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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丈夫参军时，女儿还没满月；丈
夫牺牲时，才 26 岁的她带着年幼的女
儿与年仅 3 岁的婆弟弟， 用自己柔弱
的双肩扛起所有的困难；70 多个年头，
她坚守着和丈夫的爱情誓言， 坚强地
活着，独自将女儿与弟弟抚养长大。 如
今 99 岁的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
之年去丈夫的墓地看一看……

从鹿邑籍抗美援朝烈士杨金玉

说起

杨金玉 ，1920 年 3 月出生于鹿邑
县枣集公社（今宋河镇 ）小杨湾村 ，后
被姑姑杨氏抱养，跟姑夫姓张，遂改名
张景雨。 1942 年经人介绍与安徽亳县
（今亳州）王堂村王汉芝结婚 ，时年张

景雨 22 岁，王汉芝刚满 18 岁。
1946 年， 张景雨使用杨金玉一名

参加革命，时属八路军 120 师 358 旅，
当年内战全面爆发， 部队改编为华东
野战军第十纵队，时任司令员宋时轮。
随部参加过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
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 新中国
成立后随部驻防上海。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同年 11 月
杨金玉随部入朝作战， 时属第九兵团
20 军 59 师 177 团。

“11 月 7 日抵达朝鲜江界，入朝后
乘火车沿着满浦铁路南下， 到达武坪
里后改为步行， 沿着山间小道向预定
集结地进发。 ”时任 177 团二营副营长
周文江回忆，当时部队处境十分艰难，
白天为躲避敌机轰炸不能行军， 只能

夜晚行军。
11 月 27 日，已经顺利隐蔽在长津

湖地区的 20 军 59 师 177 团， 接到的
任务是不管遇到任何困难， 必须从埋
伏点插到新兴里。 团里将阻击任务交
给了二营。 到达阻击地点不久，就与敌
人打了一场遭遇战， 时任五连三班班
长的杨金玉不幸牺牲，年仅 30 岁……

新婚一别成永诀， 妻子苦等丈夫
70 余年

1946 年的一别，对于 22 岁的王汉
芝来说，那是终生难忘的记忆。 当年送
夫参军时，女儿张殿英还没满月。 抗美
援朝战争爆发时，当时由于战事紧急，
消息很难传到家乡， 而王汉芝所在的
农村消息更加闭塞， 一开始对于丈夫
的牺牲并不知晓， 直到杨金玉牺牲 1
年多后， 才知道新婚丈夫已经长眠于
朝鲜战场，新婚一别谁想竟成了永诀，
抱着年幼的女儿等来的是一张烈士讣

告……20 多岁的王汉芝泪流满面，她
心疼自己的丈夫命太苦太短， 她心疼
女儿出生就没了父亲……太多的心
疼，让她肝肠寸断哭晕在地。

“那个年代没什么吃的，闺女与弟
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天天喊着饿。 ”
今年 99 岁的王汉芝提起当年，仍泣不
成声，家里只有一个女人挣工分，守着
两个孩子嗷嗷待哺， 所幸因是烈士家
属受到照顾， 生产队安排王汉芝到生
产队食堂做饭， 每天能悄悄揣回两个
红薯叶馒头， 便成了女儿张殿英与弟
弟张景亮填饱肚子的“美食”。

孩子们要吃饭、要上学，王汉芝就
起早贪黑挣工分，白天去干活，晚上坐
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 她把自己的伙
食省下来，拿回家给孩子加餐，把家里

能穿的衣服改小了给孩子穿， 自己冬
夏就两件衣服，拆了洗，洗了穿……

孝顺外甥女，细心照顾外婆 30 年
苦日子终于熬到头 ，女儿张殿英

长大后很争气 ， 毕业后在学校教书 ，
婚后生育几个儿女都很优秀 ，尤其是
大女儿杨明霞 ，在乡卫生院上班的她
主动接替身体不好的母亲张殿英来

照顾外婆王汉芝。 这一照顾，就是 30
年……

“我家姊妹 5 个，我是老大。 ”今年
58 岁的杨明霞告诉记者， 那个时候我
妈妈身体不是很好，外婆又年迈，弟弟
妹妹们又在县城工作， 照顾外婆的事
就落在我身上了。

日常洗头洗澡、按摩全身、梳头刷
牙，安慰她、陪伴她 ，尽量给她带来温
暖和慰藉 。 “外甥女对大妈的精心照
顾，我们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随着
孩子们都长大成家， 我们隔三岔五都
会回来这里看望她， 我们的孩子也会
经常过来，这就是家风的传承。 ”王汉
芝的侄子张海彬说。

即将过 99 岁生日的王汉芝和家
人难以释怀的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她
从未见过杨金玉 （张景雨 ）的陵墓 ，也
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 了解到近几年
我国迎回了数百名志愿军遗骸， 同时
还有一些民间组织会组织烈士后代去

朝鲜祭拜，杨明霞说，自己想通过媒体
渠道， 到朝鲜的烈士公墓寻找外公的
足迹，并进行祭拜。

“外婆已经 99 岁了 ，她活着时孤
独一生， 百年之后我们希望她能和外
公合葬， 哪怕只能带回外公坟墓上的
一把土， 也算了却老人的最后一丝念
想。 ”杨明霞哽咽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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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飞夺泸定桥牺牲的红军团长云宗连

血战长津湖烈士九旬遗孀 期望有生之年去丈夫的墓地看看

������在鹿邑县党史展览馆的第一展
厅里，悬挂着一幅中国工农红军飞夺
泸定桥时的壮烈照片。讲解员以铿锵
的声音，介绍了红军团长云宗连在此
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动人事迹，使参观
人员无不深受启发和教育。

云宗连 （1903 年~1935 年 ）是老
子故里鹿邑县产业集聚区姚庄行政

村王庄村人。他早年在冯玉祥的西北
军当兵；“宁都起义”后参加了工农红
军， 曾任红五军团 13 师 37 团团长；
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荣获 “三等
红星勋章”；在“飞夺泸定桥 ”的战斗
中壮烈牺牲，时年 32 岁。

他 1921 年，投笔从戎，在西北军
从军期间，参加了北伐战争和蒋冯中
原大战。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下野，
蒋介石实行独裁专政。冯部特种兵独
立旅旅长赵博生率部成立了“三民主
义救国军”进行反蒋。 云宗连追随其
后转战南北激战 20 多天， 后被冯部

孙连仲收编为 26 军， 开赴江西宁都
围剿革命根据地。

他们到宁都后， 时任 26 军参谋
张的赵博生 ， 积极与共产党员黄火
青、袁血卒、罗亚平等人联系，准备举
行武装起义，参加工农红军。云宗连、
刘向三、狄万福等人秘密开会积极串
联进行配合。 “宁都起义”成功后，起
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

军团。云宗连因在武装起义过程中作
出贡献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云宗连在红军第四、第五次反围
剿中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被提升为红
五军团 13 师 37 团团长 ，荣获 “三等
红星勋章”。 由于他能文能武人才难
得，中央彭扬步兵学校校长陈赓 （开
国大将）把他调到瑞金步兵学校任教
官。长征前该校更名为中央红军干部
团，陈赓任团长 ，云宗连任团机枪连
连长，享受团级干部待遇。

1935 年 5 月，毛主席朱总司令命

红军干部团和红一师为右路纵队，红
二师和五军团为左路纵队，占领泸定
桥，强渡大渡河 ，为中央红军北上长
征开路。干部团机枪连在云宗连的带
领下，开道先行首当其冲。 来到大渡
河的安顺场，掩护红一师强渡大渡河
成功后 ，干部团当即过河 ，飞速向泸
定桥进发。

5 月 29 日早晨 ， 红军 2 师 4 团
经过激战争夺泸定桥西边的阵地

后， 马上组织 22 人的突击队抢先夺
桥过河 。 对岸的敌人组织了密集的
火力网 ， 拼命封锁着桥头附近大渡
河水面 。 这时增援守桥敌人的大部
队已开赴河的东岸 ，情况万分危机 。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 陈赓带领的红
军干部团及时赶到 ， 给予敌援军迎
头痛击 。 同时他命令机枪连要坚决
迅速地消灭顽敌 ， 配合战友红四团
抢占泸定桥。

云宗连立即指挥全连战士首先

捣毁了泸定桥头两边的暗堡火力点，
又亲自带人打掉了桥头堡这个 “毒
瘤”。 敌人的防线开始崩溃。 红 4 团
22 名勇士乘机攀索铺板过河。 敌人
孤注一掷 ，作垂死地挣扎 ，把早已经
准备好的两桶柴油泼在桥头，放火筑
起了第二道防线。 云宗连眼疾手快，
立即端起冲锋枪打倒了十几名放火

的敌人 ，又只身闯入火海 ，飞起一脚
把一个装有半桶柴油的油桶踢进河

里。接着他又奋不顾身地把另一个已
经着火并将要爆炸的油桶推到桥下。
他因用力过猛 ， 身子也随之跌入河
中 ，壮烈牺牲 ，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
一首光辉的诗篇。

云宗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贡献了毕生精力 ， 他大无畏的革命
精神值得我们缅怀 、敬仰 、学习 。 我
们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听党话 、
跟党走 ， 为早日圆中国梦而努力奋
斗。 ②8

外孙女杨明霞在搀扶王汉芝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