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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28日， 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
事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杨勇同志诞辰
100周年。 在数十载的革命生涯中， 他驰骋
沙场， 出生入死， 鞠躬尽瘁， 为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 建立了不
朽的历史功勋。 他的光辉业绩和卓著功勋永
远镌刻在人民心中， 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思
想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在革命战争年代， 杨勇同志
身经百战， 战功卓著， 为中华民
族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
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杨勇1913年10月28日生于湖南省浏阳
县文家市清江村一个农民家庭。 浏阳人民
的革命斗争， 对他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大
革命的风暴席卷浏阳时， 他当上了文家市
儿童团长， 在热火朝天的农民运动中接受
了革命的锻炼。 马日事变后， 他和父亲兄
长一起参加了十万农军围攻长沙。 1929年8
月， 他自告奋勇参加浏阳第八区苏维埃政
府工作。 1930年2月， 参加红五军， 并转为
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此， 踏上了烽火连天
的革命征程。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杨勇历任连、
营、 团、 师政委等职， 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
反“围剿” 和长征。 在湘江战役中， 他率部
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 以牺牲400余名指
战员的沉重代价， 与兄弟部队一起完成掩护
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任务， 谱
写了血战湘江的悲壮历史； 在土城战斗中，
他带队冲锋负伤， 失掉6颗牙齿、 血如泉涌，
仍用笔下达命令， 最后昏倒在血泊中。 他率
部转战云贵高原， 翻越雪山草地， 出色完成
了党交给的战斗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 杨勇历任团长兼政
委、 旅长兼政委、 鲁西军区司令员、 鲁西区
专员、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职， 为开展平原
游击战， 开辟和建设鲁西、 冀鲁豫抗日根据
地， 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平型关大战中， 他
一马当先， 率部与敌人短兵相接， 展开肉搏
战， 终于拿下公路北侧的制高点老爷庙。 随
后， 率部转战黄河流域， 同日伪军进行多次
战斗， 特别是“吕梁三捷”、 樊坝等战斗闻
名遐迩， 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 使日
伪军闻风丧胆。

在解放战争时期， 杨勇历任晋冀鲁豫野
战军第七纵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 第二野战
军第五兵团司令员， 参加了平汉、 陇海、 定
陶、 豫北、 鲁西南、 挺进大别山等重大战
役。 在鲁西南战役中， 他率部攻克郓城， 受
到晋冀鲁豫军区首长通令嘉奖。 在千里跃进
大别山时， 他组织指挥了高山铺战役， 得到
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 在著名的淮海、 渡
江和进军大西南、 解放贵州、 成都会战等战
役中， 他率部歼灭了大量敌人， 为新中国的
诞生建立了功勋。

在和平建设时期， 杨勇同志
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抓好
部队全面建设也建树颇多

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1月， 杨勇就任
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 担
负起领导贵州省军民开展土改、 征粮、 剿
匪、 反霸、 恢复生产等工作任务。 他率部实
行军事打击、 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
方针， 进山剿匪， 共歼灭瓦解敌匪特武装10
万余人， 平息了贵州匪患， 使贵州社会秩序
很快恢复， 人民政权得到巩固， 群众生产和
生活有了保障。

1950年底， 杨勇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
系学习， 兼高级系主任。 1951年4月， 他调
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 同年10月任第二
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为培训军队干部， 做出
了成绩。 1953年4月， 他奉命出征抗美援朝，
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志
愿军副司令员、 司令员等职， 光荣地履行党
和祖国人民赋予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朝鲜人
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屡建奇功， 创造了
金城战役“打谈结合” 的典型战例， 使敌人
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1958年9月以后， 杨勇历任北京军区司
令员、 党委第一书记， 副总参谋长等职。 他
组织部队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 不但注重
培养和提高战士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能水
平， 而且把增强战士们的文娱水平、 能力当
作一个重要任务。 这种“文武双全” 的带兵
方法和脚踏实地的良好作风， 受到党中央和
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在
北京观看解放军某部的射击表演后， 敬佩地
说： “中国军队从士兵到将军都是最优秀
的， 我要告诫世界军队， 切忌和中国军队在
地面上交手。”

在“文革” 中， 杨勇遭到林彪、 江青反
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仍在艰难困境中顽强
抗争。 1972年7月， 在毛泽东同志等亲自过
问下， 他得以重新出来工作， 任沈阳军区副
司令员， 新疆军区司令员、 中共新疆自治区
委员会第二书记等职， 对加强边防和部队建
设， 维护民族团结， 做出了贡献。 1977年9
月， 他任副总参谋长、 中央军委战略委员会
第二主任， 协助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
深入揭批“四人帮”， 为总参432人平反昭
雪， 为52名军以上领导干部恢复名誉， 使许
多同志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改革开放时期， 杨勇同志
为人民军队革命化、 现代化、 正
规化建设， 为加强战备， 保卫
祖国， 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改革开放时期， 杨勇历任中央军委常
委、 副秘书长， 总参党委第二书记、 中央书
记处书记等职。 他胸怀全局， 善抓大事， 坚
决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 为人民军队的“三化” 和国防
建设呕心沥血， 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9年1月， 他前往云南边境地区马关、
河口一带视察， 向邓小平同志等汇报视察云
南前线的情况， 提出作战方案建议。 在对越
自卫反击作战中， 除了参加军委重要会议，
他几乎每天都在总参指挥中心了解战况， 指
导并及时解决作战中的问题， 维护了祖国西
南边疆安定。

1980年1月， 出任军委常委、 副秘书长
后， 他更加重视部队建设， 尤其重视机场、
海岛等战场建设， 不仅考虑未来作战需要，
而且注意照顾平时的民用 。 他参与全军

“三化” 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
决策。 3月， 他除了协助总长抓全盘工作
外， 还参与主管作战工作， 多次陪同总长
到西北、 华北、 东北、 西南和海南岛等地
勘察地形、 了解情况。 1981年12月， 他兼
任中央边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提出了全
国边防体制改革的方案， 被中央很快批准
实施。

1982年初， 他被确诊为肺癌， 仍带病主
持总参日常工作， 对全军和总参机关建设提
出了重要意见。 病重期间， 还在医院里听取
汇报， 叮嘱有关部门的同志， 一定要保持边
境地区的稳定， 搞好生产生活建设， 使边境
群众能够听到中央的广播， 看到中央的电
视。 弥留之际， 他想到的是“不要再浪费国
家和人民的钱了！” 始终保持大无畏的革命
气概。

精神永驻，风范长存。 杨勇
同志永远是后人崇尚和学习的楷模

1983年1月6日， 杨勇同志在北京病逝。
时光荏苒， 沧海桑田， 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
30多年了， 但他的光辉业绩和重大贡献， 深
深铭记在我们心中， 他的崇高风范和对家乡

人民的关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追思。
杨勇同志具有实事求是、 求真务实的优

良作风。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 还是在和平建
设及改革开放新时期， 他都敢于坚持真理，
从实际出发。 在“文革” 中， 有人劝他揭发
别人， 他严肃地说： “这不行， 一个共产党
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要知一说一， 知二
说二”； 在平反冤假错案时， 他不计个人恩
怨， 一再强调： 凡是实践检验是诬蔑不实之
词的， 凡是作了不正确结论的， 不管是什么
案件， 不管在什么时候， 也不管是谁批准
的， 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表现出一个
共产党员的坦荡胸襟。

杨勇同志具有谦虚谨慎、 严于律己的高
尚情操。 他功高不自傲， 名重不自恃。 1949
年， 他率部进军大西南， 途经家乡， 热情接
待邻里乡亲， 慰问烈士亲属， 告诫大家： 不
管任何时候， 做任何事情， 都要从整个国家
和民族利益去考虑才对， 我们共产党无论职
位高低， 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不能搞光宗耀
祖的事。 1982年， 他对约稿编辑有针对性地
说： 写回忆录要留有余地， 宁肯不足， 也不
要过头， 更不能吹自己， 一切功劳归于党，
归于人民。 他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 教育子
女做人要有骨气， 不能养尊处优， 在生命垂
危时， 仍嘱咐他们依靠自己去生活， 努力为
党工作。

杨勇同志具有心系群众、 服务人民的公
仆本色。 他始终认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时刻牵挂群众冷暖。 在主政贵州期间， 他看
到一些群众生活极为困难， 甚至还衣不遮
体， 难过地流下了热泪， 要求干部树立“功
在黔民” 的思想， 继续“为人民流血汗”。 他
在军队长期担任要职， 但从不搞特殊化， 数
十年如一日。 他每次外出视察， 不准设宴招
待， 不搞专场演出， 不住地方宾馆， 不坐卧
车， 只坐吉普， 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普通一
兵的本色。

沙场驰骋建勋业， 铮铮铁骨留清香。 今
天， 我们纪念和缅怀杨勇同志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 就是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和
崇高风范， 继承和发扬他们的光荣传统和优
秀品质，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大力推进
“四化两型” 建设， 为实现中国梦的湖南篇
章、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奋
斗。

2013年10月28日， 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杨勇同志
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杨勇同志是从浏阳这
块红色热土上走出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他
为中国人民解放和新中国建立， 为社会主义
改革和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建立了不
朽功勋。

出生贫苦立志革命

杨勇原名杨世峻， 1913年10月28日出生
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镇清江村一个贫苦但追求
思想进步的农民家庭。 1926年8月， 北伐军
进军浏阳， 正在当地里仁学校读书的杨勇担
任童子军队长， 与后来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
的同窗姨表弟胡耀邦带领同学们走村串户，
开展查烟禁赌等活动， 参加对土豪劣绅的斗
争。 次年4月， 杨勇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长沙“马日事变” 后， 他又参加了10万农军
围击长沙的战斗。

1927年9月9日， 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
了湘赣边界地区秋收起义。 起义部队进攻长
沙失败后， 于9月19日在浏阳文家市集结， 9
月20日在里仁学校操场举行会师大会。 14岁
的杨勇与12岁的胡耀邦趴在操坪院子的墙头
上， 聚精会神地聆听毛泽东同志带着浓重湘
潭口音的激情动员。 当毛泽东同志以司马光
砸缸的历史故事， 比喻当时的革命形势时，
杨勇深受启发， 十分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
略， 决定追随其一生。

1928年， 杨勇考入浏阳县立初级中学。
同年7月， 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爆发，
起义部队在平江、 浏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不满15岁的杨勇萌发了当红军的强烈念头，
第二年春天， 他加入了文家市游击队， 1930
年正式参加工农红军，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走上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道路。

身经百战功勋卓著

杨勇亲身参与和指挥了土地革命、 抗日
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等不同历史
时期的许多重要战斗， 他身经百战， 作战勇
敢， 功勋卓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他参与了第二次攻
打长沙的战斗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
围剿” 斗争。 长征途中， 他坚决果敢， 率领
部队突破湘江封锁线， 转战云贵高原， 出色
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 抗日战争
时期， 他参与了平型关大战， 左臂负伤仍坚
持指挥部队， 立下显赫战功。 在鲁西地区，
他成功地指挥了梁山歼灭战， 打击了进犯日
军的疯狂气焰， 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开辟
和建设鲁西、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作出了重
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 杨勇参加了平汉、
陇海、 定陶、 豫北、 鲁西南、 挺进大别山、
淮海、 渡江、 进军大西南等重大战役。 在鲁
西南战役中， 他指挥部队攻克郓城， 取得重
大战果， 受到晋冀鲁豫军区首长通令嘉奖。
此后， 他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 组织指挥了
高山铺战役， 为中原野战军实施战略展开创
造了有利条件。 在著名的淮海、 渡江和进军
大西南、 解放贵州、 成都会战等战役中， 他

率领部队歼灭大量敌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
杨勇兼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 贵州省人民政
府主席， 领导全省军民剿匪反霸， 恢复工农
业生产， 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1950年在军
事学院高级系毕业后， 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副
校长、 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953年4月
18日， 毛泽东同志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
名义签署任命： 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20兵团司令员。 1953年7月13日， 杨勇组
织20兵团主力部队发起金城反击战取得重大
胜利。 7月27日， 中朝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
对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在板门店签署了停
战协议。 同日， “联合国军” 总司令克拉
克最终在停战协议上正式签字。

杨勇是我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 他决策
果断， 指挥灵活， 能攻善守， 英勇顽强， 指
挥了很多著名战役。 如抗日战中的潘溪渡战
斗、 汾离公路上的三战三捷、 解放战争中挺
进大别山时的高山铺战斗， 都已经成为军事
学院教科书中的典型战例。

铁骨丹心赤子情怀

杨勇对敌斗争毫不留情， 对自己的同志
却非常宽厚， 既坚持党的原则， 又广泛团结
同志。 他豪爽豁达， 待人宽厚， 哪怕是持有

不同意见的同志， 甚至反对过他的同志， 他
都能合作共事。 打了胜仗， 有了成绩， 他从
不提及自己， 总是说， “这是上级正确领导
和指战员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只是做
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工作”； 每当工作
中出现失误， 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 帮助下
级分析原因， 总结经验教训， 树立做好工作
的信心。

杨勇同志为人厚重寡言， 宽宏大量， 识
大体， 顾大局。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他可
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容忍。 他常常教育干部一
定要以大局为重， 不利团结的话不说， 不利
团结的事不做。 在“文化大革命” 中， 遭到
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和残酷迫
害， 使他的精神和身体受到很大摧残。 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团后， 杨勇重新工作， 任沈阳
军区副司令员， 新疆军区司令员、 中共新疆
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 副总参谋长， 不顾
“四人帮” 的压力， 加强边防和部队建设， 维
护了民族团结。 1978年彻底平反， 任中共总
参谋部委员会第二书记， 中央军委常委、 副
秘书长，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 方针、 政策， 为我军革命化、
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 为加强战备， 保卫祖
国， 呕心沥血， 战斗到最后一息。 张爱萍将
军在杨勇逝世时送上一副挽联， 其上联是

“留得铮铮铁骨香”。

以先辈精神推进家乡发展

1983年1月6日凌晨， 杨勇带着对故土的
眷念， 因病在北京逝世。 杨勇同志虽然离开
我们已经整整30年， 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
忠诚， 令家乡人民永远铭刻在心， 一直激励
着家乡人民干事创业、 奋力前行。 近年来，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浏阳紧扣“建设美
丽浏阳、 打造幸福家园” 的目标， 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 弘扬“自强不息、 敢为人
先” 的浏阳精神， 解放思想、 真抓实干、 开
拓创新， 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县域经济发展的
成功之路， 实现了浏阳从一个老区县、 山区
县、 贫困县到全省县级综合实力二强、 全国
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的跨越， 创造了为众人
瞩目的“浏阳现象”。 目前， 浏阳交通、 电
力 、 水利、 通信等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鞭
炮烟花等传统产业不断巩固提升， 生物医
药、 现代制造等新型工业蓬勃发展， 城乡面
貌焕然一新， 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以较
强的综合实力、 较好的产业基础、 良好的自
然生态、 深厚的地域文化和响亮的城市品
牌， 使浏阳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明显的后发
优势和强大的发展潜力。

家乡人民隆重纪念和深切缅怀杨勇同
志， 就是要铭记他的教诲， 学习他的优秀
品质和崇高风尚， 发扬他的革命精神， 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团结拼
搏， 开拓进取， 谱写这块红色土地经济繁
荣发展、 社会更加和谐、 人民富裕幸福的
崭新篇章！

沙场建勋业 风范铭青史
———纪念杨勇同志诞辰100周年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缅怀先辈伟业 建设幸福浏阳
———纪念杨勇同志诞辰100周年

中共浏阳市委 浏阳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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