受酷刑，坚贞不屈。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哈
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
书记。1932 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
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任政
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
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任东北人
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治
委员。1934 年 4 月联合 17 支抗日武装
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
挥。同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
兼政治委员。1936年6月任东北抗日联
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7月任东北
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杨靖宇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打
得敌人心惊胆战，威震东北，配合了
全国的抗日战争。日伪军连遭打击
后，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军事讨
伐、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同时对杨
靖宇悬赏缉捕。在极端艰难的条件
下，他以“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
喷洒，而忠贞不贰的意志是不会动
摇”的崇高气节，继续坚持战斗。中
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
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赞之
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
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9 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
“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部
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
旅转战濛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5
昼夜。他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和
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直至弹尽，于
1940 年 2 月 23 日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
壮烈牺牲。

杨靖宇：钢铁战士

据新华社南昌2018年11月30日
电（记者邬慧颖 孙少雄）乌鲁木齐市
烈士陵园里松柏林立，肃穆安静，彭
仁发烈士墓就位于此处。虽不显眼，
但烈士墓前时常有群众驻足停留，表
达对先烈的缅怀与敬仰。

彭仁发，原名彭德仁，江西赣州
人，出身贫寒。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在
红军中先后担任战士、警卫员和团、
师特派员，先后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斗
争和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并
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后，被选送到延安摩托学校进行
学习。

1937年12月，彭仁发被党中央派
到新疆学习航空技术。1938年3月，进
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机械班学
习。在新疆学习期间，彭仁发以爬雪
山过草地的革命精神来克服文化程度
低等困难，不仅在上课、自习时间学
习，就连课外活动时间也用来学习，
晚上睡在被窝里甚至还打着手电筒看
书。节假日，他和战友们经常到野外
学习，一学就是一天。

靠着努力，彭仁发很快攻下了
《飞行原理》《外场维护》《内场修理》
等航空基础理论课程，基本掌握了教
学大纲规定的航空知识和技术，并且
理论联系实际，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实
际操作技术，门门考试都在 4 分以上
（满分为5分）。

彭仁发经常和在新疆学习的战友
们相互鼓励，他曾对战友说：“我们是
共产党员，是来学习技术的，一定不
能辜负组织的重托，学好技术，将来
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

1939 年 11 月，彭仁发以优异成
绩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之后，他
遵照党组织安排，继续留在新疆边防
督办公署航空队实习，并担任机械
师。

1940 年 2 月 ， 在 一 次 飞 行 训 练
中，由于天气冷，飞机发动机发动
不了，彭仁发主动上前去发动，因
螺旋桨突然转动而受重伤，不幸因
公殉职。

彭仁发：勇于为航空事业奋斗一生

据新华社福州2018年11月29日
电（记者 陈弘毅） 罗化成，1895年
出生于福建长汀南阳区 （今属上杭
县） 南山村一个中医家庭，从小随父
学医。1912 进入福州蚕业学校学习，
1915年毕业后回到长汀，在县蚕业学
校任教。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
后，他同张赤男、杨成武等发起成立

“长汀学生联合会”，组织集会，声援
上海工人，声讨帝国主义罪行，并创
办 《长汀月刊》，抨击时弊，宣传革
命。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 6 月，罗化成在南阳、才

溪一带建立秘密农会和发展党组织。
次年七月，领导“南阳暴动”。暴动胜
利后，建立“汀连南赤卫队”，积极发
动长汀、上杭等地边区群众打土豪、
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1929 年
秋，他所领导的赤卫队编入红军第 4
军 4 纵队，他任纵队特务大队大队
长。同年 12 月，参加了古田会议。
1930 年 8 月，罗化成在长汀河田蔡坊
与民团作战中负伤。后任红军后方医
院院长、福建省军区后方留守处主
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副秘书长兼武
装动员部部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后，罗化成返回闽西，协助张鼎丞、
邓子恢、谭震林等坚持闽粤边区的游
击战争。1935 年 8 月，他在四都被国
民党包围，不幸被捕，在瑞金狱中受
尽酷刑，但他坚贞不屈。几天后，在
被押往长汀途中逃出虎口，取道上海
到达香港。

1937 年 7 月，全国抗战爆发后，
罗化成受命回闽西南工作，任新四军
第二支队军需处处长。1939年春任第
二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同年10月任政
治部主任。他率部挺进江南敌后，兼
管当涂、芜湖、江宁的地方工作，先
后建立了县、区、乡三级抗日民主政
权和中共基层组织，组织农民、青
年、妇女成立抗日群众团体。

1940 年 2 月 27 日，罗化成心脏病
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在江苏溧阳逝
世，终年45岁。

罗化成：“最实际的革命人才”

据新华社重庆2018年11月24日
电（记者 陈国洲）夜袭苏州浒墅关火
车站、夜袭上海虹桥机场……新四军
著名“虎将”吴焜参加的这些著名战
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鼓舞
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吴焜，又名吴琨，1910 年出生于
四川省万县 （今属重庆市万州区） 一
个雇农家庭。1926年入军阀杨森的部
队。1930年，携枪参加王维舟领导的四
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后改组为川
东游击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11月，川东游击军改编为
红四方面军第 33 军，吴焜先后任营
长、团参谋长，参加了川陕苏区反

“六路围攻”。1935 年参加长征。1936
年任红六军团第17师50团团长。

1938 年初，吴焜任新四军第 3 支
队第6团副团长。1938年5月，和团长
叶飞奉命率部进入苏南茅山地区，创
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作战勇敢被称
为“虎将”。

1939 年 5 月，吴焜任江南抗日义
勇军指挥部副总指挥兼二路司令，与
总指挥叶飞一起指挥部队东进，在江
阴、无锡、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开
展游击战争，开辟了苏、常、太抗日
游击根据地。

1939 年 6 月 24 日晚，吴焜率部夜
袭苏州浒墅关火车站，全歼日军55人
和伪军 1 个中队，焚毁车站，炸毁铁
轨，致使日军重要的交通线宁沪铁路
停运3天。7月23日晚，参加夜袭虹桥
机场的战斗。在国内外造成重大影
响，极大地振奋了上海及全国人民的
抗日信心。至8月，通过改编苏、常、
太和江阴等地区零星分散的抗日武
装，江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5000余人。
吴焜战斗作风勇猛顽强。在战斗中，
他总是身先士卒，临危不惧，还常常
亲自吹响冲锋号率部冲向敌人。

1939 年 9 月，吴焜率江南抗日义
勇军6团撤离东路地区。撤离途中，在
江阴马镇乡湖塘里定山一带遭到“忠义
救国军”的突然袭击。吴焜在指挥战斗
时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9岁。

吴焜：威震日寇建奇功的新四军“虎将”

据新华社南昌2018年11月25日
电 （记者 熊家林） 郭征，原名郭辉
勉，1914年生于江西省泰和县冠朝乡楼
居村一个贫农家庭。1923年入墩睦堂小
学就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省泰
和县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风起云
涌。父亲郭尚球曾任沙村区大冈乡中共
支部书记。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郭征
加入儿童团，参加革命活动。

1930 年 7 月，郭征到赣西南红军
干部学校学习。同年10月到红十二军
司令部当传令兵。1931 年 1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先后任传令班班长、团参
谋、九军团司令部侦察通信科参谋。

1934年10月，郭征随中央红军主力长
征，由于工作认真负责，完成任务积
极坚决，遵义会议后，任九军团司令
部侦察通信科科长。1937 年 1 月参加
抗大第二期学习。同年8月毕业后，任
八路军一二○师侦察科科长，随军开
赴山西抗日前线。在晋西北抗日根据
地一年的时间里，他随师部组织的地
方工作团来到五寨地区，广泛发动群
众，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筹集
粮款，组建抗日武装。先后任五寨城
区自卫队队长、学生兵团参谋长。

1939 年 1 月，郭征随一二○师主
力到达冀中。同年2月，任独立第四支
队第二团团长。4月，独立第四支队和
七一五团编为一二○师独立一旅，郭
征任参谋长。齐会战斗中，他和旅首
长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击退了敌人的
多次进攻，取得歼灭日军700余人的重
大胜利。在冀中八个月的时间里，郭
征参加和指挥过大小战斗110多次，他
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沉着机智地指挥
部队。

1939 年 9 月 25 日上午，驻守在正
定、无极、行唐和灵寿等地的1500余
名日伪军，企图打开进攻我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的通路。为了粉碎敌人的阴
谋，我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歼敌 1200 余
人，只剩下残敌占据的最后一个高
地。29日黄昏，我军向敌人发起了总
攻，激战中，郭征胸部和头部中弹负
伤，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25岁。

郭征：少年负壮气 奋烈击征程

新华社石家庄2018年11月26日
电（记者 杨知润）魏大光，1911年出
生于河北省霸县 （今霸州市） 一个农
民家庭。1935 年到天津当搬运工，积
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6 年冬因破
坏日商在天津开设工厂的配电装置而
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不少革命
难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常对
别人说：我是在监狱里上的革命大学。

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后，魏大光
回乡组织起1000多人的抗日武装，曾
指挥所部取得永清吴家场反日军包围
战斗的胜利。1938年3月率部接受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和整编，任华北人民抗

日联军第27支队司令员。为提高部队
战斗力，他对部队进行整顿，制定了
各种规章制度，加强了思想政治工
作，并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使
部队面貌焕然一新，迅速发展到 6000
余人。他指挥部队在武清、霸县一带
进行英勇机智的抗日游击斗争，取得
霸州王庄子村中亭堤伏击战、胜芳保
卫战等战斗的胜利。他还经常派人潜
入天津市区，破坏敌人输电线路等设
施，搅得敌人惊恐不安。日军多次派
遣特务打入27支队，均被粉碎。1938
年11月，日军对津西地区进行第二次

“扫荡”，第27支队奉命向大清河南转
移开赴冀中。部队中一些人不愿离开
家乡，产生离队思想。魏大光深入基
层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反复阐明
只有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才能发挥更
大的作用。同月底，部队到达任丘青
塔镇一带，改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
中军区独立5支队，魏大光任司令员。
1939年4月又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独
立2旅，他任旅长。从此，这支部队进
入野战军行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武
装的一支主力军。随后，他率部参加
了著名的齐会战斗。

5月，贺龙派魏大光回霸县、永清
等地扩编抗日队伍。他不辞辛劳，与
各地武装首领进行广泛接触，宣传中
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至8月间，将霸
县、安次、永清等十几支抗日武装千
余人收拢起来，在永清刘靳各庄一带
集中。26 日在霸县大宁口村北与日军
遭遇，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

魏大光：为国家尽了大忠 为民族尽了大孝

据新华社太原2018年11月27日
电 （记者 许雄） 嘉康杰，1890 年出
生，山西夏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
反袁斗争和五四爱国运动。曾两次留学
日本。1921年回到家乡，致力于平民教
育，先后在夏县、运城等地，创办以太
小学、夏县平民中学、运城河东中学等
学校，积极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
192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晋南地区党组织
遭到严重破坏。面对严重的白色恐
怖，嘉康杰临危受命，先后担任中共
河东中心县委书记、河东特委组织部
长等职，致力于重建和恢复党组织的

工作。他长期深入基层群众中间，积
极开展工作。到1933年，在当时晋南
36个县中的32个县建立了党的领导机
关，在农民中发展了400多名党员，把
党的组织由青年学生群体发展到社会
各阶层，特别是贫苦农民当中。

1936 年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嘉康杰响应红军的行动，在夏县策动
了中条农民武装暴动，建立红军游击
队，担任总指挥。

1937年11月，中共河东特委委托
嘉康杰在闻 （喜） 夏 （县） 一带为八
路军扩兵 500 名，他出色地完成了任
务。1938 年 1 月，嘉康杰赴延安“抗
大”学习，5月受组织派遣回河东从事
敌后游击战争。先后担任中共晋豫特
委 （后改为晋豫地委） 委员、军事部
长、晋豫边游击支队供给部长等职，
率领游击队战斗在中条山区，配合主
力部队多次挫败日军的进犯。1939年9
月，在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第一次代表
会议上，当选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委
员，并被选为出席中共七大的候补代
表。会后，他担任了中条地委委员、
民运部长。

国民党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嘉康杰
在晋南地区的影响力，1939年11月18
日，在返回中条地委驻地的路上，嘉
康杰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不幸牺
牲，时年49岁。

嘉康杰:河东“群众领袖”

据新华社杭州2018年11月28日
电（记者 许舜达）茅丽瑛，1910年8
月出生，浙江杭州人。1931年于苏州东
吴大学法学院辍学，同年考入上海海关
任英文打字员。1935年参加上海中国职
业妇女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救亡组织——海关乐文社。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她积极
参加慰问伤兵、救济难民等活动。

1938 年 5 月，上海中国职业妇女
俱乐部正式成立，茅丽瑛被推选为主
席。同月，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她积极开展职业妇女俱乐部的
工作，相继创办了国语班、英语会话
班、会计班、中文速成班、文化补习

班等，开展对妇女的培训工作，还亲
自教授英语课。

茅丽瑛为人热情、诚恳、乐于助
人，自称是“大众的牛”，夜以继日地
拼命工作，把“职妇”办得生气勃
勃。为了支援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她
积极推动“职妇”和各救亡团体在春
节期间发起“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
和组织“物品慈善义卖会”。在义卖活
动筹备和进行中，面对日伪势力的恐
吓、威胁甚至公开打砸，茅丽瑛抱着

“愿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的决
心，以极大的勇气使义卖获得成功。

义卖会的成功使敌人对职业妇女
俱乐部和茅丽瑛的仇视进一步加深，
他们称茅丽瑛为“第二史良之中共激
烈分子”。在连续公开恫吓无效后，
1939年12月12日晚，茅丽瑛遭到汪伪
特工暗杀，身中三弹，于15日在医院
牺牲，时年 29 岁。牺牲前她告诉大
家：“吩咐一切的人别为我悲伤！我
死，没有什么关系，我是时刻准备牺
牲的，希望大家要继续努力，加倍地
努力！”

茅丽瑛牺牲后，党组织为揭露敌
人的阴谋，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在
上海各大报纸登报丧启事，上海各界
爱国人士成立了治丧委员会。

12月16日至17日，上海万国殡仪
馆举行隆重公祭，数千名群众满怀悲
愤的心情，向静卧在鲜花丛中的女共
产党员茅丽瑛做最后的告别。《申报》
为此记载：“其情绪之哀伤，为鲁迅先
生逝世后所未有。”

茅丽瑛：“孤岛”抗战女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