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是一座经历战火烽烟淬炼的红色城市。以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为代表的“常州三杰”，为图救国存亡，甘洒热血；陈毅、栗裕在这里开辟了新四军抗日根据地，4900多名革命烈士
的忠魂在这里长眠，铮铮铁骨筑成的红色基因在这里传承，中国共产党人可歌可泣的革命历程在这里凝固。最近几十年间，我市依然涌现出20多名烈士，他们有训练场上为国捐躯的军人，
有为救学生献出生命的老师，有执行任务牺牲的公安干警、消防官兵，也有生死关头舍身取义的大学生……他们是龙城的好儿女、时代的楷模、精神的丰碑。

英烈已逝，浩气长存。去年下半年以来，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我身边的英烈”主题作品征集活动，引导广大群众讲述英烈故事、感悟英烈情怀、传承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
脉，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烈、捍卫英烈、学习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活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各相关部门和各地群众积极响应。

我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各烈士陵园积极开展这一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支持和群众参与，为我市百年党史教育写下浓重的一笔。

——““我身边的英烈我身边的英烈””主题征集活动特辑主题征集活动特辑

讲好红色故事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伟大精神传承伟大精神

□张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天宁大队直属中队）

徐佩俊，生前为常州市公安
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天宁大队民
警，工作认真负责，严于律己，深
受群众好评。2010年2月3日徐
佩俊在执勤时，不幸身负重伤，经
全力抢救无效，因公殉职，年仅
25岁。一位有志青年，刚刚踏上
他心爱的工作岗位仅仅3个月，
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徐佩俊，1985年 4月生，是
一位普通的交通民警，2009年以
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国刑警学
院。同年8月，他参加了为期4
个月的新民警首任培训。培训期
间，徐佩俊学习认真、训练刻苦、
遵章守法、严格要求，以过硬的业
务知识和实战技能，迅速成为一
名合格的交警，被评为优秀学员。

2009年 12月，分配至公安交
通巡逻警察支队天宁大队六中队
后，徐佩俊主动请缨，要求到最艰苦
的丽华路中吴大道路口接受锻炼。
他爱岗敬业，勤奋好学，刻苦钻研，
奋战在交通管理第一线，用最短的
时间掌握了保民平安的技能和本

领，为道路平安畅通做出了贡献，被
群众称为中吴大道上“最帅交警”。

入职虽短暂，徐佩俊却为他深
爱的岗位贡献了满腔热血，树立了
人民好警察的光辉形象。他曾在日
记中写道：“每一次看见司机冲我微
笑、向我敬礼，心里就会有一种自豪
感。我们在风中忍受着寒冷带给我
们身体的痛楚，我们在灰土中埋葬
着美丽而短暂的青春，我们没有怨
言，也没有悔恨。”

就在事发前的晚上，他还在博
客中写道：“站在雨中指挥交通，很
开心。”正是出于对公安交通管理工
作的热爱，徐佩俊严格执法，临危不
惧，敢于同交通违法行为作斗争，用
自己火热的青春诠释了入警时的铮
铮誓言。

2014年4月2日上午，徐佩俊
生前工作的原天宁丽华岗被正式命
名为“佩俊岗”。

徐佩俊：殉职于深爱的交警岗位上

□缪晨康（金坛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在常州市金坛区烈士陵园内
有这样一座烈士墓，记载着一位
年轻消防员的生平。他叫毕昇，
原金坛水北镇水北集镇人。

2003年 12月，毕昇如愿进
入新疆乌鲁木齐陆军学院服役，
2005年，退役回到家乡，成为武
进区湟里专职消防队的一名合同
制消防员。入职3年多，他参加
各种灭火和抢险救援达280余
次，抢救遇险遇难群众16人，多
次被常州市消防支队评为“优秀
合同制消防队员”。

2011年6月11日上午，武进
区嘉泽镇中岳锻造厂通天塔突发

火情，15米高的通天塔有6个人被
困。面对险情，毕昇只说了一句“我

上！”就熟练地佩戴上了空气呼吸
器，沿着楼梯爬上通天塔。他身手
敏捷地通过塔身的钢梯爬上塔顶，
带着氧气瓶、防毒面罩的毕昇艰难
地背起一名被困人员下到房顶，又
迅速爬上钢质外沿背下第二名被困
人员，随后又拉出第三个，当他第四
次爬上塔顶时，失去了知觉。

当日14时15分，因抢救无效，
毕昇献出了年仅27岁的宝贵生命，
牺牲时他新婚尚未满一个月。在他
短暂的一生中，用手中的水枪谱写着
坚定不移的誓言，以青春和生命的代
价塑造了“不凡”与“伟大”。江苏省
民政厅追认毕昇为革命烈士，省公安
厅党委同意省消防总队追认其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

毕昇：倒在救人现场的消防员

□万璐（武进区烈士陵园）

“身为军人，要时刻把祖国和
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放在第一位。”

“身为军人，要时刻准备好为祖国
和人民的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
吴海军，这位年仅20岁的武警战
士，为了保护200名乘客，用自己
的身躯拦截住违规轿车，避免了
一场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却将
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这片他所爱的
土地上。

1974年，吴海军生于武进湟
里。1992年12月，他入伍成为一
名武警战士。在部队，吴海军严格
要求自己，刻苦训练，成绩十分优
异，一直都是部队的标兵，就连在武
力比赛中也是五次拿下第一名，多
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团员”。

1994 年 12 月 10 日晚 9 时

许，担任海口机场夜班跑道执勤哨
领班员的吴海军巡查时，猛然发现
一辆小轿车从一号联络道驶向主跑

道。此时，从广州飞往海口的3932
航班正缓缓降落，飞机上的着陆灯
光已将地面照得通亮。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吴海军立
即展开拦截。当小车高速驶来时，
吴海军毫不犹豫地做着拦车手势，
司机不但没有停车，反而加速冲过
来，吴海军被撞飞3米高、10米多
远，鲜血染红了机场跑道。

3932 航班飞机安全着陆了，
200名中外乘客的生命保住了，吴
海军的心脏却停止了跳动，献出了
年仅20岁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新时
代的英雄壮歌。

当年，武警海南总队党委作出
决定，报请武警总部为吴海军同志
追记一等功和授予“革命烈士”称
号。海南省航空公司同时决定，向
国家民航总局报请授予吴海军“空
港卫士”荣誉称号。

吴海军：“空港卫士”血洒南国机场

□钱叶文（钟楼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袁汉英，男，1943年9月生，
常州人，中共党员，1958年 3月
参加革命工作，1988 年 5 月入
党，生前任常州市五星乡汤家村
委主任兼调解委员会主任。

自担任村主任以来，袁汉英
主动学习党的农村路线、方针、政
策，认真贯彻执行党委、政府决
定，勤政为民、恪尽职守，认真履
行村主任及调解委员会主任职
责，团结村工作人员，脚踏实地，
扎实工作，曾连续四次当选区人
大代表，两次被评为乡优秀共产
党，一次被评为区优秀共产党员。

袁汉英:化解矛盾，遇袭牺牲

□孙彩宁（孙启刚烈士的女儿）

2004年5月6日，对于我们整
个家庭来说是一个永久痛苦的日
子，如今回想起来还是感受到浓浓
的悲伤。

前一天，提前结束“五一”小长
假的父亲因为要去执行国家重大科
研任务而返回了部队，晚上他打电
话回家还在嘱咐我在家乖乖听妈妈
和姥姥的话，在幼儿园好好听老师
上的课，等他这次任务结束回家就
带我和妈妈回老家。我当时可开心
了，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晚上8
点，部队突然来人接走了妈妈和我，
在一片沉默的氛围中，部队的汽车
把我们带到了父亲所在的军营，从
那天开始，妈妈空下来就是抱着我
哭，特别是晚上我半夜梦醒时，常看
到妈妈在看着我哭。

在我眼中，父亲是很厉害的，他
很有力气，还知道很多知识，只要他
周末回家就带着我玩，给我买好吃
的好玩的。父亲娇惯着我，但是对
我要求也很严格，他总说有两条必
须做到，一是要为人正直不虚伪，二
是做人诚实有孝心，不求对社会对
国家能出多少力，只求绝对不能给
社会添麻烦。

父亲是山东文登农家出来的军

人，他抱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入伍，是家
中最小的孩子，我的爷爷奶奶希望他留
在当地，但是他没同意，坚持参军，家里
也就遂了他的心愿。父亲在部队表现
出色，在航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组
织安排去了位于旅顺的部队，后来因表
现出色被选调至常州的部队。领导征
求他的意见时，他义无反顾地服从大
局，从北方来到了他不熟悉的江南。

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初心，一如既
往地努力工作，因表现突出直接提干，
是他同期飞行员中唯一的一个，他也

没骄傲自满，还是兢兢业业地努力完
成每一次的飞行任务。1999年，上海
东方卫视的《军事天地》栏目有一期节
目，叫“飞上蓝天的士兵”，报道对象就
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我心目中无所不能的大英
雄。而2004年5月6日那天起，他就从
我的生命中消失了。当我和妈妈来到
他牺牲的旅顺，看到他身披红旗躺在那
里，懵懂的我不能理解他的离去，不停
地问妈妈，问爷爷奶奶，问所有亲近的
人，为什么爸爸不起来，怎么都叫不
醒。大家泪眼婆娑地看着我，说一些我
不大懂的话，在我心里觉得爸爸真能
睡，那么多人叫他都叫不醒。

在爸爸的追悼会上，我问抱了我
一下的部队首长，我爸爸的任务怎么
还不结束？他怎么还不回家？首长直
接再度抱起我，哭着对我说：“你有一
个好爸爸，他不在了，以后你的事都是
我们的事，你要好好学习，长大像爸爸
一样优秀。”

时光荏苒，我长大了，我努力学
习，努力工作，从不敢懈怠，就怕会让
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的，给我最爱的
父亲抹黑。我也许做不到人人都喜
爱，但是我会努力，默默地努力，做到
我能够做到的最好，回报社会，让父亲
的在天之灵也能欣慰地说一声，“我的
女儿长大了，没让我失望”。

孙启刚:一直激励我前行的父亲

□秦雪艳（常州市金坛区华罗庚实
验学校新城分校）

“要成为孩子的真正教育者，就
要把自己的心奉献给他们。”我校（原
金坛城南小学）殷雪梅老师真正把自
己的心灵奉献给了孩子们，面对飞驰
而来的汽车，她奋不顾身，将生的希
望留给孩子们，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定
格在了这撼人心魄、感天动地的一瞬
间，用生命铸就了崇高的师魂。

殷雪梅老师常说：“和天真可爱
的孩子们在一起，充满快乐，充满活
力，心永远不会老。如果能有下辈
子，我还愿意当小学教师。”她在教师
岗位上辛勤耕耘了30年，“捧着一颗
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把满腔心血和
无私的爱都献给了教育事业。

与她共事多年的老师说：“殷老
师爱学生是出了名的。”出事的那天
中午，一位女生吃的是面条，细心的
殷雪梅发现她其实不爱吃面，就把
自己的盒饭拨了一半给她吃，并将
鸡腿夹给了她。

殷雪梅老师认真研究小学教学
的规律，经常采用“情趣教学”“情景

教学”的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她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
喜欢上你的课，就没有学不好的。”她
还变着法儿在班上评选各类各样的

“小能手”“小冠军”，设立了“文明队
员”“进步显著队员”等奖项，使尽可能
多的孩子得到激励。

对同事，殷雪梅也满腔热忱。她

不是那种光芒四射的明星老师，而是
那种默默耕耘、低调亲切的老师。她
和善又温和，总是毫不保留地向年轻
教师传授备课、上课、批作业以及班级
管理等经验。新课改开始，大家有些
不适应，殷老师自费订阅多种杂志，将
好文章摘录下来和大家交流分享。她
数次把荣誉推给年轻人，认为年轻人
更需要鼓励。

殷雪梅老师在教书育人中取得的
成绩是大家公认的，每次民意测评，她
的得票都很高，学校多次想把她推荐
为市里的优秀教师，可她总是一再谦
让。2001年6月，校长根据大家的意
见，把申报市先进工作者的表格发给了
她。三天后，她却把一字未填的表格悄
悄退还给了校长，希望学校把这一荣誉
给那些有培养前途的年轻老师。

“殷殷教诲铸师魂，雪融阳春入土
归；梅花香气满乾坤，英雄名字映日
辉。”殷雪梅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
勤勤恳恳数十载，在三尺讲台上放飞青
春理想。在那生死关头的一瞬间，她用
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学生的生命。这就
是我们可敬可爱的殷雪梅老师，让我们
向她学习，努力寻找自身的价值。

殷雪梅：用生命铸就崇高师魂

袁汉英始终情为民系、利为民
谋，切实为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
村里哪里有纠纷，他就到哪里调解，
他担任村主任期间，为村民化解了
各类民事纠纷400余起，其中较大
纠纷100余起，有效地防止了15起
纠纷激化，为汤家村赢得了第一批
省司法系统颁发的标准化调委会合
格证。1996年8月21日晚，村内发
生了民事纠纷，他挺身而出，直奔现
场进行调解，化解矛盾，不幸遇袭牺
牲。

1996年8月，司法部追认袁汉
英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
省司法厅追授袁汉英为“防止民间
纠纷激化个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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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杰（溧阳退役军人事务局）

在西安石油大学雁塔校区图书
馆北侧的林木中，矗立着一座青年
的雕塑。青年呈半俯身状，外貌质
朴无华，眼中却凝聚着坚毅果敢的
熊熊火焰。青年名为唐春雨，是西
安石油大学的一位优秀校友。30
年前，他舍己救人，英勇牺牲，将人
生定格在最风华正茂的岁月。

唐春雨，1969年 8月出生，溧
阳市竹箦镇人。1987年 9月以优
异的成绩考入原西安石油学院油田
开采系。1989年4月16日，唐春雨
等八位同学去西安高冠瀑布春游。
下午1点许，他们来到瀑布上游的
一块巨石上休息。1点40分左右，
西安某厂女工薛燕失足落水，被急
流冲走，西北大学地理系87级学生
郭峰下水拦救，抓住薛燕后也被急
流冲倒，两人一起向下潭漂去。

“快救人！”紧急关头，唐春雨先
发现险情并喊道。其他同学闻声站
了起来，其中一人拉住唐春雨的左
手，唐春雨探身向前，伸出右手抓住
了落水者的衣服，但因河窄流急，巨

大的冲力和惯性，将二人一起带入急
流，四位落水者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
被急流挟带着一起朝瀑布口冲去。薛
燕、郭峰、唐春雨三人卷入瀑布下面的
深潭之中，另一位同学被瀑布口石缝
中的一个树枝卡住。唐春雨英勇献

身，年仅20岁。
唐春雨上中学时，曾被评为校级

“学习标兵”“三好学生”，并且加入了
共青团。由于表现突出，1987年5月
被江苏省教委、共青团江苏省委联合
命名为“省级三好学生”。他救人的壮
举是他平时思想上的升华，翻阅唐春
雨同学品德评语关键词，集中地反映
了他优秀的品质。

他乐于助人。和同学们游泳，经
常将自己的救生圈抛给别人用。和邻
居们上山采野果，他总是帮助年老体
弱的邻居一同下山。高考预考期间，
他把自己的早点让给没顾上吃饭的同
学。他献身前几天，还在为母校低年
级高考生解答难题……

他很有正义感。每当报纸上登载
一些见死不救的现象，他总表示极大
的愤慨。在外出的旅途上，遇到一些
蛮不讲理的乘客，也勇于站出来制
止。在大学期间，有一次他路过西安
音乐学院门口时，发现两个小流氓欺
侮一个女学生，便冲上去，赶跑了小流
氓。事后，同学们问他：“你不怕挨
打？”他说：“怕什么，如果人人都怕，那
社会风气还好得了？”

唐春雨：舍己救人的大学生

幼时的孙彩宁和父亲孙启刚

1991年5月20日，西安石油大学
在校园内为唐春雨塑起烈士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