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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B05

我们把红旗插上江浦城头
口述人：李宗玉 整理：李涛

我叫李宗玉，1929 年出生于

安丘市凌河镇大路村。1948 年参

军，参加了江浦战役、上海吴淞口

战斗，期间还给苏联空军专家当

过保镖，1953 年退伍。如今已经 83

岁了，回想起战争年代的故事还

历历在目。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

希望能去当年战斗过的江浦县祭

扫当年牺牲的老战友。

将第一面红旗插上江浦城头

1948 年 4 月，我刚满 19

岁，随部队攻打江苏的江浦县，

当时所在的部队是 35 军 103 师一

营 2 连 2 排 5 班，全班最小的就

是我。战斗开始前，我们徒步走

了 20 多公里，在江浦城外的麦

田里挖好战壕，埋伏了一夜。整
整一夜，敌人的炮弹疯狂轰炸我

军埋伏的麦田，很多战士在敌人

炮弹的轰炸下牺牲。凌晨三四点

钟，战斗的号角终于吹响。这个

号吹的很特别，为了迷惑敌人，

把进攻号特意吹成了撤退号。

敌人掉以轻心，突击队迅速

带着云梯去攻打城头。当时我就

是突击队的成员之一，战士们胳

膊上都扎了白毛巾，上衣口袋中

装了提前写好的信息卡片，姓名、

年龄和老家地址全写清楚，一旦

有人牺牲，以便用来建墓碑和联

系家人。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我所

在的班共 9 个人，最后只剩下了 4

个。凌晨 5 点左右，我们班终于把

第一面红旗插上了江浦城头。

攻打江浦县的战斗结束后，

35 军进行全军表彰，我所在的 5

班被评为唯一的“红旗班”。我

代表 5 班当众接受表彰，一共接

受了军部、 103 师团部和上海铁

路局等八个部门授予的八面红

旗，一共上台八次，领了八面红
旗。后来我当上班长，一直将红

旗保存了 6 年。 1953 年，我退伍

回乡，副班长哭着接过了 8 面红

旗。

给苏联空军专家当保镖

解放战争结束后，我被调到

空军部队。 1950 年，我被调到

安东的一个机场，从安东回来

后，又调到嘉兴机场空军部队。

当时，中国空军正在全力创办航

校培训飞行员，还从苏联请来三

名专家进行指导。为保卫专家的

人身安全，部队派出一个警卫班

和一个通讯班共 18 人全程保护

三个专家的安全，我成为这个警

卫班的班长。

我们的任务就是 24 小时保

护专家安全，晚上，我带领战士

在专家的住所外端着冲锋枪守

卫。白天，专家只要出门，我们

就换上便衣，化装成普通百姓，

在不远处暗中保护。一般情况就

是每位专家左右各两个人，其他

人支援和垫后。我们白天则用短

的手枪，揣在上衣里面口袋里，

手放在离枪最近的地方，随时准

备拔枪。

三个月后， 1951 年，苏联

专家撤走。组建起来的中国空军

歼击航空部队，出色完成了各地

航空防务任务。

嘉兴军营里的浪漫婚礼

在六年的革命生涯中，我还

参加过舟山、上海吴淞口等战
斗，同时还参加了一系列的剿匪
战斗。

1953 年，在嘉兴，部队特许

我老伴孙兰英来部队结婚。我老

伴当时是全村最漂亮的姑娘，还

是镇上的文艺骨干，经常跟着镇
政府到各地演出，秧歌、红色歌

曲，都是她的拿手好戏。能够在

军营里结婚，是我没想到的事

情，也成为我生命中最简单最浪

漫的一件事。

1953 年，老伴从山东独自跑

到嘉兴部队，我们在部队里举行

了婚礼。结婚的过程很简单，在

部队结婚要经过六天的政审。这
期间，我和老伴去嘉兴一个照相
馆拍了一张结婚照，我穿了最喜

欢的军装，这张结婚照在当时的

老家，还算是个稀罕物。

结婚那天，部队厨师专门给

做了“喜宴”，一共做了 6 个

菜，用 6 个小铁盆装着。部队还

特意给发了两斤白酒，让战士们

一起庆祝。这在那个年代，已经

很难得了。当时的婚房也很简

陋，我们住的房间里还同时住了

很多战士，战士们中间就搭一个

帘子当做墙壁。

后来，我因病退伍，回到家

乡的一个钢铁厂上班。

不仅免学杂费 还发助学金

潍坊出资鼓励贫困生上技校
本报 6 月 28 日讯(记者 庄文石)28

日，记者了解到，为鼓励和帮助贫困家庭

子女接受技能培训，潍坊市今年出台新的

帮扶政策，符合条件的贫困生在技校学习
期间不仅免学杂费，还可以享受助学金。

今年，潍坊将技能扶贫生的人数定

为 3600 人。据了解，技能扶贫生的培训
费用将由财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培训学校、技能扶贫生共同负

担。省、市财政负担扶贫生学习期间的

学杂费、实验实习费；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负担报名费、招生考试考务
费和首次技能鉴定费；培训学校承担扶

贫生在校期间的住宿费、注册费、在校

考试考核费、毕业证工本费，技能扶贫

生自己只承担教材费和生活费。

另外，培训学校还将通过设立奖
(助)学金、特困生补助、安排勤工俭学等

方式对扶贫生进行生活救助，技能扶贫

生在校学习期间享受每人每年 1500 元

的国家助学金。在就业方面，技能扶贫

生实行“订单”定向培训，毕业后由培训

学校负责安置就业。

扶贫生须参加由全省技工学校统一
组织的招生考试，由人社局统一组织并

择优录取。高中毕业及同等学历的扶贫

生学制为 1 年，初中毕业及同等学历的

学制为 2 年，学习期满，经考试考核合

格者，将获得技工学校中级毕业证书、

中级职业资格证书。

此外，今年放宽了对贫困家庭的认

定标准，不再划分年人均收入贫困线，

只要是家庭相对贫困、年龄在 15-22

岁、身体健康、有到城镇企业就业愿望

的、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子，都

可以拨打 0536-8587214 咨询。

临朐提高离休干部补贴
本报 6 月 28 日讯(记者 马媛媛

通讯员 井维旭)近日，临朐县为全县
311 名离休干部提高了生活补贴标准，

全县增发生活补贴 59 万元。 7 月 1 日

前，增发的生活补贴将全额发放到每

一位离休干部手中。

据介绍，离休干部提高的补贴标

准和发放范围为： 1937 年 7 月 6 日前

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生活补贴

由原每人每年增发两个月的基本离休

费，提高到每人每年增发三个月的基

本离休费；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2 年

12 月 31 日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

生活补贴由原每人每年增发一个半月

的基本离休费提高到每人每年增发两

个半月的基本离休费； 1943 年 1 月 1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参加革命工作的

离休干部，生活补贴由原每人每年增

发一个月的基本离休费，提高到每人

每年增发两个月的基本离休费；对
1945 年 9 月 3 日至 1949 年 9 月 30 日参

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每人每年增

发一个月的基本离休费，作为生活补

贴。

李宗玉当年的结婚照

山科建网上党史馆
为庆祝建党 90 周年，山东

科技职业学院在校内网上建立

网上党史展览馆，并制作视频在
餐厅中定时播放，让学生接受红

色文化教育。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办公室主任秦建坤表示，学院特

意制作了网上党史展览馆，通过

图片、视频等声情并茂的方式让

在校师生更直观更深入地了解

党的光辉历程。

本报记者 李涛 摄影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