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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解放战争中，他在冰
天雪地的东北和国民党军
拼过刺刀，在山势险峻的
湘西和土匪“掰过手腕”。

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带
领官兵夺回失守的346.6高
地，顶住了敌人多次反扑，
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
雄”称号，荣立了特等功。

凯旋之后，他继续投
身国防事业，上世纪70年
代来到祖国南疆，从此扎
根祖国边陲。

91岁的李延年，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一位一生
默默奉献，践行初心和使
命的军队老党员。

金秋九月，绿城南宁，
市区里一座两层小楼里，
李延年正在为家中的仙人
掌、三角梅浇水。他觉得一
棵棵在恶劣环境中顽强生
长的植物，像极了他们这
些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
的人，有种压不垮的气势。

1945年10月，李延年参
军前往东北。那时的中国，
内战的乌云笼罩在中华大
地。参军后不久，李延年就
参与到解放东北的战斗中。

初到东北，李延年和
战友们连一件像样的冬衣
都没有。部队纪律非常严
明，他们从不入户打扰群
众，群众也非常拥护部队。

部队缺粮，群众主动把
粮食送了过来。部队把群众
送来的物资一一造册登记，
打上欠条，并郑重承诺：解放
后新政府一定如数奉还。

根植于人民的军队是
不可战胜的。辽沈战役打
响后，李延年所在纵队参
加黑山阻击战，堵住廖耀
湘兵团。

在阻击战最关键的时
候，李延年和战友们连夜急
行军100多里，双腿跑赢了
敌人的汽车，赶在天亮之前
到达预定地点修筑工事。在
修筑工事期间，敌人以数倍
兵力扑了上来，发起一轮轮
强力冲击，一批批战友倒在
了前沿阵地。他清晰地记
得，在那场空前惨烈的战斗
中，一个战友牺牲了，另一
个就主动补上去，许多战友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那次战斗，李延年和
战友们坚守了3天，为友邻

部队对敌人实施包围，争
取了宝贵的时间。

辽沈战役结束后，李
延年参加了平津战役，每
战争先的他，连连立功受
奖。1950年8月，在湘西剿
匪的李延年，被提拔为连
队指导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后，李延年随志愿军入朝
作战。这段岁月也是他一
生中最难忘的。

1951年10月，李延年
担任志愿军某营7连指导
员。他所在营奉命对失守
的346.6高地实施反击。

“前两个营在敌人炮火
猛烈攻袭下伤亡惨重，我们
营接到命令执行强攻任
务。”李延年回忆，自己所在
营攻击时，发现敌人每隔3
分钟左右就会打一轮炮，掌
握这个规律后，李延年和战
友利用这个间隙慢慢摸了
上去。经过激烈的战斗，他
们终于把高地夺了回来。

这时，连队的机关枪
已打得无法连发，步话机
也被打烂，后方指挥所无
法知晓他们的情况。当时，

李延年所在连只剩下40多
个人，其他连队情况更差。
全营弹药严重不足，部队
就到敌前沿去收集敌人遗
弃的武器和弹药。

两夜一天的战斗，敌人
一轮又一轮地压向我军阵
地。打完弹药的官兵，靠捡
拾敌人留下来的武器，打退
了一波又一波的敌军。一名
战士在子弹打光后，拿着爆
破筒，与冲上阵地的20多个
敌人同归于尽。看到战友一
个接着一个牺牲，李延年带
领官兵坚守阵地，直到得到
上级命令才撤出阵地。

1952年11月，李延年
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
英雄”称号、记特等功1次，
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

后来，李延年又参加
了多次战斗。60多年过去
了，这段悲壮的历史成为
李延年永不磨灭的回忆。
多少曾经日夜相处的战
友，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

余岁的青春年华。
离休之后的李延年生

活低调，南宁市许多中小
学邀请他为学生作红色教
育讲座，他也从不提及自
己的功劳。

“所有荣誉不是给我
个人的，都是国家对所有
烈士的褒奖，我们要永远铭
记这些为新中国牺牲的英
雄们。”为了做好革命精神
的传承和教育，李延年把个
人获得的各类证章大部分
捐献给了博物馆、军史馆，
并经常为青少年讲述战斗
故事、传承战斗精神，积极
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在青少
年中弘扬优良革命传统。

在李延年家中，有一幅
南宁市红星小学学生送给
他的手工画，内容是操场上
的两名小学生，向鲜红的国
旗敬礼。每当有客人来家里
的时候，李延年都会把这幅
画拿出来给大家看。

“学生对于历史的认
识很多时候停留在书本

上，作为战争亲历者讲述历
史，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广西军区南宁第三离职干
部休养所政委肖兮说，只要
有学校邀请李延年做讲座，
他都会欣然前往。

为了讲好历史，李延
年多年来坚持读书看报听
广播，刻苦学习党的理论。
他卧室的书桌上，摆满了
各类政治学习书籍，书和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
了理论要点和心得体会。

近年来，李延年被广
西军区先后评为“先进离
休干部”“优秀共产党员”

“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
值观先进个人”，始终保持
老党员、老军人、老英雄的
革命本色，用实际行动践行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019年中秋节前夕。
广西军区军史馆烈士墙
前，李延年驻足凝视。轻抚
着牺牲战友的名字，他缓
缓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
准的军礼。

1.乌海市部分企业家

反映，希望相关部门推动

搭建与区外相关企业合作

平台，助推乌海经济发展。

8月份，为构建与区外
企业合作平台，助推乌海
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北京
举办了乌海市高质量发展
投资合作推介会，就产业
规划、投资环境、产业优
势、重点项目及产业政策
等进行了详细推介，共签
约项目28个，覆盖新能源、

新材料、精细化工、装备制
造、节能环保、金融物流、
电子商务、健康医疗、研创
中心及文化旅游开发等产
业，协议总金额446.1亿元。
（乌海市委办公室）

2.包头市、呼伦贝尔市

等地中小学生家长反映，目

前学生放学早、家长下班

晚，接送难、监管难，希望相

关部门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8月中旬，自治区教育
厅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

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
见》，明确学校周一至周五
开展校内课后服务，每天
原则上不超过2课时，校内
课后服务内容包括作业辅
导、课外阅读、文体科普活
动，以及拓展训练、团队活
动、兴趣小组活动、听说能
力训练、综合实践活动等。
各盟市已于今年秋季学期
启动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
务工作，满足学生和家长不
同需求。（自治区教育厅）

3.和林格尔县任先生

反映，舍必崖乡韭菜沟村

吃水困难问题。

经核实，韭菜沟村属于
舍必崖乡联村集中供水工
程打墙沟水厂供水范围，每
年6—8月份，由于村民节水

意识淡薄，使用自来水浇灌
院内菜园（果园），致使输水
管网失压，造成部分居住高
处的村民吃水困难。为此，
打墙沟水厂实行了分村轮
流供水方式，以解决自来水
浇地水压下降导致的吃水

困难问题。下一步，将制定
《和林格尔县农村集中供水
管理办法》，探索建立农村
供水长效运行管理机制，以
彻底解决部分村民在夏季
阶段性吃水难问题。（呼和
浩特市委办公室）

在湖南省桃源县城西
南郊的千梯山上，有一座
草木葱茏的烈士陵园。陵
园里有一面纪念墙，刻录
着革命先烈的英名。每年
清明节前后，总有许多老
百姓前往陵园凭吊。这面
纪念墙上，有一个桃源人
熟知的名字———刘维汉。

刘维汉，1925年生于
湖南省桃源县灵岩乡送子
坡村（今理公港镇观音垭

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43年，被国民党抓壮丁，
在国民革命军第20集团军
53军116师当兵3年。刘维
汉在滇缅战场上对日作战
奋勇杀敌，抗战胜利后随
部队派往越南接受日军投
降，1946年6月，随部队调
往东北参加内战。

1947年8月，刘维汉在
辽宁威远堡解放后参加了东
北民主联军，被编入东北民

主联军第3纵队，历任战士、
副班长。1948年9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他先
后参加辽沈战役、渡江战役、
广西剿匪和解放海南岛等
战役，荣立二等功。

1950年6月，朝鲜战争
爆发。10月，刘维汉编入中
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第
120师358团1营3连，赴抗
美援朝前线作战。

1951年4月初，刘维汉

所在连奉命驻守朝鲜洪川
江北岸鹰峰山（今在韩国
境内），阻击敌人进犯。从4
月5日上午11时至下午5
时，他带领一个战斗小组，
与近百倍之敌奋战7个小
时，打退敌人6次进攻，毙
敌100余人。最后，阵地上
只剩下刘维汉和姚树清两

人。刘维汉坚定地说：“我
俩是共产党员，不管遇到
多大困难，没有上级指示，
绝不离开阵地。”当战友牺
牲后，刘维汉仍坚守阵地。

时至黄昏，敌人包围
上来，刘维汉拉响手榴弹
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
牲。牺牲时，年仅26岁。

1951年4月29日，第120
师党委决定，追认刘维汉为

“模范共产党员”，给刘维汉
战斗小组追记集体一等功，
刘维汉追记二等功。同年，中
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授予刘
维汉“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
号，记特等功，并追认为革命
烈士。 （据新华社报道）

李延年：荣誉属于所有烈士
文/新华社记者 贾启龙 黄浩铭

刘维汉：英雄无畏流血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