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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一线传真

秋日的一个午后，89岁高龄的抗美
援朝老兵陈生秀，身着崭新的老式军
装，胸前挂满军功章，接受了我们的采
访。去年，他就是如此着装参加了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阅兵，乘车接受祖国和人
民的检阅。如今，祖国和平安宁、岁月
静好，陈生秀的脑海里却常挥之不去战
争的残酷和战友的牺牲。
“到达朝鲜之后，我们看到村里的

房屋都被炸塌了，百姓死伤惨重，因此
就地开展动员教育，坚定大家为朝鲜人
民报仇、保卫祖国的决心。”1950 年 10
月，19 岁的陈生秀作为志愿军第 38 军
113师 338团 3营机枪连指导员，随部队
入朝。
“吃了败仗，受了批评，我们当时都

憋着一口气，发誓要打漂亮仗，打翻身
仗。”第一次战役，第 38 军没打好，338
团作为后卫，在行军路上遭到敌机轰
炸，没有按计划到达预定地区，让南朝
鲜军弃城逃跑。陈生秀边回忆边若有
所思：“与美军相比，我们钢少气多。少
的是钢铁装备，多的是钢铁意志。后来
的三所里战斗，就印证了这一点。”

三所里，价川以南 30公里处的一个
小村庄，北依妙香山，南临大同江，平壤
至价川的公路经村西通过。三所里不
仅是个险要关口，更是志愿军准备截击
清川江方向美军南逃的“闸门”，地理位
置极为重要。

11 月 27 日，刚刚结束德川战斗的
113师，接到穿插三所里的命令，准备南
北两面作战，阻击南逃北援之敌，军首

长的命令是“插得到、卡得死”。338团
为前卫团，陈生秀所在的3营为前卫营。

太阳还没有落山，3营官兵就出发
了。为了能按时“插”到三所里，部队边
走边动员，边走边布置任务，要求官兵
只带必要的武器、弹药，轻装交替前进，
决不恋战。

趁着朦胧月色，陈生秀带领连队穿
过山林，不顾一切奔向三所里，耳边只
听到“唰唰唰”的脚步声。“极度疲乏的
战士有的走着走着就站着不动睡着了，
直到后边的人把他推醒，有的还被不小
心推到沟里去了。九连一个战士走着
走着就倒在地上吐血起不来了，卫生员
赶紧抢救……”陈生秀回忆，为防止出
现意外，连队干部走在前面，让后面人
抓住前面人的子弹袋，一个拽住一个往
前走。大家只有一个坚定的想法——
走，快点走！早点儿赶到三所里。

天快亮时是官兵最疲倦、最难熬
的时刻，此时连队已经行进了 90 多
里。陈生秀根据上级命令，组织大家
吃点干粮，继续前进。行进中，他大声
给战士鼓劲：“同志们，早到 1分钟，就
多一分胜利。提前到了，我们可以修
筑工事，就能保存自己、完成任务。大
家要不怕疲劳、勇往直前！”连队官兵
的精神头儿一下子就来了，强忍着疲
劳加快步伐，原来拉得很长的行军队
伍逐渐变短了。

拂晓前，连队已到达大同江边，离
三所里只有 30里了。“这时，敌机来袭，
在我们头上不停打转。大家赶快披上

伪装，躺在路上进行防空。过了一会
儿，敌机又来了，部队走走停停很耽误
时间。刘海清副师长当机立断，命令丢
掉伪装，‘大摇大摆’快速前进。”果然，
敌机上了当，误把志愿军当成从德川逃
出来的南朝鲜军。就这样，陈生秀所在
团在公路上快速行进，以钢铁意志用 14
小时急行145里，比敌人快了5分钟“插”
到三所里。
“113师 338团先敌5分钟，按时赶到

三所里！”当志愿军首长从电台得知这一
消息时，惊呼“奇迹，简直是奇迹”。338
团官兵边打仗边行军，用“铁脚板”书写
了战争史上轻步兵负重急行军的传奇。
“我当时只有 19岁，到达三所里的

时候，累得口吐白沫。可一听到枪响，
大家忘掉疲惫劳累，立即投入战斗。”陈
生秀回忆，他们刚开始修筑工事时，美
骑 1师 5团先遣队的二十几辆汽车从对
面驶来，官兵们勇猛地冲到公路上，用
枪打着了美军汽车的油箱，使敌人乱作
一团，缴获了大量弹药物资，并用汽车
把公路堵死。

28日上午 10时许，美骑 1师 5团以
1个营的兵力，在 10辆坦克掩护下向 3
营主阵地发起攻击。陈生秀带领连队，
用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打退了敌人多
次进攻。由于工事修筑比较仓促，导致
人员伤亡逐渐增大，陈生秀和连长商
议，把司号员、卫生员、轻伤员都集合起
来投入战斗。
“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

无所惜。”炮弹打完了，机枪打坏了，陈
生秀带领官兵用手榴弹、石头、刺刀与
敌人硬拼。身负重伤的二排长王步实
已经举不起枪，他摸到一根爆破筒，从

战壕里滚下山，与敌人同归于尽。
“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三所里战斗，我们连战斗到只剩下 21个
人，但官兵仍像钉子般牢牢地钉在阵地
上！”陈生秀和连队一直战斗到太阳落
山，死死卡住“联合国军”南逃之路，也
让负责北援的美骑 1师 5团 1个营止步
大同江边，尽管与南逃之敌相隔不到 1
公里，却始终无法会合。
“战斗结束后，公路两旁全是敌人

的尸体，汽车、坦克撞在一起，有的车还
没熄火，开着灯……”陈生秀清楚记得，
他们缴获了美军大量的武器、食品、被
装等物资，连队更换了美式装备，班长
以上都配备了卡宾枪，大家平生第一次
吃到了牛肉罐头，喝上了美国可乐，分
享了胜利的喜悦。
“这是美军陆战史上最大的败绩！”

《纽约先驱论坛报》曾这样评论这次战
斗。得知三所里战斗胜利的消息后，连
续6天 6夜未合眼的彭德怀司令员，亲自
拟写了嘉奖第 38军的电报，在这条广为
人知的电报最后还特意加了两句话：“中
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一封嘉奖令，从此“万岁军”。当嘉
奖令传到 3营机枪连，官兵激动得热泪
直流，战斗士气空前高涨。战后，志愿
军司令部、政治部授予 3营机枪连“攻守
兼备”锦旗一面，并记集体二等功一次。

70年过去，陈生秀还能一字不落地
背下电报原文。这份荣誉已铭刻于心，
融入生命。他感慨地说：“面对武装到
牙齿的‘联合国军’，我们就是靠着一股
英雄气打胜仗的。现在‘钢’多了，我们
的‘气’更要足，骨头更要硬！”

（制图：扈 硕）

70年前，19岁的志愿军第38军113师338团3营机枪连指导员

陈生秀，带领连队经过整整一夜强行军，用“铁脚板”跑过了敌人的

车轮子—

“我们像钢钉一样插在三所里”
■刘汝山 王 兵 冯启迪

“感谢党和国家的关爱，把军烈属当
亲人！”10月 15日，军烈属袁华中拿到新
房钥匙打开房门，高兴得合不拢嘴。这
套新房是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三里街依
法征迁还房。7月份拆迁时，因为袁华
中家境困难，加上不了解还房手续，迟迟
没有办理，住不上新房。白水湖街道退
役军人服务站在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对
接，经多方协调为他们调到心仪的楼层，
并帮助办理了一系列相关手续。

日前，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启
动全省“尊崇百万退役军人大走访、办
实事”活动，在 1个半月的时间内对全省
退役军人进行全覆盖式上门走访慰问，
全面了解退役军人所思所想所盼，集中
为他们办理一批实事、解决一批难题、
化解一批矛盾，推动退役军人有关政策
落实落地，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
广大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归属感、幸福
感不断增强。

利用老兵退伍季、金秋黄金招聘期
等契机，江西各级开辟就业直通车，解决
了 1万多名退役军人的就业问题。刚从
武警某部退役的陈少华先后换了好几份
工作，终于在家门口等到好机会。10月
12日，九江市城西港区举办了一场退役
军人专场招聘会，3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
2500 多个，当天就吸引 300 多名退役军
人前来求职。“招聘会提供了优质、高效、
便捷的服务，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党和政
府以及社会各界对退役军人的尊重和关
怀。”陈少华说。
“不让一位困难退役军人掉队！”江

西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关心关爱送
上门，从退役军人急事、难事入手，围绕
退役军人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精准帮
扶。抚州市金溪县伤残退役军人尧金山
一家挤在 50多平方米的公租房，全家仅
靠他的伤残补助金和妻子微薄的退休金
过日子。当地政府走访了解后，不但将
尧金山的公租房费用按廉租房费用收
取，还为他和妻子介绍工作，减轻了他们
的家庭负担。上饶市弋阳县退役军人郑
道林身患重病，治疗费用高，当地政府给
予医疗补助，组织社会捐款，帮助他渡过
了难关。
“军人的子女也是我们的孩子。”9

月 28日，宜春市、袁州区两级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联合老兵志愿者，在西村镇西
村中心小学举行爱心捐助活动，为西村
镇 81位退役军人子女及该校的 100名贫
困户与低保户子女捐赠学习物品。

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涌现出了一
大批为人民幸福、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
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江西军地把这次
走访与纪念抗战胜利 75周年和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活
动结合起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活动，
营造浓厚的拥军氛围。

上饶市横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
20名伤残军人、带病回乡退役军人及军
烈属等优抚对象前往武夷山进行疗养，

关爱他们的身心健康。江西省彭泽县在
退伍季先后举办 5场退役军人光荣返乡
座谈会，相关政府部门及退役军人创业
代表为退役士兵讲解退役政策，现场提
供工作岗位。宜春市为退役军人送上 8
个尊崇“大礼包”，通过颁授一批拥军爱
心店、征集退役军人心愿、开展脱贫攻坚
帮扶等活动，做到退役军人“困难有人
帮、心结有人解”。

军地携手，社会同行，江西各地倡
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困难退役军人帮
扶援助。定南县一家超市向全县退役
军人及军属赠送惠民补贴卡。超市负
责人表示，响应国家拥军优属的号召有
所作为，是企业应有的担当。退役军人
薛金洪将自己获得的全省模范退役军
人奖金捐给病重的老兵宋水发，鼓励他
战胜疾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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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岁生日之际，陕西省军区西
安第十七离休所老干部闫伍福，最开
心的是收到一份特别的“生日礼
物”——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他小心翼翼
地将纪念章挂在胸前，抚摸着纪念章
上手握钢枪的志愿军战士图案，思绪
不禁回到战火纷飞的岁月。
“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参加

革命、选对了人生的路，最值得骄傲的
就是成为一个光明磊落、忠诚正派的
人。”1938年，出身贫苦人家的闫伍福
参军入伍，踏上革命征程。1952 年 4
月，因工作需要，时任志愿军第 20兵
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的他带病随部队
入朝。紧张的工作中，他的病情越来
越严重，排尿十分困难，“医生说是行
军作战累的，他却没当回事”。当时和
闫伍福一起入朝的还有他的妻子梁乐
华，她时刻担心丈夫的身体，闫伍福却
坚持照常工作，梁乐华只能尽可能在
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朝鲜停战
协定签订后，闫伍福才回国诊治，被确

诊为膀胱乳头状瘤。经手术治疗痊愈
后，他又回到朝鲜，帮助朝鲜人民重建
家园。

1958 年 3月，闫伍福所在部队回
国秘密组建我国首个综合性导弹试
验靶场。梁乐华跟随丈夫的脚步，义
无反顾地举家挺进戈壁滩，一待就是
20年。

时光荏苒，曾经驰骋沙场的热血
青年已成为百岁老人，但胸前熠熠生
辉的军功章见证着闫伍福的戎马一
生。离休所许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
老干部特意穿上老军装，戴上珍藏的
军功章，前来为闫伍福庆祝 102 岁的
生日。
“ 雄 赳 赳 ，气 昂 昂 ，跨 过 鸭 绿

江……”庆生现场，闫伍福率先唱起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老干部们
也跟着高声唱起来，一如当年在嘹
亮的战歌中，为了祖国和人民奔赴
异国的战场。

这歌声中，有老兵的初心，有革命
者的信仰，坚定如初，矢志不渝。

百岁老兵的特殊“生日礼物”
■文/图 田治平 张艺蓝

“能在有生之年见到你们，真是太
高兴了……”10月 22日，志愿军老战士
周全弟迎来几位“客人”，来自海军陆战
队某旅的官兵代表专门从千里之外赶
来与老英雄“认亲”。

周全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6军
77师 231 团 1营 2连战士，1950 年 10月
随部队入朝作战。长津湖战役中，周全
弟所在部队担负黄草岭阻击任务。战
斗中，他和战友们身穿单薄的棉衣，依
靠雪水充饥，冒着零下 40摄氏度的严寒
在雪地里埋伏了三天三夜。部队发起
总攻时，周全弟的身体被严重冻伤。待
他醒来时已被送到战地医院，经过抢救
治疗被截去四肢，成为一级伤残军人。
那一年，周全弟16岁。
“这么多年，有组织的照顾，生活上

没什么困难，但我心里过意不去呀。这
几天，习主席还给我们休养院全体同志
回信，关心牵挂着我们。党和人民没有
忘记我们啊！”经过康复治疗，周全弟回
到四川老家，被安排住进四川省革命伤
残军人休养院，得到悉心照料。然而，
周全弟内心深处一直有个未完成的心
愿，就是想找到自己的老部队，能回去
看看。他找了几十年，也试着给老部队
写过信，但因为部队历经数次转隶移
防，他一直没能打听到老部队的消息。
这成了他的一个心结。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6 军 77

师 231团 1营 2连战士周全弟，向祖国报
到！”幸运的是，前不久周全弟参加了央
视《老兵你好》节目，他的事迹引起海军
陆战队某旅的关注。经过仔细核对，该
旅确定周全弟的老部队即为该旅前身
部队。如今，周全弟的老连队经过多次
调整，已转隶为海军陆战队某旅轻机一
连。为了帮助老兵寻“根”，完成周全弟
的心愿，该旅专门组织人员前来看望慰
问这位老前辈。

得知老部队官兵要来看望自己，激
动的周全弟特意穿上老军装，戴上珍藏
的奖章。“‘梁山战斗英雄连’第 41任指
导员姜显超向您敬礼！”官兵代表为周
全弟带来了连史画册，并详细向他介绍

连队发展建设情况，以及近年来取得的
荣誉成就。连队官兵还通过视频连线
的方式向老前辈周全弟致敬。看到手
机屏幕上连队荣誉室里悬挂的那一面
面布满弹孔的旗帜，周全弟热泪盈眶，
“咱们连真是英雄连队，大家一定要传
承连队的英雄血脉，争当英雄传人！”

这一次，海军陆战队某旅官兵代表
特意带来一面写满轻机一连官兵名字
的荣誉战旗，邀请老前辈签名“认家”。

面向战旗，坐在轮椅上的周全弟举起断
臂，用颤抖的声音高喊出那句憋在心中
几十年的思念：“我是志愿军老战士周
全弟，向连队报到！”

图①：周全弟面向荣誉战旗向老连
队“报到”。

图②：官兵代表向周全弟展示连队
画册，介绍连队发展情况。

图③：周全弟与老连队官兵视频连
线。 韩 亮、唐瑞杰摄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一级伤残军人周全弟实现“寻亲”夙愿—

“我是志愿军老战士周全弟，向连队报到！”
■张 震 唐瑞杰

“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三所里战斗，我

们连战斗到只剩下 21个人，但官兵仍像钉子般牢牢地

钉在阵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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