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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捐躯宋教仁

新华社记者李雄鹰

在广州市黄花岗公园内七十二烈士墓
东南侧，有一座民国陆军上将之墓巍然壮
观，墓碑是孙中山先生亲题，这就是邓仲元
墓。清明时节，园内青松翠柏，相互辉映，蔚
为壮观，庄严的墓碑前，堆放着人们敬献的
鲜花。

邓仲元(1886 年-1922 年)，原名仕元，
别名铿，原籍广东梅县，因其父在广东惠州
惠阳淡水经商，从而落户淡水。
邓仲元早年就读于惠阳，后肄业于崇雅

学堂。1905 年他 19岁时考入广州将弁学堂
步兵科，毕业后留校，任步兵科教员兼公立
政法学堂体操教习，不久任代区队长。1907
年升任该校学兵营排长兼代左队队官。

辛亥革命爆发后，邓仲元与陈炯明等
在惠阳淡水首义，继而率兵进攻惠州，与敌
作战，身先士卒，率众击溃敌军，迫使惠州
守敌投降，光复惠州。任东江第一军参谋
长，后改编为陆军第一混成协，任协统。

1913 年邓仲元任琼崖镇守使，后起兵
反袁，与龙济光激战于三水，失败后逃亡日
本。1914 年他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
军务部副部长，旋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密谋
在广东举行起义，并任广东讨袁军总司令，
与朱执信等人在香港、澳门设立指挥机关，

与陈可玉策动陆军团长邓承昉在饶平起
义，另命洪兆麟在惠州举事，均未成功。

1915 年邓仲元奉命赴新加坡筹募讨
袁军费。1916 年他任中华革命党东江司令
官，参加讨袁驱龙(济光)战役，攻博罗、石
龙，与广州、惠州、东莞之敌苦战月余。

1917 年 11月粤军成立，邓仲元任粤
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1918 年，随陈炯
明率军援助福建民军，攻克闽南 20 余县。
1920 年率部回粤，年底驱逐了盘踞广东的
莫荣新。

1921 年 5月，邓仲元任广州军政府第
一师师长兼总司令部参谋长。同年夏，击溃
犯粤的沈殿英、刘震寰部。接着，他积极支
持孙中山北伐，担任后方筹饷械的任务。

1922 年 3月 21 日，邓仲元亲赴香港
接其老师周善培来广州，傍晚抵达大沙头
广九车站时被人暗杀，经抢救无效于 23 日
去世，终年 36岁。

孙中山痛失良将，追授邓仲元“陆军
上将”，安葬于广州黄花岗。孙中山亲题
“邓仲元先生之墓”墓碑，胡汉民撰写“陆军
上将邓仲元墓表”。1929 年 7 月 24 日国
民政府令拟照上将阵亡例给恤。

广东仲元中学始创于 1934 年，是专为
纪念邓仲元将军所创办。该校历来重视继承
与发扬仲元精神，每年清明时节，仲元中学
都组织全体高一年级 1000 多名学生，到黄
花岗烈士陵园开展祭奠活动，向革命烈士敬
献花圈，鞠躬致意、默哀悼念。仲元中学校长
谭小华说，吊念先烈，可以让学生更好地铭
记革命事迹，学习七十二烈士及邓仲元将军
勇于斗争、刚正不阿的爱国主义精神。
据悉，为更好地铭记邓仲元将军的历史

故事，广东仲元中学艺术科组以历史剧为载
体，正积极筹备编排历史剧《仲元之光，那年
那月的仲元人》，预计于 5月面向全校师生
及大众公演。 新华社广州 4 月 14 日电

新华社记者柳王敏

一入湖南常德桃源县教仁学校大门，
抬头就可见一尊宋教仁雕像。四月春暖，烈
士一袭长袍，头戴毡帽，昂首肃立，目视前
方。就在不久前，200 余名师生代表和社会
各界人士齐集雕像前，纪念宋教仁为国捐
躯 105周年。

宋教仁(1882 年-1913 年)，字钝初，号
渔父，湖南常德市桃源人，是民主革命的先
行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

林部总长，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
1888 年(清代光绪十四年)，6岁的宋

教仁进入私塾读书，1902 年，考入武昌普
通中学堂。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
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
吸引了宋教仁，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并走
上了反清革命之路。

1903 年 8月，宋教仁结识黄兴，成为
挚友。同年 11月 4 日，他偕黄兴、刘揆一、
陈天华、章士钊筹创华兴会。

1904 年 2 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为政治纲领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
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同年 11月，宋教
仁抵达日本，先后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
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广泛阅读了西方资
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
还翻译了《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等各种
文稿，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
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1905 年 6 月，宋教仁创办革命杂志
《二十世纪之支那》，入读日本法政大学；

同年 8 月，他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
立同盟会，并任其司法部检事长，将《二
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
报》。

1910 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
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
宣传革命的文章。

1911 年 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
美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
干事。他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极发展
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
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

1913 年 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
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
民党取得重大胜利，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权
预期和政治热情。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
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同年 3月
20 日 22时 45 分，被洪述祖暗杀于上海火
车站。22 日凌晨 4时 48 分不治身亡，年仅
31岁。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宋教

仁“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
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说：“(同盟
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
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
其最著也。”

多年来，宋教仁家乡的桃源人民铭记
和深切缅怀宋教仁先生的英雄事迹，弘扬
宋教仁的爱国奉献精神，怀念这位杰出的
革命家，桃源人民将宋教仁的故居原八字
路乡粟山坡村改名为“渔父村”，2011 年 5
月，又将渔父、回龙、姚家冲三个村合并为
“教仁村”。2001 年将原八字路中学改名为
“教仁中学”，后又将教仁中、小学合并为现
在新建的教仁学校。

桃源县为纪念宋教仁还兴办了六项工
程：宋教仁故居、三杰亭、专著《宋教仁》、宋
教仁学校、影视剧《宋教仁传奇》。

同时，桃源县还规划设计了宋教仁故
居文化产业园，正在筹建宋教仁博物馆，建
立了桃源县宋教仁研究会。新华社长沙电

“陆军上将”邓铿

新华社记者陈弘毅

在福州市区南郊的闽侯县祥谦镇，一
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背倚青山，面朝一
江碧水。苍松翠柏环绕间，陵园大门处矗立
着一座花岗岩石雕砌成的塑像：一个青年
工人站得笔直，泰然自若，双手抱于胸前，
目光坚毅地望着前方。

他，就是工人运动的先驱林祥谦烈士。
95 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
运动最高潮———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

林祥谦血洒大地，英勇就义。
拾级而上，庄严肃穆的林祥谦烈士纪

念堂出现在眼前。一件件珍贵的历史照片、
烈士遗物和历史文字资料，把参观者带回
了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

1892 年，林祥谦出生在闽侯的一个贫
农家庭。1906 年，年仅 14岁的林祥谦进入
马尾造船厂，成为一名学徒。他聪明好学，
很快掌握了钳工的技术。1912 年，林祥谦进
入京汉铁路江岸机车车辆厂当钳工，1913
年转到工务修配厂当铁路工人。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工人中
进行广泛而通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
育。在这段时间里，林祥谦逐步接触到进步
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开始走上革
命道路。不久，他担任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
乐部干部，并于 1922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被推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
会委员长，领导铁路工人与帝国主义、封建
军阀进行坚决斗争。

1923 年 1月，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
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当
天，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反
动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

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宣布京
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并决定自 2月 4 日起
举行全路总罢工。

2月 4 日，京汉铁路 2 万多工人举行
大罢工，1200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总工会
对外发表宣言，并提出了维护工人权益的
五项条件。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
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
调集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残酷镇压
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月 7 日，林祥谦不幸被反动军阀、湖
北省督军府参谋长张厚生逮捕，捆绑在江
岸车站的电线杆上。军阀用刀砍向林祥谦，
逼他下令复工。在屠刀面前，林祥谦坚贞不
屈、视死如归，断然拒绝复工，献出了年仅
31岁的生命。

“我们还小的时候，就听奶奶一遍遍地
说起，在那个雪花纷飞的寒夜，刽子手的屠
刀一刀刀地向爷爷身上砍去。爷爷拼尽全
力高喊‘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为革命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林祥谦的大孙子林耀
武告诉记者，“在我眼里，爷爷是一个有信
仰的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坚信只有共
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需要

革命先行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就算他
看不到梦想实现的那天，他也要用鲜血唤
醒更多的人民，所以爷爷视死如归。”

1928 年，党组织派人帮助林祥谦烈士
的妻子陈桂贞运送烈士棺木回到家乡，草
草掩埋在闽侯县枕峰山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林祥谦烈士
的丰功伟绩，党和政府决定在烈士的家乡
枕峰山西麓建造陵园。1963 年初，陵园完
工并对外开放。

站在覆鼎形的烈士墓前，花岗石砌筑
的照壁式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二七
烈士林祥谦之墓”。清明节已过，仍不时有
群众前来祭扫烈士墓，敬献上洁白的雏菊。

“有信仰，有正气，有纪律，克随性，有
爱心，乐助人。”如今，林祥谦烈士的后人将
他的精神浓缩成这样一则家训，并一代代
传下去，教育子女，影响他人。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有自己坚定的
信仰。爷爷在那个年代，为了信仰选择了
英勇就义；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更要弘
扬正气、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让烈士的
鲜血不白流，让烈士的精神永远传递下
去。”林耀武说。 新华社福州 4 月 15 日电

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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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铿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宋教仁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林祥谦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孟含琪

1952 年，风华正茂的江南
才子，义无反顾踏上北上的列
车，投身建设东北的大潮中，成
为我国电分析化学开拓者。

转眼，青葱少年已满鬓斑
白。85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汪
尔康仍坚守每天到实验室，对
科研的热情一如当年，这位来
自江苏的科学家已在东北扎根
了 60 多年。

六十年如一日，汪尔康将
研究作为一种兴趣，笔耕不辍，
加班成了常态。

“电灯为什么会亮？”“留声
机怎么会响？”汪尔康从小拥有
一个科学梦，他爱思考，喜欢钻
研，没有正式读过小学、初中的
他，凭借天赋和努力，不满 16
岁就考上了上海沪江大学理学
院化学系。

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留
在上海或回家乡工作，而是响应
党和国家的号召，毅然来到条件
艰苦的东北，踏上了科研之路。

为了培养科技人才，组织还选派汪尔康赴捷克斯洛伐
克科学院极谱研究所留学，师从著名分析化学家、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 J·海洛夫斯基主攻当时新兴而中国科技界很少
有人问津的极谱学。每当节假日，同学们结伴去游览山水名
胜，他总会钻进实验室和图书馆，把全部时光用在学习和工
作上。

临近毕业，当导师再三挽留这名刻苦的中国学生留下
来时，却被汪尔康直接拒绝了，理由只有一个——— 祖国需要
我。1959 年，汪尔康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开始聚焦国际
科学前沿，发展我国分析化学。

上世纪 70 年代，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大型脉冲极谱
仪，其灵敏度和稳定性均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80 年代
他成功研制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商品水平的多功能新极谱
仪。90 年代，他又在国内较早地开展了扫描探针和电化学
扫描探针显微学的研究……他的研究得到国际公认，更推
动了我国电分析化学研究水平不断进步。
至今，汪尔康已获得国家、院部省级科技成果奖 18 项、

国际奖 2 项；申请专利公布 40 项；发表科技论文 900 多篇，
其中 SCI收录 800 多篇。2017 年他获得了中国电化学成就
奖。在业内，汪尔康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泰斗级人物。
尽管已成为化学大师，但汪尔康却从没有一刻停下来，

依旧严格要求自己。
“今年春节，汪院士和妻子又是在办公室度过的。”中科

院长春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逯乐慧说，
汪老师的爱人董绍俊也是我国著名分析化学家、中科院应
化所研究员。这已经不是两位老师第一次这样过节，“只要
不出差，他们基本每天都在办公室工作。”

办公室——— 实验室——— 家，三点一线；五加二、白加黑，
没有休息日。这就是汪尔康和董绍俊坚持了 60 多年的习
惯。“就算是出差旅途，无论是飞机上还是火车上，我们上去
都是赶紧补觉，可是老师却不知疲倦，不是看文献就是修改
学生的作业。”逯乐慧说。

“哪里会觉得枯燥，做研究就是乐趣。”汪尔康说。
所谓大师，不仅自己业精于勤，汪尔康还培养了一大批

科学家继续在祖国深耕。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是
他培养莘莘学子的载体。这个实验室是汪尔康和同事一手
创办起来，是我国电分析化学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汪
尔康真正做到了桃李满天下，“无论这些学生身在何处，都
要时刻想着祖国，为国家作贡献。”汪尔康以这样的标准要
求每个学生。

做科研时，汪尔康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研究员；日常生
活中，他也是如此要求自己。

今年春节前，汪尔康患了感冒，汪尔康的学生、电分析
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李敬听后赶到诊所，看到了
让她心疼又动容的一幕：老人一手打点滴，一手还在翻文
献。

去年，汪尔康生病晕倒，医生建议住院休息，可第二天
有个会议，他还想出差过去，学生们不得已把他的身份证扣
下了，还挨了他的批评。

纯粹，严谨，执着……很多同行评价汪尔康“把科研看
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新华社长春 4 月 14 日电

把
科
研
看
得
比
自
己
的
生
命
还
重
要

八
十
五
岁
中
科
院
院
士
汪
尔
康
醉
心
于
科
研
六
十
年
如
一
日

▲汪尔康在办公室查阅文献(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办公室——— 实

验室——— 家，三点一

线；五加二、白加黑，

没有休息日。这就是

汪尔康和董绍俊坚

持 了 6 0 多 年 的 习

惯，“只要不出差，他

们基本每天都在办

公室工作。”

“哪里会觉得枯

燥 ，做 研 究 就 是 乐

趣。”汪尔康说。

新华社记者柳王敏

沿着长沙岳麓山羊肠小道拾级而上，
至麓山寺正门附近，一座汉白玉方形碑塔
立于眼前，青松翠柏掩映下的“蒋公翊武之
墓”六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清明时节，细雨纷飞，蒋公墓冢四级平
台的基座上，摆满了鲜花。孙中山曾评价
他：“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一代革
命英烈的事迹，供人凭吊、追慕和传颂。

蒋翊武(1885 — 1913)，汉族，湖南澧

州(今澧县)人，初名保勷，字伯夔。我国近
现代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家，辛亥武
昌首义的主要组织、领导者。

蒋翊武少时勤奋好学，天资聪颖，“为
人豪爽，洒脱不拘，关心国事，抱负非凡”。
1901 年，蒋翊武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澧州官
立高等小学堂学习。1903 年，进入常德西路
师范学校学习。少年蒋翊武广泛“搜求披阅”
革命书报，了解国内外发展趋势，思考社
会、政治思潮，投身学运和青年革命活动。

1904 年，黄兴策划长沙起义。蒋翊武
积极参与密谋，并与刘复基、梅景鸿等一道
加入华兴会，配合副会长宋教仁在常德联
系学界、会党、巡防营士兵等，集结力量，以
谋响应。后事泄失败，被学校开除学籍。

组织辛亥武昌起义，是蒋翊武革命一
生最突出的贡献。1909 年，蒋翊武投入湖
北新军后，发起组建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
会员，聚结力量，完成宣传、组织、军事准
备。1911 年夏，他积极促成文学社与共进
会联合，担任文学社社长，被推举为武昌首
义总指挥。起义前夕，时任起义总参谋长的
孙武在汉口试制炸弹失事，武汉军警大肆

搜捕革命党人，形势相当危急，蒋翊武以总
司令名下达十道作战命令，促使起义在仓
促爆发的情况下有序地走向成功。其后，他
又积极襄助莅临武汉指挥的民军总司令黄
兴。汉阳失守后，蒋翊武临危受命，任战时
总司令部监军，坐镇指挥，在武昌保卫战中
“却强敌，守危城”，牵制了北洋军阀的精锐
兵力，有力支持了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

“中华民国”成立后，蒋翊武不以“首义
功臣”自居，创办《民心报》，监督政治、关注
民生。1913 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
后，蒋翊武义愤填膺，奋起抗袁，首倡“二次
革命”，出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以“取荆
襄、捣武汉、进窥河南”自任，联络东南各省
共起讨袁。后遭袁通缉，被迫亡命出走，8
月 29 日路经广西全州时被捕，9月 9 日，
在广西桂林英勇就义。

1916 年 7月，蒋翊武的灵柩归葬湖南
岳麓山之“蒋公亭”。1921 年 12月，孙中山
北伐督师桂林时，又下令在丽泽门外树立
蒋翊武纪念碑，并亲笔题写“开国元勋蒋翊
武先生就义处”碑文，署“孙文敬题”小楷和
印章，以示敬重。

历经百年风雨，蒋公后人成长为中共
党员、民主人士、国家干部、新闻工作者、人
民教师，更多的是普通劳动者，不少成为劳
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他们以先贤为榜样，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家风文化，最集中的表
现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鲜明的民族大
义、昂扬向上的进取姿态、艰苦朴素的作
风，低调务实不事张扬、默行大德埋头苦
干。蒋公的侄女蒋宗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
前线，可谓“一门两忠烈”。

如今走进澧县大地，随处可感受到翊
武之精神。蒋公家乡澧县已于 2017 年 8月
建成家规家训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免费开
放，介绍古代先贤的传世规训和古今遵家
训、重家规、立德成才的优秀典范，展示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和澧州先
贤忠贞、德孝、廉勤的不朽风范。

澧县县委、县政府还大力弘扬蒋翊武
思想精神，将县城唯一的影剧院命名为翊
武剧院；最大的公园命名为翊武公园，园内
塑有高 5 . 5 米、重约 60 吨的大型蒋翊武
红色花岗岩雕像；一条横贯东西的城区主
干道命名为翊武路。 新华社长沙电

“首义功臣”蒋翊武

蒋翊武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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