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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献纪录片《先驱者之歌》中有一组

扣人心弦、令人难忘的镜头：一名战士双手紧

握着已拉开导火索被敌人从火力点中推出来

冒着白烟的爆破筒，在即将爆炸的瞬间，又将

爆破筒插入敌堡，并用胸口顶住……敌人的

地堡被摧毁了，我军前进的障碍扫平了，锦州

解放了，辽沈战役胜利了。这位舍身炸地堡

的英雄，就是特等功臣——梁士英。

追寻烈士的足迹我们发现，所有关键时

刻的舍身取义，都不是偶然的。

1922年 11月 13日，梁士英出生在今松

原扶余市三岔河镇郊的大梁家村。当时的

中国，军阀割据，外夷入侵，土匪横行，战乱

不止。艰苦的生活，让梁士英从小就历经了

艰辛，但天性善良的他却始终怀着一颗救世

之心。

光 荣 参 军光 荣 参 军

1945年，东北光复，村里来了八路军，梁

士英好奇地看着他们。这些兵衣着朴素，纪

律严明，待人和气，和以前接触过的警察、国

军有着天壤之别。梁士英好奇地问他们：

“你们部队是干什么的？”指导员回答他：

“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是为劳苦大众翻身求

解放的。”“我也要当上指导员他们那样的

兵，去解放各地的穷哥们。”梁士英下定决心

后，第二天一早就跑去找指导员，见面就问：

“我参军行不行？”部队接受了梁士英的申

请。1946年 1月，他光荣入伍，被编在独立

团，开始了新的生活。

参军后，梁士英自觉地接受入伍教育，

从队列训练到练枪，从文化课到政治学习，

他样样认真，思想觉悟有了迅速提高。他最

感兴趣的是练习打枪，白天集中精力练，晚

上细心琢磨，经过不懈努力，很快就学会了

枪支的使用和保养。不久，为开辟和保卫东

北根据地，梁士英参加了剿匪和打击国民党

的别动队“降大杆子”（指被国民党收编的土

匪队伍）的战斗，这是他参加的第一次战斗。

不久，梁士英从独立团调到东北野战军

2纵4师15团3营机枪连当战士。在党的教

育下，他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几次战斗都

表现得特别勇敢、顽强。同年冬天，他光荣

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苦难中磨练成长起

来的梁士英，不但有高大的身躯，而且意志

坚定，性格坚韧。他平时不太爱说话，但连、

排会上的发言却总是那样简明有力。无论

是训练还是打仗，他事事都走在前头。他常

说：“共产党员嘛，得起模范带头作用，要不

怎能配得上这个光荣称号呢！”

梁士英在机枪连是个特等射手。打仗

时，只要他的机枪一响，准有几个敌人栽跟

头，同志们都称他为“神枪手”。在攻打辽宁

昌图的战斗中，梁士英冒着敌人密集的炮

火，用一挺机枪打垮了敌人两个排的顽抗，

掩护部队顺利地打开了突破口。在战后经

验交流会上，同志们叫他谈点体会，梁士英

说：“打仗要勇敢，得沉住气，不能慌，瞅准

敌人的火力间隙，然后狠狠地打；战场不比

靶场，必须稳住，你稍微一着急，枪就不听你

摆弄了。”大家都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屡 立 战 功屡 立 战 功

1947 年冬，攻打辽宁彰武的战斗打响

了，机枪连担任突破任务。敌人两次反扑被

我军打下去之后，又组织了一个连的兵力，

在六Ο炮、轻重机枪掩护下，疯狂地发起第

三次反扑。阵地上浓烟滚滚，我军一时被敌

人火力压住，伤亡不断增加。就在这紧要时

刻，只听左侧的土包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

的机枪声，顿时，敌人的机枪哑火了，敌军士

兵一排排倒下去，我军趁势猛冲，突破口打

开了，龟缩在交通壕里的敌军士兵吓得没命

地四处逃窜，我军攻克彰武城。评功会上，

没人知道那位打机枪的战士是谁，指导员看

梁士英低着头不说话，又想起他的性格，便

突然问：“梁士英，是不是你？”士英扑哧一

下笑了。这次战斗，梁士英荣立小功两次。

1948年 6月，部队在四平大练兵，主要

是突击训练“五大技术”和“四组一队”战

术。梁士英刻苦钻研“五大技术”，第一关就

是学习爆破。他虚心学习，很快掌握了炸药

包的制作和战场使用规则，在考核时，爆破

成绩取得优秀；第二关是土工作业。在酷暑

三伏天，弯着腰挖土坑，是个不轻的活。梁

士英诚恳地接受了土工作业能手杜万钧的

指导，从70分钟挖一个立射散兵坑提高到

12分钟就完成一个，获全排第一；第三关是

投掷手榴弹。梁士英每天早起晚睡，勤学苦

练，原来只能投掷27米，最后达45米，成为

全连第三名；第四关是射击。主要是练习打

地堡眼，梁士英次次击中，每次成绩都是甲

等。训练结束后，梁士英由于成绩突出，再

次荣获小功两次。

在“四组一队”训练中，梁士英更是积极

钻研。在军事民主方面，他敢于提出自己的

见解和倡议。班里要求人人学指挥，大家选

准突破口，各讲各的道理。梁士英善于动脑

思考，每次提出的意见都被领导重视和采

纳。有一次连队演习，由他指挥一个步兵

排，他充分发挥自己这方面的才干，指挥得

非常好。

壮 烈 牺 牲壮 烈 牺 牲

1948年 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声

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锦州是联结东北和华

北的战略要点，攻克锦州是辽沈战役的关

键。梁士英所在部队奉命南下北宁线，向辽

西进军，攻打锦州。

10月 10日，我军围攻锦州战役的序幕

即将揭开，这时梁士英调到8连 2排 5班当

战斗组长。来到8连后，梁士英在白庙子村

听了首长关于攻打锦州的战前动员，知道攻

占锦州的突破口已选定在锦州西北门外右

侧的一个突出部分，攻击前部队的集结地是

在突破口西北约两华里的团管区一带。

争取到尖刀任务后，梁士英和战友们高

兴极了，他们割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了保证

书。10月13日，夜幕降临的时候，梁士英同

战友们带着沉重的攻击装备，悄悄地走向集

结地。

10点整，一颗绿色信号弹冲上天空，我

军开始向锦州发起全面总攻。排长喊了一

声：“同志们，冲啊！”猛虎般的勇士们一个

个飞身纵上壕沿。守敌见势不妙，慌忙弃城

向第二道工事逃命。敌人的第二道工事，是

利用城西北的铁道突出地面的路基加筑而

成的，距离城垣大约60余米。敌人妄图夺

回丢失的阵地，拼命反攻。眼看敌人到了跟

前，只见梁士英一跃而起，拽断手中爆破筒

的导火线，猛力往敌群扔去。轰隆一声，一

团烟雾过去，敌人被炸飞了十几个，余下的

连滚带爬，慌忙逃命，龟缩在路基工事里，再

也不敢出来。我尖刀排迅速冲到路基下面，

准备越过路基。忽然，从路基西面铁桥洞口

旁一座暗堡的枪眼里喷出两条火舌，把尖刀

部队压得抬不起头来。由于这座地堡占据

了有利地形，使突击右侧的尖刀三连也被阻

在路基底下，刚突击进来的友邻部队也被这

个可以三面发射火力的地堡压住了。

这时，大部队总攻号角吹响了，成千上万

战士的呐喊声如同山洪爆发从后面传来，再

不除掉暗堡，我军就会遭到更大的伤亡。趴

在火网下的战士们一个个瞪圆眼睛，仇恨地

怒视着喷着火舌的地堡。怎么办？只有爆

破！几个爆破组先后上去了，可是，敌堡里

的机枪仍在疯狂扫射着。梁士英心急如焚，

爬到连长跟前，坚定地说：“连长，把任务交

给我吧，我一定完成！”“好！我们用机枪掩

护你。”梁士英脱了棉袄，把袖口朝上挽了

挽，掖上两颗手榴弹，提起七尺多长的爆破

筒，向前望了望，瞄准敌堡前的一道小土坎，

紧贴着路基口，飞快地朝前跃进。敌人的火

力更猛了，子弹在梁士英前后左右呼啸，打

得泥土四溅。他时而爬行，时而滚动，时而

跳跃，时而蠕动。眼见离小土坎一米多远

了，他仍是那样小心翼翼地爬行着。突然，

只见他猛地一窜，眨眼间到了土坎下面，敌

人的火力对他已无济于事了。他趴在土坎

后面，抬起头看了看，突然一个箭步飞跃到

敌堡跟前，迅速地将拉开导火索的爆破筒猛

劲插了进去。正在他要跳开地堡时，只听

“扑通”一声，爆破筒从枪眼里被推了出来。

掉在地上，吱吱地冒着白烟。怎么办？只要

侧身一滚，就可以避开，可是大部队已冲上

来了。只见他弯下腰，敏捷地把冒着白烟的

爆破筒紧紧抱住，又猛地推进地堡里，当他

一松手时，又被敌人推出一尺多长……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梁士英两只胳膊

紧紧地抱住爆破筒，用胸口死死抵住。随着

一声巨响，像山崩地裂一般卷起一团浓烟，

敌人地堡被炸得粉碎，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梁

士英与之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年仅26岁。

尖刀连冲上来了，全团战士冲上来了，

二纵队的战士都冲上来了。阵地上“为梁士

英报仇”的口号此起彼伏。战士们个个争

先，越过了路基，踏着梁士英鲜血铺成的道

路，勇敢地冲向敌人的心脏，冲到小平房，占

领第一道民房、第二道民房……冲向锦州城

的大街小巷。经过浴血奋战，1948年 10月

15日，整个锦州战役胜利结束。至此，固守

锦州的国民党军全部被歼，东北“剿总”副司

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10余万人

被俘。

祭 奠 英 烈祭 奠 英 烈

锦州解放的第二天，即10月 16日的早

晨，部队在广场上召开追悼会。全体指战员

眼含热泪沉痛悼念在这场战役中英勇牺牲

的烈士。会上，团政委陈绍昆同志宣读了师

党委追记梁士英烈士为特等功臣的褒奖令，

给梁士英追记三次大功，并建议政府将锦州

西北门改为“士英门”，以志纪念。同时，宣

布了纵队指挥部向全军发出的向沈阳进军

令。全体指战员在“为梁士英报仇”的口号

声中，勇猛前进。沈阳解放了，营口解放了，

全东北解放了，伟大的辽沈战役胜利了！

《东北日报》刊载了《攻占锦州战斗中

梁士英舍身炸地堡扫清部队前进障碍》和

《共产党员梁士英舍身炸毁敌地堡》的报

道，及时向全国人民报道了梁士英烈士的

英雄事迹。为抚恤家属，部队登报查寻烈

士家属。三岔河的王清云看见后，流着眼

泪去见梁士英的二姐夫张德祥，将梁士英

的英雄事迹说了一遍。三岔河的地方领导

同志拿着烈士通知书慰问梁母，“士英死得

伟大、光荣，给咱家乡争了光。”1948 年 11

月，人民政府在三岔河街戏园子为梁士英

开了追悼会，赠给梁士英家“功臣之家”锦

旗一面。会后，梁母在政府领导陪同下，坐

着大车，在主要街道上同群众见面。梁士

英住过的西南街也被命名为“士英街”。

1950年，锦州市在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

念塔的西北角，敬修了一座高大肃穆的纪念

梁士英烈士石塔，塔身正面镌刻着“烈士梁

士英之墓”，塔身背面镌刻着烈士的英雄事

迹。为建辽沈战役纪念馆占地需要，1986

年 8月 20日，经报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将

梁士英烈士墓从纪念塔的西北侧移到纪念

塔东侧。每逢清明及烈士殉难的日子——

10月14日，都有很多人怀着崇敬的心情，从

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凭吊这位用生命换来

锦州解放的伟大战士。

1959年，梁母病逝，我军当年的四野二

纵首长派人来到三岔河为士英母亲送终，并

举行5天隆重的葬礼，悼念烈士的母亲。

在吉林省革命博物馆党史文物资料中，

在哈尔滨市东北烈士纪念馆中，在锦州市辽

沈战役纪念馆中，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中，都记载和展示着梁士英的英雄事

迹。

1988 年，正值东北解放 40 周年、梁士

英烈士牺牲40周年，扶余人民在烈士家乡

三岔河镇为其立碑塑像。11 月 7日上午，

举行了揭幕仪式，参加揭幕仪式的有烈士

生前所在部队——原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

刘震司令员、吴信泉副司令员，烈士当年所

在团政委陈绍昆等老首长，以及中共吉林

省委、白城地区和扶余市、三岔河镇党政领

导同志以及各界群众。

爆破英雄、特等功臣梁士英，是人民的

好儿子，是扶余人民的骄傲。

他用胸口顶住爆破筒
——革命烈士梁士英的故事

本报记者 毕玮琳 张红玉 通讯员 王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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