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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美援朝战场的朴达峰阻击战

中，他孤胆冲锋、歼敌百余人，端掉敌

军营部！和平时期，他平凡淡泊，悄然

回到老家四川省岳池县农村。组织找

到他时，这位被誉为“活着的烈士”带

着 24 处伤痕，已隐功埋名回乡务农

三十三载。

为什么对自己的功劳不提不念？

他曾这样说：“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

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

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

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

雄”柴云振。

朝鲜战场上锋利的尖刀

柴云振从小家境贫寒，在地主家

当过小长工。在解放战争中他加入了

人民军队。

【为给穷人打江山 他南征北

战】

淮海战役时，柴云振加入人民解

放军 15 军 44 师 132 团，为全国解放

南征北战。

1949 年 12 月在广西，他和十几

个同志一起，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

地举手宣誓入党。在贵州毕节，他连

夜率队剿匪，深入虎穴，不费一枪一

弹，就活捉了 8个土匪。

当美军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时，1951 年，柴云振随部队在时任 15

军军长秦基伟的率领下誓师出征。5

月，这支英雄部队打响了惨烈的朴达

峰阻击战。

朴达峰在金化西南 60 多里，一

旦防线被攻破，志愿军司令部、东线

主力兵团等将受到威胁。

1951 年 5 月 30 日拂晓，美军在

猛烈的炮火和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

朴达峰进攻。敌人连续多天攻击，我

军半步不退。打到第六天，敌人军官

变得更疯狂了，赶着士兵向没有路的

山梁进攻，阵地上七连、九连全体官

兵几乎全部牺牲。

危急时刻，柴云振挺身而出。

【朴达峰阻击战 他创造战斗奇

迹】

秦基伟将军曾亲笔记下柴云振

的赫赫战功：时任八连七班长的柴云

振，将全班四人分成两组，从两侧扑

上第一个山头，打得敌人狼狈回逃。

柴云振乘势直追，出敌不意，又夺回

第二个山头，歼敌一个班……

柴云振 24 处负伤，血肉模糊，昏

倒在地，但他为后续部队争得了时

间，对巩固全营阵地起了关键作用。

此战柴云振率 3人，连续夺回 3

个山头，捣毁敌人营指挥所 1 个，歼

敌 200 余人，柴云振自己就歼敌百余

人。志愿军政治部给他记特等功一

次，授予“一级战斗英雄”，他所在连

队成为特功八连。他的事迹感染着志

愿军战士，这支英雄部队后续涌现出

了黄继光、邱少云……

和平时期他选择隐功埋名

战后的柴云振却“消失”了，庆功

会上他的英雄勋章无人领取……

【他成为一个普通的农民】

战后，柴云振被辗转送到内蒙古

包头医院治疗，与原部队失去联系。

1952 年 4月，柴云振拿着三等乙

级残废军人证书与 500 公斤粮票的

复员费，回到四川省岳池县乡下，不

提自己的功劳，踏踏实实当一个农

民。

老母亲喜出望外。她盘算好了，

500公斤粮票的复员费留着给儿子当

彩礼，给儿子娶妻生子。

没想到柴云振居然不听当妈的

话，跑去接济揭不开锅的乡亲。一位

乡亲的后人说：“他送了十斤粮票给

我爸爸，他说你家困难，去买米来吃

嘛。”

【一辈子恪守初心、保持党员本

色】

柴云振被乡亲们推选为生产小

队长、大队长。1961 年，他和社员一起

研究抗灾自救，把山坡荒芜的空地分

给社员耕种，解决群众的饥荒问题。

村民何天秀家中断炊了，柴云振

给了她几斤粮票和一些买粮的钱。何

天秀偷偷到柴家一看，柴云振一家没

有饭，只见碗里装着盐开水，大人小

孩喝得呼呼响，只有几个野菜粑粑。

改革开放时期，他带头示范，买

回两头母猪，并把母猪产下的仔猪赊

借乡亲们饲养，带领群众致富。

当了农民的柴云振对乡亲们充

满爱和热忱，以实际行动彰显守初

心、担使命的共产党员本色。

“活着的烈士”被找到

1984 年，部队终于找到了他。30

多年来，他从不说自己是英雄。

【寻找英雄 他一度不想承认】

党和国家、部队从未放弃过对柴

云振的寻找。寻人组找过山西、河北、

河南、湖北……一直找到山西阳泉，

找到从战场上救出柴云振的战友孙

洪发，得知柴云振好像是四川人。寻

人组赶紧在《四川日报》两次刊登出

《寻战斗英雄柴云振》的启事。

1984 年 9月 12日登载寻人启事

的报纸，被柴云振大儿子柴兵荣看到

了。柴兵荣告诉父亲，柴云振否认：

“不是我不是我。”

原来，柴云振本名柴云正，由于

抗美援朝期间战斗紧张，部队文书在

移交人员名册时，将“柴云正”误写为

“柴云振”。

“就是你就是你，你看打仗的地

方，就是你！”柴兵荣一脸兴奋。

柴云振连连摆摆手说：“不要给

国家增加负担。”

柴兵荣连忙说：“知道你风格高，

你不是天天想见战友吗？去看看老战

友老首长也好嘛。”

这话说到了柴云振的心坎里，他

卖了家里的一头猪，换了 100 元做路

费，来到了湖北的部队驻地。

【“活着的烈士” 永远保持先

进】

1984 年 10 月，失联 33 年的战

斗英雄柴云振终于联系上部队。柴云

正顺应历史更名为柴云振。

1985 年 10月，柴云振等战斗英

雄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35周年纪念。朝鲜朋友安排他们在朝

鲜军事博物馆参观，迎面看到特级英

雄黄继光的巨幅画像。稍后，在另一

幅绘就的战斗英雄遗像前，朝鲜朋友

解说：“这位英雄是抗美援朝第五次

战役朴达峰阻击战中的英雄烈士柴

云振！”

柴云振站在自己的“遗像”前，百

感交集。那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枪

林弹雨中，喊杀声惊天动地……

“我还活着，请把这画像给我

吧。”柴云振请求，他亲手摘下了自己

的“遗像”。朝鲜方面感慨：“你不是烈

士，你是活着的英雄！”

“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那

些牺牲的战友。”柴云振回答。

后来，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

代表与省政协委员，在三农领域提交

了多份建议，义务参加爱国主义教育

宣讲。

记得老首长请他吃饭，问他有没

有困难，柴云振这样说：“各人有双

手，我还能劳动，虽然困难也能过活，

不给国家添麻烦。”

2018 年 12 月 26 日，柴云振在

四川岳池安详离世，享年 93岁。今年

6月 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领奖

台上，柴云振大儿子柴兵荣为先父代

领“七一勋章”。柴云振的壮怀激烈，

不慕名利，永远激励人们铭记党员责

任、弘扬英雄精神。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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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

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

开……”

红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

是一个精神地标。

不折不挠 宁死不屈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

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

志是钢铁！”

1948年 6月，由于叛徒出卖，

地下党员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

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特务用

尽各种酷刑，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

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坏地下

党组织。面对严刑拷打，她始终坚贞

不屈。1949 年重庆解放前夕，满怀

对新中国无限向往，江竹筠等革命

志士壮烈牺牲。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

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初期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

中，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以

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

巨大的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影

响着许许多多的后来者。解放战争

时期，在南方局教育和培养之下成

长起来的江竹筠、陈然等共产党员，

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为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用鲜

血和生命凝结成伟大的红岩精神，

渣滓洞、白公馆都留下了他们不折

不挠、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

面对阴森的囚室、可怖的刑具，

人们不禁发问：生命诚可贵，是什么

让烈士们舍生忘死？自由价更高，是

什么让革命志士深入虎穴不惜流血

牺牲？

答案，正是信仰！

1949 年春节，渣滓洞监牢之

中，狱友们唱响革命歌曲、诵读《共

产党宣言》，如火般激情的语言饱含

哲理的智慧，让真理之光照亮了每

个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

……

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者和不幸

就义的烈士，不少人出身衣食无忧

的富裕家庭。投身革命、舍生忘死的

抉择源自“为绝大多数人奋斗”的坚

定信仰。多少年来，我们党历经艰险

磨难，没有被困难压垮，也没有被敌

人打倒。在坚定理想信念的指引下，

革命志士在荆棘丛生之地挺起腰

身，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写下悲壮

而光辉的篇章。

坚若磐石 永不变色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保

存着三块银元。年代久远，银元已经

布满岁月痕迹。

1941 年，共产党员肖林在红岩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接受党组织“下

海经商”的指示，为党的活动筹措经

费。当开办的公司完成其使命时，肖

林夫妇一次性上交约合 12 万两黄

金的结余资金和折合 1000 多万美

元的固定资产，仅留下三块银元作

为纪念。

这三块银元，见证了红岩精神

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员出淤泥而不

染、同流而不合污，严以修身、永葆

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

红岩精神之所以可贵和特殊，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诞生于中国

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革命实践中。

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党员同志们

身处特殊环境，肩负特殊任务，

既要与敌人斗争，还要结交社会

各界朋友；既要严格服从命令、遵守

纪律，又要发挥聪明才智应对复杂

局面；既要随时经受“生与死”的考

验，又要面对高官厚禄和腐朽生活

的诱惑。

面对如此种种，怎样才能保持

初心，不迷失、不变色？

纪律，约束普通人的行为；而信

仰和品格，能让人在缺少外界约束

时，坚守本色。

根据红岩烈士们狱中意见提炼

总结出的“狱中八条”，直到今天都

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这些珍贵的

纪律，是革命者用鲜血书写的忠诚，

是留给后人求解“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的答案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的警示录。

铭记精神 永远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有精神

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

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今天，在共产党人信仰的旗帜

下，在红岩精神的感召下，越来越多

人作出无悔的选择———

扎根边疆教育一线 40 余年，

师者张桂梅帮助 1800 多名女孩考

入大学走出大山。她说：“江姐是我

一生的榜样，我最爱唱的是《红梅

赞》。”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重庆市巫

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

林，为打破世代闭塞于大山的宿命，

带领乡亲们历时 7年在绝壁上凿出

一条出山路，倾尽 15 载光阴，带领

村民发家致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连续

奋战 20 多天的重庆市公安局沙坪

坝区分局丰文派出所民警潘继明突

发疾病不幸去世，年仅 51岁。这位

老党员用生命诠释了入警仪式上的

誓言：“在红岩精神指引下，为百姓

平安忠诚奉献，竭尽全力！”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

不强。革命志士和时代楷模用忠诚、

汗水，甚至生命写就的事迹，时刻提

醒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鼓舞

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红色基

因融入血脉。

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精神。我们

要大力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让红

色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宝贵

精神照亮前行之路，始终保持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我们就一定能在时代洪流中

挺立潮头、奋勇向前。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王丰

再过几天，就是冬至，冬至是个

吃饺子的日子。

俗话说“冬至大如年”，这一天，

北方人有吃饺子的习惯。为什么冬至

这天要吃饺子呢?多数“吃货”朋友恐

怕要傻眼了，只知道吃吃吃，不知道

为什么有此习俗，今天就给“吃货”朋

友们科普一下吧。

冬至吃饺子与东汉名医张仲景

有关。这可能对于伪“吃货”来说，简

直就是天方夜谭。

饺子原名“娇耳”，为东汉张仲景

首创。相传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

后，见很多劳苦百姓忍饥受饿，耳朵

都冻烂了。他便在冬至这天用羊肉、

辣椒等祛寒的药材在锅里煮，煮熟后

切碎，用面包起来，救治人们。为了纪

念张仲景，人们便在冬至这天吃“饺

子”。

冬至吃饺子，是不忘“医圣”张仲

景之恩。至今有些地方仍有“冬至不

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

在流传。

冬至又是严冬季节，人们以食取

暖，以食治病，经过数千年发展，逐渐

形成了独特的节令美食传统。

此外，因为饺子有馅，便于人们

把各种吉祥、喜气的东西包到馅里，

以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期盼。

在包饺子时，人们常常将硬币、糖、花

生、枣和栗子等包进馅里。吃到硬

币的人，来年的日子更甜美，吃到

花生的人将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

子的人将早生贵子。

饺子也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种仪式感存在着，每当过年和过节日的

时候，都会包一顿美美的饺子，让家

人朋友享受饺子满满的魅力。也让人

们能够通过吃饺子感受到来自生活

的美好和快乐。人们对饺子的热爱程

度也是非常高的，这种食物有着非常

巨大的魅力，从古至今一直流传。

这些年虽然生活改善、饮食丰

富，但合家团聚时饺子仍然是一道必

不可少的美食。家里包的饺子不仅食

材纯、味道鲜，而且总有一种说不出

的味道，吃了总让人美滋滋的回味无

穷。

饺子不论什么时候，都是一种传

统的中国美食文化。这种传统是任何

食物所代替不了的，一吃饺子就有浓

浓的人情味儿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所

以吃饺子就成为传统的节俗之一。

“七一勋章”获得者｜“活着的烈士”柴云振：深藏功名三十三载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

CHUANCHENGZHONGHUAWENHUA HONGYANGZHONGHUAWENMING

冬至是个吃饺子的日子

坚定信仰 宁死不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