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 年，20 岁的张明义参军入
伍就到了东北。

“我们先到了安东（今辽宁省丹
东市），在那里训练了 2 个月，每天
不断地上火车下火车。”张明义说，
他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16 军 47
师 141 团 1 营 1 连，之后他随部队渡
过鸭绿江到达朝鲜新义州。

进入朝鲜后，部队一般是白天
宿营晚上行军。“白天不敢走，一天
到晚天上的飞机不断，要么扔炸弹
要么就是机枪扫射，晚上汽车也都
不敢开灯。只要听到枪声一响，就知
道有飞机来了。”张明义至今还清晰
地记得，有一次敌人的飞机来了，他们
当时的排长站着喊大家卧倒隐蔽，

结果被飞机上的机枪扫射击中牺牲了。
张明义回忆，部队离开新义州后，先到

朝鲜西海岸一个机场驻扎了一段时间。有
关资料记载，1952 年 12 月，中国人民志愿
军 16军全军入朝参战，在安州、价川、球场
地区参加 1953 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担负
朝鲜西海岸反空降、反登陆作战任务。

张明义所在的部队是炮兵部队，他在
炮兵排，主要对付敌人的坦克。“那炮弹，15
公分的钢板可以打穿，我曾经打掉了两辆
坦克。”张明义自豪地说，战场上会经常遇
到投降的敌人，为此部队里还专门安排人
教他们简单的英语用于劝降，从政治上瓦
解他们。

“哈喽，东特必额弗雷德，三冷特威哟
佛么洛克林（Hello，don't be afraid.Surren⁃

der we will no killing！），就是说叫
他们投降，我们宽待俘虏，缴枪不
杀。”60 多年过去了，张明义现在说
起当年学的速成土味英语，依然流
利。

朝鲜停战后，部队参加维护朝
鲜停战协定斗争和帮助朝鲜人民重
建家园的工作，这时候张明义还学
了一点朝鲜话。“爸爸叫‘阿巴尼’，
妈妈叫‘阿妈尼’，飞机叫‘边机’，

‘一扫一扫’就是还有，‘阿布扫’就
是没有。”张明义说，“这也是部队里
教的，因为要和朝鲜人民打招呼交
流啊。”

1957 年，张明义随部队回国，
以上士班长复员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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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70年前，为了保卫和平、反抗侵

略，中国党和政府毅然作出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英雄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正义旗帜，同朝
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舍生忘死、浴血
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
利，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
巨大贡献。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
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
利。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
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
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
人。要深入学习宣传中国人民志愿
军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学好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牢记
初心使命，坚定必胜信念，发扬斗争
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不懈奋斗，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
（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

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主题展览”的讲
话）

10 月 19 日，在市卫计
委的家属楼里，记者走进
90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吴本
武家中，老人除了腿脚不
太好外，耳不聋眼不花，眼
睛炯炯有神，声音洪亮有
力。

吴本武出生于上世纪
30 年代初的湖北潜江，16
岁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队伍。

“那时候没有饭吃，我 8 岁的时候母亲
就去世了，只有到处打零工、放放羊，维持
生计。”吴本武陷入回忆。

入伍后，吴本武一边学习医疗知识，一
边进行日常训练。“我发现自己对当卫生员
挺感兴趣，解剖啊、生理啊、救护啊、怎么止
血啊，我就跟着学这些。”

1952 年 5 月，正在黑龙江培训的吴本
武接到命令，要求立即前往辽宁省丹东
市。“轻装上阵，身为卫生员，一个医药箱、
一个挂包、一个背包两件衣服就坐上火车

了。”到达丹东市之后吴本武才被告知是要
去朝鲜打仗，而他们的任务是往返护送伤病
员回国。

敌军用空军昼夜轰炸，切断后勤运输
线。志愿军回国伤员医疗护送队，就在这个
生死线上穿梭。

一次护送的中途，在朝鲜阳德，离中国 5
公里的地方，吴本武所在的 636 团不慎暴露
了目标，遭到敌机疯狂轰炸。炮弹在身边炸
开，阵地被炸得弹坑密布，笼罩在一阵阵浓
烟里。

“当时就震得我什么都不知道了。”炮弹
炸出来很深的一个坑，轰出来的土把吴本武
埋了起来，而旁边的战友，已经牺牲了。

谈到这些悲痛的记忆，吴本武黯然神
伤。1952 年 7 月，吴本武终于回到了祖国，
回来之后一直从事医疗工作，1993年从市卫
计委退休。

“当兵是义务，军令如山，随时做好为国
牺牲的准备，走在革命路上，没有时间多
想。”吴本武寄语青年，“活着就是幸运，和平
年代要发奋图强，更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10月 13日，记者来到抗美援朝老兵曾光廷
家中，胸章、奖章、纪念章、军装照、革命军人证
明书、立功证明书……整齐地摆放在桌面。

回忆往昔岁月，90 高龄的曾老精神一下就
抖擞了起来：“我此生最不后悔的就是入伍当
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作为军人的职
责！”

1951 年的一天，曾光廷所在的 15 军 29 师
刚跨过鸭绿江天就黑了下来。

朝鲜的冬季夜晚异常寒冷，每个人只有一
身夹棉的军装，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战场，根
本不足以御寒。“行军一停下来, 浑身都冻得发
抖，被汗水湿透的衬衣贴在后背更使人冷得难
受。”曾老回忆道。

为阻止志愿军入朝参战，敌军派遣了大批
的战斗机进入行军队伍上空，投掷了大量的照
明弹，照明弹挂在空中如同白天一样，地面一目
了然，敌机狂轰滥炸一番后，伤亡惨重且分散的
部队重新上路快速前进，天快亮时才开始宿营。

“当时战况非常激烈，子弹‘嗡嗡’地从耳边
飞过，炮弹就在身边炸开，但是我们依然得撑住
……”曾老讲述着当年残酷的战斗经历。

在上甘岭战役中，上级要求曾光廷所在
87 团担架连前往五圣山前沿 597.9 高地执行
任务。由于敌人对通往前沿阵地的道路严密
封锁，担架连又必须按时到达指定阵地，通过
封锁线时敌人的炮火十分密集，伤亡很大。

虽然任务艰巨，但战士们的斗志从未减
弱。“前面的战友不断地倒下，我的胳膊也负
了伤。凭着为战友报仇的勇气，我们终于通
过了封锁线，按时到达了阵地。”曾老说。

后来，因作战出色，加上上过学，曾光廷
成为了一名通讯员，任务是在规定时间里将
上级命令传达至连级以上的部队。在此后的
几十年里，曾光廷一直留在部队，直到退休。
从担架员、通讯员、排长、司务长……到教导
员，他始终保持着一份军人本色，无私奉献，
勇往直前。

曾老的女儿曾平说，他在家时总是念叨
着那些年战斗的事情，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心
心念着的还是自己的战友们。

摩挲着与战友泛黄的照片，曾老用颤抖
的声音缓缓地说：“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战
友黄顶善，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请联系我。”

今年 91岁的李怀舟老人，祖籍辽宁盘
锦 ，1949 年 新 婚 不 久 的 他 便 参 军 入 伍 。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李怀
舟所在的 38 军 115 师，作为第一批中国人
民志愿军赶赴朝鲜战场。

战场上，几百架敌机在空中盘旋，丢
下的照明弹使黑夜如同白天一样。朝鲜
冬天雪下得很大，“每一个人发了一块方

形的白布蒙在头上，趴在雪里和雪的颜色一样，敌人看
不到，如果暴露了，那飞机会不断地循环轰炸。”李老陷
入回忆。

尽管在战争中武器装备比较落后，但是凭着克敌制
胜、誓死力争的精神，中国志愿军把美军的一架又一架
飞机击落。

1952年 10月，上甘岭战役爆发。战役刚刚开始的时
候，李怀舟还是营里通讯班的通讯员，他所在的连一共
128 人负责驻守营地，需坚守 7 天 7 夜，条件异常艰苦。

“外面天天下大雪，就在冰天雪地里趴着，趴一会儿班长
就喊起来活动活动。”

有一次敌人在五圣山发起了攻击，而 38 军 115 师装

备只有步枪、轻机枪、重机枪，班长要求战士在敌人进入 30
米之内再开枪和扔手榴弹。“距离远了，手榴弹扔不了那么
远，装备不足，没有那么多子弹。这时候手榴弹就像雪花一
样，向山下的敌人那边撒去，敌军吓得鬼哭狼嚎，跑的跑，退
的退。”

“我们班上原有 13 个人，战后只剩下 5 个人，牺牲了 8
个。”当时李怀舟所在的 38军 115师的口号是“剩一人，也要
跟敌人拼到底”，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就
拼刺刀，扔炸药包。

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李怀舟老人泪水湿润了眼眶。
1953年 7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1955年李怀舟回

到国内，又先后驻扎旅顺、酒泉等地。他多次荣立三等功，
并获得和平鸽纪念奖章。1962 年李怀舟回到北京，1963 年
退伍到随县参加工作。

李怀舟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
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不怕流血牺牲，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可
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

如今，李老也经常会关注军事方面的讯息，他感叹祖国
发展越来越好，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劲，不惧任何国家的挑
衅，勇敢捍卫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

“自愿参军去抗美援朝！为祖国而战，是我一生
最大的光荣。”10月 22日，记者来到市中心医院家属
院内老兵张光全家中。这位已经 92 岁高龄的老战
士，口齿不再清晰，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但提起参加
抗美援朝的那段经历，他的情绪顿时有些激动，似乎
有说不完的话。

在张光全的提示下，儿子张春松从抽屉里翻出
老人珍藏的“宝贝”，用五层花布手绢细心包裹着，里
面有立功证明书、复员军人证明书和抗美援朝纪念
章等。这本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上分别记录
着，张光全在1951年10月、11月曾两次荣立三等功！

1950年 12月，22岁的随州三里岗小伙儿张光全
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应征入伍。“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作为家中的长子，我得给弟弟妹妹们带好头！”

1951 年冬季，在接受专业的军事训练后，张光
全跟随部队向朝鲜战场进发。“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 68 军 202 师 604 团 2 营 5 连的……”至今，张光全
还清晰记得自己当时所在的部队。当时正值严冬，
朝鲜气温甚至降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由于美国飞
机经常来轰炸，跨过鸭绿江的部队白天只得在丛林
中隐蔽，夜晚才开始向前线进发。“为了隐蔽，我们很

多时候不敢做饭，只能一把炒面一把雪，将就着填填肚
子。”张光全回忆，为了尽快到达战场，当时整支部队迎
风踏雪连续行军了整整 28天！

极寒之地洒热血，伤残亦无悔。张光全说，电视纪
录片里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衣着单薄，为了伏
击敌人一动不动埋伏在阵地里，在严寒中有的活生生
被冻成了“冰雕”，这些场景他在战场上都亲眼所见，回
想起这些牺牲的战友他直抹眼泪。当时战场很残酷，
很多地方积雪没过膝盖，有的甚至有一米多深。1951
年 11月 25日大反击战中，张光全踩着厚厚的积雪冲锋
陷阵，奔跑作战时跑掉了鞋子和衣物，他的手指和脚趾
因为严重冻伤被手术截掉，落下了残疾。

1952 年，张光全在朝鲜战场上因伤回国治疗。康
复后，他在国家开办的伤残军人学校接受了集中教
育。1956 年退伍后，他回家乡被分配到随县第一卫生
院（现随州市中心医院）工作直至退休。经历过浴血奋
战的张光全始终保持军人本色，虽然手指有残疾，还是
努力练习写字、打算盘等，丝毫不影响日常工作，将吃
苦耐劳作战精神体现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张光全说，
从军虽然只有短短六年，但是这些记忆和经历是一辈
子的。

“在 785.0 高地阻击战中，一天，敌人
的一发炮弹就落在我们身边，一个战友
当场死了，我右腿和右脚分别被弹片击
中，被另一个战友扶下来。”10 月 22 日，
记者来到家住随县新街镇政府院内老军
人李明海的家中，曾经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英勇负伤荣立二等功的场景，对于现
年 92岁的老军人李明海来说仍然刻骨铭
心。

“当时动员赴朝鲜抗美援朝，我主动
报名，补充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20 军 59
师 176 团，1951 年冬天特别冷，踩着冰跨
过鸭绿江到朝鲜，第二年夏天在阵地上
坚 守 了 两 个 多 月 因 负 伤 才 下 阵 地
的。”李明海说。

在他的回忆中，第一次赴朝鲜，在阵
地上一坚守就是一两个月才下阵地，确
实有过饥寒交迫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飞
机在头顶上盘旋，随时扔下炸弹，当时没
有吃的，水也送不到山上去，困难是有，
战友一个个倒在了身边，但不怕。”负伤
后，老军人李明海在辗转回国疗养了七

八个月后，他又第二次主动奔赴抗美援朝
的战场，直到 1953年停战之后才再次回到
了祖国的怀抱。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我们一个连
只有 8个人活了下来。”1944年，年仅 16岁
的李明海参加了新四军，先后参与了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还曾经在
淮海战役中荣立三等功，经历过多次生死
之战的他，说到“8”这个数字时，声音却有
些颤抖，眼眶也湿润了。

1955 年 李 明 海 复 员 后 ，1958 年 至
1962年在黑屋湾水库巡库，1962年回到家
乡新街镇墩子湾村（原名叫延安大队），陆
续当过护林员、仓库保管员，后土地承包
到户后一直在家务农。

“他回乡后，我也一直不知道他曾经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后来才陆陆续续地听说了一些他作战
的经历，最后还是我主动跑到民政部门查
阅他入伍的资料，帮他申请补办了复员
证。”时任该大队副书记的老干部李明清
提到他，一直说他从来不争不抢。

10 月 22 日，广水市应山街道办事处三里河社区
一户老宅门前，一位精神矍铄、腰板硬朗的老人正在
扫地。这位老人正是抗美援朝老兵李世伦。

李世伦出生于 1938年，12岁就成了孤儿，兄弟四
人相依为命。二哥李世高 1950 年应召入伍。1953
年，李世高所在部队遭遇美军战机轰炸，近百人丧生，
仅 5人幸存。李世高腿部受伤，侥幸逃过一劫。伤好
后没多久，他再次奔赴前线。

二哥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李世伦，他暗自下定决

心，要像二哥一样，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7 年 10 月 11 日，我正式入伍，从孝感市大悟

县出发，坐了 7天 7夜的火车，到了朝鲜。”已是耄耋之
年的李世伦字句铿锵。

“他参军的时候，我正怀着头胎，都快临盆了。”老
伴吴维英在一旁接过话茬，“但没有国，哪有家！”

到达朝鲜后，李世伦被安排到边防巡逻，驻守“三
八线”，3个班轮流值守，每个班 9个人，一个小时换一
次班。

“那里山多、水多、树多，积雪有 1米多深，人陷进
去就爬不起来了。”不到两个月，一名和李世伦同期入
伍的老乡牺牲，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了 1957 年的冬
天。

“最冷的时候，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只
要在野外待一会儿，每个人的脸颊、鼻子、耳朵上都结
上了厚厚的冰霜，头发上还挂着冰柱哩！”

漫长的“三八线”，布满了李世伦和战友们的脚
印。野外自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志愿军战士们靠
着积雪充饥，经常一夜要巡逻一百多公里。

除了日常巡逻，志愿军士兵还帮助朝鲜人民修房
子、修公路、修水库。因为表现突出，李世伦获得了

“五好战士”奖章。
1958年 10月，最后一批驻朝战士回国，李世伦回

国后，随部队驻守在河北省沧州市。
1961 年，李世伦复员返乡，和亲人团聚，过上了

幸福安稳的生活。他始终保持着在部队时的优良作
风，家虽小，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在李世伦家中，记者
看到了一沓沓荣誉证书，有《党员示范经营户》《光彩
之星》《纳税先进个人》等等。

认识李世伦的人都说，参军时，他是保家卫国的
好战士；退役后，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今年 86 岁的朱扶宏老人依然精
神矍铄，走路带风。

1952 年，刚满 18岁的朱扶宏血气
方刚，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在洛阳街
上报名参军。

朱扶宏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和
一起报名的 20 多个同袍先到襄阳集
结，然后再到广水上了闷罐车。“在广
水上车时，新兵老兵好几百号人，一路
走了 13天。”朱扶宏说。

到朝鲜的时候，上甘岭战役已经
结束了，朱扶宏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
打扫战场，清理战友的遗体。“每个牺
牲的战友身上都有一块白布，上面有
他的名字和家庭住址，专门有人把这
些刻在一块木板上，我们清理好就把
他们抬到路边摆整齐，等人送上车。”
朱扶宏说，“我们连全部去了，因为公
路都炸毁了，只能用马车把战友的遗
体运送到顺川平原去埋葬，这个工作
干了一个多月。”之后的日子里，朱扶
宏和战友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坑道修
工事。

1953 年，朱扶宏因为机智勇敢，

被抽调到侦察连当上了侦察兵。“我们的任务
就是战斗停止后，到敌人阵地边上去看看他
们的火力部署，火炮有多少，在什么位置，画
在纸上带回来。”朱扶宏说，有一次执行侦察
任务，白天已经侦察过了，晚上再去的时候带
路的朝鲜人民军走错了路，结果绊到铁丝引
爆了燃烧弹，一个班 11个人牺牲了 7个，包括
班长在内。朱扶宏也被烧伤了，至今腿上还
有伤痕。虽然受伤了，但是朱扶宏出色地完
成了侦察任务，部队给他记了三等功，在医院
治疗了半个多月后，朱扶宏当上了班长。

1957 年朱扶宏随部队回国，复员回到了
家乡。“当年一起当兵去朝鲜的兄弟们都回来
了。”回到家乡的朱扶宏依旧保持着军人本
色，各种急难险重的事他都是冲锋在前。有
一年，洛阳镇附近一个 8 岁的小男孩掉进了
堰塘，水很深很凉，围观的一百多人都不敢下
去救人。危急关头，朱扶宏跳下去了。获救
的小男孩后来当上了中学校长，几十年来没
有忘记朱老的救命之恩，每年都来探望。

身着绿军装，虽拄着拐杖，走路颤颤巍巍，但握手
时格外有力。这是抗美援朝老战士徐朝启给记者的
第一印象。

徐朝启，随县洪山镇店子河村人，1931 年 2 月出
生，1948 年 3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 年 8 月入
党，1958 年复员。先后荣获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独立
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抗美援朝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等数十枚军功章和奖章。

“我是第 66 军第 198 师第 593 团的。”徐朝启老人
说。

这也是老人对抗美援朝唯一记忆清晰的事情，随
后的采访中，他对入朝作战的时间前后矛盾不一，而
且对战争经历已记不起来。

“父亲在 1949 年参加解放荆门的战斗中，头部负
伤，现在对抗美援朝战斗的记忆已经紊乱。”徐朝启的
小儿子徐剑告诉记者。

“以前我们多次来慰问过徐朝启老战士，也了解
过一些他的经历。”洪山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杜鸿
说，“我们推测老人很可能多次入朝作战，才会出现入
朝时间前后矛盾的情形。他入朝作战时任副排长，回
国后升至连长，这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记者查询史料获悉，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6 军下
辖第 196 师、第 197 师、第 198 师，1950 年 10 月入朝作
战，先后参加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 年 3 月奉命回
国休整。1952 年 6 月，该军新组建炮兵部队入朝作
战，1953年 11月回国归建。

徐剑告诉记者，1958 年老人因病复原时，当时上
级准备将其安排至武昌造船厂或武汉一所大学任职，
但老人执意回家务农，而且一生从未向政府提出过任
何要求。“父亲最喜欢的衣服就是军装，逢年过节必然
身着军装，头戴军帽。”徐剑说，“这已成为父亲深入骨
髓的习惯。”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
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
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中国
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
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
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汇聚
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现在
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
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锻造
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英雄

们说：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
人民的和平，我们不能后退一步！这种
血性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激发
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面对
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面对各种阻力
压力，中国人民总能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总能展现大智大勇、锐意开拓进取，
“杀出一条血路”！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
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随县均川镇
永福寺村，抗美援朝老战士黄万龙唱起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将在场所有人的
思绪带回了70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

黄万龙，随县均川镇永福寺村人，1933
年 6 月出生，1949 年 7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1956年 4月复员。先后荣获解放华中
南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等。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我报名
参加，但是被‘刷’下来了。”黄万龙回忆，

“当时领导说我还不满 18岁，不能参加。”
但是黄万龙的遗憾在两年后得以弥

补。1952 年下半年，黄万龙被编入中南军
区暂编 17团，坐着火车进入朝鲜。“一起的
大约有 5个师，坐了几天几夜的闷罐火车，

途中大家都情绪高涨，反复唱着《中国人民
志愿军战歌》和《全世界人民团结紧》。”黄
万龙说，“到达驻扎地后，部队首长强调，不
准出营房，因为‘出去了以后美国人的卫星
在天上能看到你’。”

“据说我们这支部队是秘密入朝，当时
板门店谈判进入僵局，我们随时可能有战
斗任务。”黄万龙告诉记者，“在营地待了一
个多月后，我们这支部队又秘密回国。”没
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战斗，又成了他
新的遗憾。

1956 年复员后，黄万龙回到永福寺
村，担任过大队的会计、主任，还在村小学
当了近 20年的校长。“参军前没读过书，后
来在部队里读书认字、看报纸、练书法。”黄
万龙说，“虽复员 60多年，但当兵是我一生
的荣耀。”

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
致敬致敬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

这雄壮的旋律，凝结了一个民
族的集体记忆。

70 年前，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将士，肩负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
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同朝鲜
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 9 个
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
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一段彪炳史册的战争
史，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
军威，谱写出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
歌。

时光流逝，精神永存。这段悲壮的
历史，是我们永不磨灭的记忆，每一位
为国奋战的人都会被铭记。随州日报
推出抗美援朝老战士专题报道，通过他
们的故事，致敬“最可爱的人”。

致敬英雄，珍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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