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
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慷慨激昂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 至今听起来仍
让人热血沸腾。2020 年 10 月 10 日，抗美
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前夕，在西
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人员带领下，
记者来到西华县箕子台办事处程庄，见
到了参加过解放西北兰州、 抗美援朝战
争，两次荣立二等功的老兵贾兰停，共同
追忆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

贾兰停家人为记者找来了贾兰停各

个时期的纪念章、照片、证件。 这些经历
过硝烟的“宝贝”，仿佛让人亲切地触摸
到了战争脉动， 使人产生一种对英雄的
崇敬。

贾兰停所部属原第一野战军 19 兵
团 65 军 193 师 578 团。 从 1949 年 4 月
参加解放军， 到 1955 年 12 月领到复员
军人证明书， 激情燃烧的军营生活在他
脑海里历历在目。 敌人的刺刀以及炮弹
飞片，在贾兰停腰上、手上、脸上留有多
处伤疤，甚至在他心脏附近，至今仍有一
粒弹片未能取出。检查身体时，贾兰停心
脏附近的弹片在 CT 片上 “亮晶晶”，幻
化成最隐秘的血色记忆。

身材魁梧，战场上的重机枪射手、93
岁的铁汉贾兰停讲到惨烈处， 不禁潸然
泪下。

解放兰州 “轻伤”不下
火线

1949 年 8 月，贾兰停所属解放军部
队兵临西北重镇兰州， 向最凶残最顽固
的马步芳集团进攻， 主要负责进攻马家
山一带。

兰州城防工程坚固，易守难攻。贾兰
停在连队担任重机枪射手， 由于重机枪
太笨重，攻城派不上用场，他主动报名要
求进入步兵连拿起步枪冲锋陷阵。

贾兰停说：“战前，部队首长向战士
们下达了命令，坚决拿下兰州，做好和敌
人拼刺刀的准备。 ”

就在解放军攻克马家山进入兰州

时，敌我双方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采访
时，九旬老人贾兰停站起来，给众人做了
几个标准的拼刺刀动作。 他激动地说：
“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满脑子想
的都是如何把敌人干掉。这次战斗中，我
负伤了。 敌人刺中了我腰部。 ”他掀开衣
服，很明显可见到一块刀伤。在贾兰停眉
毛处，也有被刺刀划过留下的伤疤。生死
一线间，如果刺刀稍微偏一点，后果不堪
设想。

“轻伤 ”不下火线 ，战斗持续了几
天。往日的刀光剑影重现眼前，贾兰停比
划着说：“那时年轻劲大，一次拼刺刀时，
我看准前面的敌人， 一刺刀下去把他戳
趴下了。突然我感觉后面不对劲，来不及
多想，刺刀赶紧往后一捅，又撂倒一个家
伙。这时候谁也不客气，都往死里扎。”战
场，一个你死我活的地方，容不得半点怜
悯，不能有丝毫马虎。 战斗中，贾兰停多
处被刺伤，但也消灭了几个敌人。

打扫战场时， 贾兰停成了血人，腿
部流的血在被扎破的裤子上都凝固了，
而他全然不知，也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

据记载，解放兰州，是第一野战军
1949 年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
也是解放大西北中最关键、 最激烈的决
战，敌人被歼灭 4 万多人，我方也有万余
人伤亡。

在多次的惨烈战斗中， 贾兰停许多
战友牺牲，他也身负重伤，被安排进了野
战医院。

曙光在眼前！兰州战役 1949 年 8 月
26 日结束， 此时距离 10 月 1 日建国不
远了！

说到这，贾兰停遗憾地说：“1949 年

10 月 1 日，全国欢腾。 我们那里到处是
扭秧歌的群众， 街上锣鼓喧天、 热闹非
凡。让我恼火的是，我腰上被敌人刺刀捅
的伤口还没愈合，那天我高兴得很，也没
能扭上秧歌！ 晚上， 我兴奋得一夜没睡
觉。高兴啊！共产党领导咱们拼杀那么多
年， 终于建立了政权， 能不高兴吗？ ”
对于战斗的每个细节，贾兰停记忆犹新，
1949 年 10 月 1 日， 在医院养伤的经历
更让他终生难忘。

虽然因伤未能在 1949 年建国时扭
秧歌， 但贾兰停却收获了二等战功的奖
励。 从那时起， 贾兰停就渴望加入共产
党，并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征战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党领导下的
军队就是要打破一切套在劳苦大众身上

的枷锁，让人民翻身得解放！他不能愧对
解放军战士这个光荣的称号。

在医院养伤漫长而枯燥。 此时，他
所在部队已进军宁夏。伤好后，他和战友
急切要求归队并得到批准。 只有在人民
军队这个大家庭里，他才感觉最温暖。

归队后， 让贾兰停想不到的是，迎
接他的是更加残酷的挑战， 面对的是更
大的帝国主义“老虎”。

三八线上立战功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这首旋律优美的电影《上甘岭》插
曲《我的祖国》，很明确地告诉大家：“朋
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
的有猎枪。 ”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 ，以美国为
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把战火烧到了鸭绿
江畔。新中国成立不久，各方面都存在严
重困难的情况下 ，1950 年 10 月仍然组
建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正义之战。

1951 年初，贾兰停所在部队变更为

志愿军番号，秘密奔赴抗美援朝前线。
让世界震惊的抗美援朝战争，即便对

时下的中老年人来说，所能了解的大多也
是从《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等电影
上看到的故事。 从故事片中可以知道，中
国人民志愿军为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嚣张

气焰，先后组织过五次战役。 贾兰停参加
的战斗就是在第五次战役打响时。

奔赴前线，战士们全靠双腿。 由于
日夜兼程，长途行军睡眠不足，行军时最
难受的是打瞌睡。

贾兰停讲了一个行军中的故事 ：
“实在又饿又困了，有时我就拽着驮运物
资的战马的尾巴往前走， 一边走一边闭
着眼时不时迷瞪一会儿。有一回，我突然
感觉腰部发凉，睁开眼一看，原来部队在
过一个小河。我实在犯困，拉着马尾巴行
军时睡着了，也跟着马到了河中间。 ”这
件事听起来可笑，想起来让人心酸流泪。

战争的残酷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
除了疲劳， 贾兰停和所有志愿军战士一
样，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当时美国空中力量强大， 敌机经常
巡逻，要么飞机扔炸弹，要么炮弹从远处
呼啸而来。 贾兰停随部队入朝后十多天
里，每天都是晚上行军，白天隐蔽。 为保
存实力， 志愿军战士不得不在野外挖防
空洞。说是防空洞，其实就是个半人深的
凹坑，人蹲在里面，作为白天战斗、藏身
的地方。

“朝鲜天气冷得很，土层冻有半尺
厚，一镐头下去，冰块直往脸上冲。 挖了
半天，才露出土层，一人掏个大坑，还可
以在里面休息。 我经验多，力气大，挖得
快，挖完后，每天都要帮三四个战友挖防
空洞。 ”贾兰停说。

异国他乡， 战友情显得特别亲切。
大家被贾兰停的事迹感动， 都向上级反
映给他评功。贾兰停自幼贫寒，八九岁时

丧母，十几岁时因为生活所迫，光着脚丫
远走他乡当兵。在他眼里，多干点重活又
算什么呢？

渡过临津江，就是三八线，敌人在
江里放置很多水雷， 一些志愿军士兵当
场被炸，非常危险。 作为重机枪手，贾兰
停就是一个重机枪组的核心。过河前，他
就给重机枪组的战士开个小会， 叮嘱大
家跟着他过河。个子较高的贾兰停，走在
小组的最前面，试探着江水的深浅，躲开
江中的水雷，双手举着重机枪部件，曲曲
折折，终于全部安全上岸。

部队推进至三八线接防， 敌人的飞
机很让人头疼。志愿军缺少高射武器，只
好用机枪对空反击。飞机一来，全连机枪
一起瞄准射击，见到飞机冒黑烟，大家都
兴奋不已。

一天， 敌人多架飞机往志愿军阵地
扔下重磅炸弹， 贾兰停重机枪组正中一
颗炸弹。只听一阵巨响，贾兰停被摔出很
远。过了好一阵，他睁眼一看，满目惨烈：
机枪被炸飞，弹药手当场被炸成两截。他
被弹片击伤左手， 大拇指和食指差点被
削掉，鲜血直流，打红了眼的贾兰停不得
不连走带爬退下战场。后来，贾兰停被炸
伤的左手，经医生努力挽救，虽然没有被
截肢，但留下了后遗症，左手大拇指和食
指不能正常活动。

“比起牺牲的战友， 我已经很幸运
了。 战场上看到那么多同志被截肢甚至
牺牲，真的很伤心。活生生发生在眼前的
事，怎么可能忘掉呢？”对贾兰停来说，炮
火与硝烟永远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抗美援朝战场上，大量志愿军战士
牺牲在异国他乡， 甚至包括毛主席的儿
子毛岸英。 战争中也涌现出众多英雄人
物，如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但更多的
是像贾兰停这样默默无闻、 舍生忘死的
无名英雄。

由于贾兰停在战场上出色的表现，
被评为二等战功， 后来又被安排到部队

学习文化知识，直至 1955 年复员回乡。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扬

眉吐气走向复兴之战， 打出了中国人民
的国威和军威。 喜看今朝，神州大地，已
是强大祖国，到处有和平的阳光。

死神多次与贾兰停打个招呼又擦肩

而过。 如今，93 岁的他子孙满堂，享受着
幸福的晚年。

怀念昔日战友的同时，贾兰停更自
豪于祖国的日益强大。闲暇之余，他时常
告诉子孙， 如今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辈
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自己全身的伤疤
就是无声的语言， 它可以告诉大家所有
答案。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 贾兰停终于可
以静下心来，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
卷云舒，也衷心祝愿他，生活像客厅里对
联写的那样 ，“厚德载福寿 ， 和气致瑞
祥”！ 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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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线上逞英豪
———访西华县抗美援朝参战老兵贾兰停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开栏的话: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70 年前，一场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点

燃新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激发起全民族的战斗意志，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暴，浴
血奋战，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利益，做出巨大贡献。当年，大批周口青年踊跃参军，
以身许国，或以各种形式支援前线，至今，我市还有一批健在的参战老兵，默默无闻，
安度晚年。 时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70 周年， 为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
神， 激励和动员全市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继往开来，决战决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汇聚强大正能量，本报即日起寻访部分周口籍入朝参战老兵，听听英雄们跨越半个
世纪的故事，重温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青年贾兰停

贾兰停近照

加强监督向河道污染亮剑
������本报讯 “李主任，谢谢您们和张明
乡纪委关注河道治理， 改善我们的生
活环境。 ”10 月 15 日早上，商水县纪委
监委第八执纪协助区主任李金柱接到

了张明乡尚集行政村干部尚相来的电

话。

10 月 10 日，县纪委监委第八执纪
协助区、 张明乡纪委工作人员在监督
检查过程中， 发现大路李灌区二干渠
河道流经张明乡尚集段有秸秆、 垃圾
等漂浮物，导致下游河水变黑变臭。 工
作人员随即向李金柱汇报，李金柱实地

查看后， 给张明乡下发了监察建议书，
要求清除河道内的秸秆、 垃圾等漂浮
物，打造碧水蓝天。

根据监察建议，乡党委、乡政府出
动大型挖掘机实施河道清淤工程，打捞
河面漂浮物，并对河岸的野草、埋没垃
圾进行挖掘清运， 极大改善了河道流
域“脏、乱、差”现象 ，有效提升流域水
质。 尚集村村民田小航说：“以前河道
没有治理，水很黑，空气是臭的，现在水

变清了，空气也变甜了。 ”
张明乡党委书记胡金旗表示 ，他

们将加强巡查管理，加大宣传力度，设
立举报热线、警示牌，禁止出现向河道
内和周围倾倒生活及建筑垃圾的现

象，同时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如所属工
作点、 行政村因工作不力导致问题反
弹，将由乡纪委实行责任追究，严肃问
责。 ③２

（胡书广）

“要确保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
������本报讯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尹
庆华）“你好，我是县纪委陈晓辉，请问
你认为这家医院医护人员的服务态

度、工作效率怎么样？ 你是否满意？ ”
“我们是来参加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的， 医院给俺全免费， 服务态度还很
好，俺们非常满意！ ”

10 月 14 日上午，商水县纪委监委
派驻第八纪检监察组组长陈晓辉到县

妇幼二院暗访时， 向刚刚走出医院大

门的一对夫妻进行随机走访。
2020 年，针对妇幼等重点人群，河

南省继续将妇女“两癌”（乳腺癌、宫颈
癌）筛查、孕产妇产前筛查、新生儿“两
病”筛查、新生儿听力筛查等重大公共
卫生干预项目纳入省重点民生实事重

点推进工作。 为切实发挥纪委监委监
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推动
这项民生实事抓实抓好， 陈晓辉常常
轻车简从，采取不打招呼、不定时间 、

不要陪同、直达现场的“三不一直 ”督
查方式，到县妇幼一院、二院实地督查
妇幼保健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陈组长你好，欢迎您前来指导工
作！ 我陪您到科室转转……”闻讯赶来
的二院院长李庆锋向陈晓辉打招呼。

“不需要 ，你在办公室等我吧 ，我
一会再过去听汇报。 ”陈晓辉有点不近
人情地回复。

从一楼大厅预检分诊处到检验

室，再到彩超室，陈晓辉每到一处 ，详
细询问值班人员接诊情况、服务流程、
操作规范； 征求现场就诊群众的意见
和建议。

大约 40 分钟后， 陈晓辉才来到李
庆锋办公室听取汇报， 首先对妇幼二
院民生实事落实情况表示肯定， 要求
二院务必建立健全工作台账， 强化风
险管理，规范操作程序，确保各项民生
实事扎实开展，确保群众满意。

“民生实事关乎民生， 民生连着民
心，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纪检
监察机关，我们将持续立足监督首责，以
督促落实持续传导压力， 对在落实民生
实事政策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违
纪违法问题必将严肃查处， 推动各项惠
民政策措施落地落实， 确保民生实事办
实办好。 ”陈晓辉表示。 ③２

硬手腕打通断头路 办实事为民谋幸福
�����本报讯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王明
见 孙学锋）“眼看着村口这座违建房屋
拆除了， 我们村这条困扰村民十几年的
断头路只用三天就修通了， 俺们老百姓
心里真是高兴！现在路口宽敞了，我们接
送孩子出行都方便了，道路宽敞了，我们
群众心里也亮堂了！ ”昨日，商水县东城
区倪庄村村民王汉林、王毛、胡三妮等人
拉着商水县倪庄村重点村居集中整治工

作组组长、 商水县纪委监委第二协作区
主任袁宏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袁主任，咱们工作组打通了我们学
校门前的这条卡脖子路， 也修通了我们
老百姓心中通往幸福的路。”倪庄学校校
长马银玲也为工作组竖起了大拇指。

在倪庄村学校和村室前，有一条宽
敞的大道直通省道，可惜的是，这条大
道在村口处犹如患了“肠梗阻”，被村民
胡凯的违建房屋堵塞为“断头路”，这条
断头路不仅影响村民出行，更由于违建
房屋影响视线，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自从商水县重点村居集中整治工作组

入驻倪庄村以来， 袁宏组长就特别强
调：打通“断头路”，拆除违章建筑，得下
“硬茬”。为此，工作组开路先“除障”，把
监督执纪挺在最前沿，从严监督执纪问
责，为破除这一“顽疾”提供纪律保证。

袁宏带领东城办事处纪委工作人

员孙学锋、倪庄村支书高峰等工作人员
带着卷尺等测量工具来到胡凯家，与胡
凯一起丈量其宅基地，落实其侵占公共
用地 ３米宽、１０ 米长的违规事实。

“胡凯，你违规侵占公共用地多年，
严重影响村民出行安全，根据相关法规
要求，希望你主动配合，自觉拆除违章
建筑，否则后果自负！”袁宏义正辞严地
警告胡凯。

“请领导放心，我今天就动手拆除，

以前我做得不对， 今后我一定加强学
习，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胡凯说
到做到，当天就拆除了违章建筑。 工作
组迅速联系车辆清除建筑垃圾，铺上了
水泥路面。

“大家放心 ，我们打通这条断头
路后 ， 还要把对面的废坑塘填平 ，为
咱们村建起文化广场 ，大家农闲时唱
唱歌跳跳舞 ，接送学生时还能把三轮
车停放到指定位置 ，我们倪庄村学校
门前再也不会堵塞了 ，欢迎大家积极
提供其他违纪违规线索 ，更欢迎大家
为咱们村的发展献计献策 ，相信我们
倪庄村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 ”袁
宏的即席讲话赢得了现场群众的阵

阵掌声 。 ③２

����近日 ， 媒体曝光的一批台湾间谍
窃密案件引发社会关注 。 这批案件
的破获 ， 是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实施
的 “2020—迅雷行动 ” 的战果之一 ，
也是继 “ 2018—雷霆行动 ” 之后 ，
国家安全机关针对台湾当局及其间

谍情报机关的又一次重拳出击。
这些案件中 ， 有的是 “台独 ”

势力为捞 取政治资本插手香港事

务 ， 煽动蛊惑 、 刺探情报 ； 有的是
“台独 ” 分子在海外造谣丑化祖国大
陆形象 ， 挑拨离间祖国大陆与其他
国家外交关系 ， 为台湾当局拓展所
谓 “国际空间 ”； 还有的是间谍以公
开掩护秘密 ， 以合法掩护非法 ， 或
潜入学术会议 ， 或结交相关人员 ，
堂而皇之替台湾间谍情报机构套取

情报。
据统计 ， 此次 “ 2020—迅雷行

动 ” 共破获数百起台湾间谍窃密案
件 ， 打掉多个台湾间谍情报机关针
对祖国大陆布建的间谍情报网络 。
从 “2018—雷霆行动 ” 破获的百余
起 ， 到今年的数百起 ， 案件数量快
速攀升的背后 ， 是岛内 “台独 ” 分
裂势力加紧勾连外部反华势力的疯

狂举动。
近年来 ， 台湾情治部门已日益

沦为民进党当局党同伐异 、 铲除异
己 、 推动 “台独 ” 路线的工具 。 对
内 ， 从所谓的 “国安五法 ” 到 “反
渗透法 ”， 民进党当局大搞 “绿色恐
怖 ”， 不断以各种方式威胁 、 恐吓 ，
甚至惩罚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 ，

限缩 、 打压两岸正常交流交往 ； 对
外 ， 勾连外部势力的小动作不断 ，
沦为任人摆布的牵线木偶 ， 只为换
取美西方一时的怂恿和支持。

“台独 ” 是绝路一条 ， 为虎作
伥者更不会有好下场 。 解决台湾问
题 、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 是大势所
趋 、 民心所向 ， 任何分裂祖国的活
动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和全体中华

儿女的坚决反对 。 “台独 ” 分裂势
力的种种行径 ， 与中华民族的根本
利益背道而驰 ， 与包括台湾同胞在
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 ，
注定不会得逞 ， 其结局只能是粉身
碎骨、 身败名裂。

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 台
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 广大台
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 ， 要做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 历史潮流 ， 浩
浩荡荡 ， 无论那些 “台独 ” 势力使
出什么谋 “独 ” 花招 ， 都只是徒劳 ；
无论他们与外国势力如何勾连表

演 ， 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 我们愿意为和
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 ， 但我们绝不
给任何形式的 “台独 ” 分裂活动留
下任何空间 。 我们也相信 ， 越来越
多的台湾同胞会认清 “台独 ” 势力
包藏的祸心 ， 坚守历史正道和民族
大义 ， 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
未来 。

（原载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 《人
民日报》）

�������绝不给“台独”
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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