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任穷尧廖汉生尧张震三
位开国将军曾撰文如此评价
宋时轮将军院野他既是一位功
勋卓著的战将袁又是一位军事
教育训练专家尧军事科技研究
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和造诣颇
深的军事理论学者袁对革命战
争和我军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遥 冶将野功勋卓著的战将冶野军
事教育训练专家冶野军事科技
研究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冶野造
诣颇深的军事理论学者冶这些
称谓串联起来袁宋时轮野一代
儒将冶的形象便鲜活地跃然于
人们眼前遥

1932年 7月袁红一方面军
主力在广东南雄发起水口战
役袁击溃了粤军 15个团遥 在这
场罕见的战役中袁宋时轮率领
独立第 3 师驰援处境一度十
分危急的红 5军团袁带领部队
英勇拼杀袁与兄弟部队一起沉
重打击了南进的粤军袁基本稳
定了中央苏区南翼遥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
后来回忆院战场上野尸横遍野冶袁野河沟里的水泛着
红色冶袁野双方伤亡之大袁战场景象之惨烈袁为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冶遥

1933年 2月第四次反野围剿冶斗争中袁在江
西宜黄的黄陂地区袁宋时轮指挥所部与兄弟部队
并肩作战袁一举全歼国民党军第 52师袁俘敌师长
李明遥随后袁他又率部连续作战袁歼灭国民党军第
59师并俘敌师长陈时骥遥 黄陂一仗共歼敌近两
个师袁俘敌近万人遥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袁
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院野惟此次挫失袁凄惨异
常袁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遥 冶

1948年 6月中旬袁粟裕决定首先攻占开封袁
之后聚歼援敌遥 为配合开封战役袁宋时轮奉命率
华野第 10纵队进到河南上蔡地区袁 协同中原野
战军一部袁阻击由平汉路东侧北进的蒋军胡琏兵
团袁与敌血战 6昼夜袁保障了开封之战的胜利遥紧
接着袁为保证华野主力消灭河南睢县尧杞县地区
的区寿年兵团袁 他又率部进入杞县城遥 6月 29
日袁被称为蒋军野五大主力冶之一的邱清泉兵团之
第 5师尧 第 70师向杞县城东南的桃林岗阵地发
起攻击袁宋时轮指挥部队顽强阻击袁经过 7昼夜
激战袁歼敌 5000余人袁受到了华野首长的高度评
价遥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袁宋时轮被任命志愿军
第 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袁率部赴朝作战遥 在北京
面见毛泽东时袁毛泽东风趣地对宋时轮说院野我不
会遥控你袁我们要你去朝鲜袁是用人之长袁你要对
付的是美国陆战第 1师冶遥在入朝之前袁宋时轮要
求部队大力研究美军的战术特点袁不断提高我军
指挥员的军事素质袁要把纸老虎当铁老虎打遥 他
给团以上干部作报告袁 介绍美军的战术特点袁讲
解我军对美军作战的战术要领遥 在他的指导下袁
兵团各级指挥员的军事素质迅速提高袁为作战胜
利提供了重要保证遥 1950年 11月 7日袁第 9兵
团第 20尧26尧27军在夜幕下隐蔽入朝袁 徒步穿行
于高山密林中遥21日袁15万人秘密集结到长津湖
等地区袁在美军眼皮底下而未被发现袁后被西方
军事学家称为野当代战争史奇迹之一冶遥此时天降
大雪袁到 27日志愿军发动进攻时袁气温降到零下
40多摄氏度遥 是役袁第 9兵团第 27军全歼野联合
国军冶美第 7师第 31团渊加强团冤袁创造了我军有
史以来唯一一次消灭美军建制团的纪录遥在第二
次战役中指挥东线作战袁共歼敌 1.39万余人袁给
美野王牌军冶陆战第 1师以沉重打击遥 毛泽东盛
赞院第 9兵团野在极困难条件之下袁完成了巨大的
战略任务冶遥

宋时轮征战一生袁 有着爱兵如子的名将风
范遥抗美援朝初期袁由于美军的封锁袁后勤供应不
上袁部队严重缺粮袁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稀饭袁
不少战士得了浮肿病尧夜盲症遥 宋时轮得知情况
后痛心地说院野绝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浴 冶
他采取各种措施袁 想尽一切办法让干部战士吃
饱遥 悲壮的长津湖之战中袁第 27军 80师 242团
第 5连袁除一名掉队者和一个通信员之外袁全连
干部战士呈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袁这成为
将军心中永远的痛遥 1952年 9月袁第 9兵团从朝
鲜回国袁车行至鸭绿江边袁宋时轮要求司机停车袁
下车后他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袁 然后脱帽弯
腰袁深深鞠躬遥 当他抬起头来时袁警卫员发现袁满
头花白的将军已是泪流满面袁不能自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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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党院
信念弥坚袁忠贞不渝遥徐向

前一生始终坚守着共产主义的
崇高理想袁信党尧爱党袁坚定不
移地跟党走遥

1924年 4月袁已在黑暗中
求索多年的徐向前袁 怀抱救国
救民的理想袁 考入黄埔军校第
一期遥当时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
义两种思潮在中国大地上相互
激荡袁徐向前一时难以抉择遥为
了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袁 他广
泛阅读各种书刊袁 包括马列著
作和进步刊物袁 同时在辗转大
江南北的军旅生涯中袁 对国共
两党的主义和行动反复进行观
察尧比较袁终于思想认识产生了
飞跃袁认定野三民主义不如共产
主义冶袁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袁他
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遥不久袁
他又把名字由野象谦冶改成野向
前冶袁表明自己为党的事业奋勇
向前尧永不回头的决心遥此后的
60多年里袁他忠实地践行着自
己的入党誓言袁生命不息袁奋斗
不止遥 1990年 8月袁他病重住
院期间袁 还不忘叮嘱子女院野我
死后袁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袁言
行一致袁说到做到浴 冶表现了一
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的
事业的无限深情和坚定信念浴

爱军院
殚精竭虑袁顾全大局遥作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
一袁 徐向前对人民军队有着深
厚的感情袁 像爱护生命一样爱
护军队的团结遥

1929年 6月袁徐向前受中
央军委派遣袁来到鄂豫皖苏区遥
他积极发展壮大红军队伍袁在
不到两年时间里袁 把 300多人
的农民武装带成拥有 4万人枪
的红军劲旅遥同时他与戴克敏尧
曹学楷一起袁 共同研究提出六
条游击战术袁以野保存自己尧消
灭敌人冶 为基本原则开展军事
斗争袁并与野立三路线冶令红军
包围和攻打武汉的 野左冶 倾错
误袁及张国焘野攻打安庆袁威胁
南京冶 的冒险计划进行了有理
有节的斗争袁 确保了红军力量
不断发展壮大遥 红四方面军西
征期间袁 他驳斥张国焘分散游
击的主张袁 指挥部队在漫川关
胜利突围袁保存了主力袁开辟了
川陕根据地袁 红四军发展到 8
万人遥

长征途中袁 张国焘自恃枪
多人众袁 与中央的北进计划相
对抗袁并于 1935年 9月 9日密
电陈昌浩院劝毛泽东尧周恩来尧
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袁 若毛
周张不听劝告袁应监视其行动曰
若坚持北进袁 则应彻底开展党
内斗争遥 毛泽东得知这一信息
后袁当机立断袁率红三军尧军委
纵队和红军大学连夜离开驻
地袁向俄界进发遥 第二天早晨袁
徐向前刚刚起床袁 就有人慌慌
张张前来报告院 叶剑英参谋长
不见了袁 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
不见了遥 徐向前和陈昌浩一下
子懵了袁但当听到野打不打冶的
请示时袁徐向前立即清醒过来袁
果断地说院野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道理浴叫他们听指挥袁无论如何
不能打遥 冶关键时刻袁徐向前凭
着坚强的党性原则袁顾全大局袁
稳住了阵势袁 避免了一场自己
人打自己人的灾难袁 保护了党

中央的安全袁 维护了红军的团
结遥

爱兵院
情同手足袁生死与共遥徐向

前平常话语不多袁 但却平易近
人袁 要求各级指挥员真正成为
士兵的知心朋友袁 与士兵打成
一片遥红军时期的每次战斗袁他
都是身先士卒袁带头冲锋遥后来
职务高了袁率领的部队多了袁也
是每战必亲临前线观察敌情袁
采取最恰当的进攻方式袁 尽一
切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伤亡遥

1948年 3月袁临汾战役打
响后袁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运用
炮火轰击未能炸开城墙袁 前线
指挥员打电话请示徐向前袁要
求搭云梯袁实行强攻遥徐向前考
虑到用这个办法攻城袁 会给部
队造成很大的伤亡袁 没有同意
前线指挥员的请求遥后来袁部队
改用坑道爆破攻城袁 取得了成
功遥

临汾战役期间袁 敌军为阻
止我军进攻袁 竟丧心病狂地向
阵地投射毒气弹遥 战火平息的
间隙袁 作为前线指挥部司令员
的徐向前亲自来到前沿阵地袁
深入指战员中间袁 戴着口罩与
官兵们一起席地而坐袁 深深地
感动了每一名官兵袁 极大地鼓
舞了士气遥

徐向前曾讲院野我们要把战
士看成我们的亲兄弟袁 当作自
己的亲生儿女一样爱护遥 不许
蛮干袁不讲战术袁造成不必要的
伤亡遥冶他还要求政治部门开展
爱兵教育袁 干部做士兵的表率
和知心朋友遥 他认为袁 只有这
样袁野才能把士兵带好袁 才能使
各个出身不同尧 性格不同的战
士袁变成一个战斗的整体袁部队
才能有真正的战斗力遥冶徐向前
始终像父兄般关爱自己的部
属袁 也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衷
心爱戴浴 他率领的部队所向披
靡尧战功卓著袁这与部队内部官
兵一致尧上下团结分不开的遥

唐春华

“布衣元帅”徐向前
徐向前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袁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尧军事家遥他既慎思断行尧沉着冷静尧

敢打必胜袁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袁又生活简朴尧平易近人尧心怀大爱袁用爱党尧爱军尧爱兵的实际行
动成就了野布衣元帅冶的大爱人生遥

遗
失
声
明

绎瑞金市泽覃乡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遗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袁 注册号 :360781NA000054X袁 特此声
明遥

绎谢坊初中教师谢丽芳 (身份证号 :
362101197403170686)持有的专业技术等级
岗位聘任证书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龙珠假日大酒店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壹张袁发票代码:3600173320袁发票
号码:04006886袁特此声明遥

绎刘桂华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 本 遗 失 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92360781MA35TIMD40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6805132617号渊黄晓明冤身份证遗
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江西五洲电气设备有限公司遗失人
民银 行颁发的 开户许可证 袁 账 号 :
630220807200015袁核准号 :J4297000441301,
声明作废遥

绎谢桑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
本 遗 失 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92360781MA35MHIT72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星空网吧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袁注册号院360781310001604袁特此声明遥

绎于都县罗坳镇福瑞石材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袁注册号院360731600271131袁特此
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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