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罗 盛 教 （1931 -1952），
男，汉族，湖南省新化县人，中
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新
中国成立后， 罗盛教报名参
军， 被送到湘西军政干校学
习。1950年 , 罗盛教被调到某
部文书训练班学习，后被分配
到47军141师直属侦察连任文
书， 参加湘西剿匪斗争。1951
年， 罗盛教响应党的号召，加
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并随部队
奔赴朝鲜 。1952年1月2日 ，罗
盛教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
寒，3次潜水，救出落水的朝鲜
儿童崔莹， 自己英勇牺牲，年
仅21岁。

1952年2月3日，中国人民
志愿军政治部为表彰罗盛教
伟大的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 为他追记特等功，
并追授“一级爱民模范”“特等
功臣”的光荣称号。中国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追
认罗盛教 “模范青年团员”称
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和“一
级战士荣誉勋章”。 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
为罗盛教纪念碑题词：罗盛教
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
人民永远共存。2009年， 罗盛
教被评为 “100位新中国成立
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雷鸿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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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李佳茜 李青松

仲夏的平壤，清风拂面，花香四溢。
6月21日上午， 正在朝鲜进行国事

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
平专门安排时间，参谒中朝友谊塔，深切
缅怀志愿军英烈， 勉励后人牢记并传承
中朝传统友谊。

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
习近平总书记提起一个个英雄的名字，
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
长金正恩讲述他们的光辉事迹。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战士罗盛教，67年前为救落水的朝鲜
儿童崔莹，献出了宝贵生命。那一年，罗
盛教刚满21岁。那个寒冬里向着冰冷河
水, 罗盛教义无反顾地纵身跃下的年轻
身影从未走远， 至今仍震撼着人们的心
灵。

鲜为人知的是， 罗盛教曾在湘西地
区(含湘西州、张家界、怀化3市州)吉首
市、沅陵县求学、参军，并参加剿匪斗争。
7月中旬，记者实地走访他学习生活战斗
过的地方，采访他的亲人、战友以及当地
党史专家等，从他们讲述的故事中，了解
他的成长历程。

车子沿着乡村小道，拐过几个弯，驶到了一个全
木结构、青瓦重檐的楼房门口。这里是位于新化县圳
上镇的罗盛教烈士故居，系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罗盛教从小热爱劳动， 喜欢读书和游泳。“哥哥
小时候常带我一起去砍柴、割草、抓鱼、放牛。”罗盛
教的妹妹罗继香充满深情地回忆。

罗盛教11岁时， 父亲罗迭开才把他送进当地的
维新小学，之后又转到文德小学就读。后来，因经济
困难，家里无法供他上学了。

1945年冬天，在乾城县所里镇（今吉首市）开瓷
铁铺的罗盛教的叔叔罗迭文回到家乡， 说可以带罗
盛教出去读书。

“听说又可以读书了，他高兴得不得了。他离开
生活了14年的家乡，再也没有回来。”罗盛教的堂兄
罗可仁跟记者回忆这一幕时，记忆犹新。

1946年秋天， 罗盛教考进了湖南省立第九师范
附小（今吉首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在罗盛教纪念馆， 馆长张树全告诉记者：“罗盛
教在湘西地区学习时，一开始因数学成绩不太好，经
常挑灯苦读到深夜。”1947年，因成绩优异，罗盛教免
试升入湖南省立第九师范（今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编在简师十四班。
求学期间，罗盛教严格要求自己，孜孜不倦。“盛

教哥哥身上总有一股正能量，有一副热心肠，不懂就
问，有一股质疑求索的精神。”罗盛教的弟媳陈纯回
忆，她曾多次跟罗盛教的老师和校友交流，老师和同
学都说喜欢和罗盛教交往。

1949年， 湖南省立第九师范停办。1949年春天，
罗盛教考入省立十三中学（今湘西州民族中学）。罗
盛教在省立十三中学的同学石昌歧撰文回忆， 罗盛
教常穿一身青色学生制服，个子不高，言语不多。他
喜欢写大字，爱打篮球。

1949年， 乾城县所里镇迎来了解放军战士。“一
天，罗盛教与几位同学谈论着有关解放军的见闻。罗
盛教说，解放军战士在老百姓家里很客气，对人很亲
热，借东西总是有借有还，用东西非给钱不可，还帮
助挑水、劈柴、打扫卫生。”石昌歧说，此时罗盛教心
里已受到革命雨露的滋润。

1949年秋天，湘西重镇沅陵解放。当年10月，罗
盛教邀集几位同学，冒着随时可能遇到土匪的危险，
身背简单行李， 从所里镇步行100多公里到沅陵参
军。

沅陵县酉水大桥旁有一片空旷的河滩， 如果不
是附近还有废弃的防空洞， 很难相信原湘西军政干
校就建在这里。

“1949年11月，罗盛教进入新成立的湘西军政干
校学习，就在我们眼前这个地方。”沅陵县委党史联
络组成员向显桃指着河滩向记者介绍。

罗盛教的战友谭国雄回忆：“罗盛教身子瘦瘦小
小，性格比较内向。他报名参军初审时，部队对他不
是很满意，他就说‘我要参加解放军，我是一个穷人
出身’。部队看他决心很大，就同意了。”

湘西军政干校刚成立，第一门课程就是“劳动建校”。
1949年冬天，学校与运动场之间需要搭一座桥，大家锯了
棵大树搭桥，没想到大树倒下后滚到河沟里去了。

“罗盛教不顾天气寒冷，带头跳进冰冷河水中。
在他带动下，全班同学都跳进了河沟里，终于将大树
拖上岸，搭起了桥。”向显桃说。

第二天，桥头挂了块匾，上面写着“开路先锋”4
个字。 这块匾是校部奖给罗盛教他们这个中队的。
“在全校大会上，学校表扬了罗盛教的举动。”谭国雄
说，得到表扬的罗盛教干劲更足了，经常悄悄地打扫
院子，把班里的水缸挑满。

一个周末，罗盛教请假去沅陵街上修钢笔。因为
要求上街的人数已超过学校的规定限度， 学校没有
批准。罗盛教还是上街去了，他因为这件事受到了批

评。他一开始认为上街时间不长，没多大影响，批评
未免小题大做。

“罗盛教后来经过反思，认识到军政干校不仅要
培养学员懂军事，还要培养学员有理想、有纪律和爱
国精神。平时因个人需要，置整体纪律于不顾，危害
是十分严重的。”谭国雄回忆，罗盛教跟他分享了自
己的心路历程。后来，罗盛教提高了认识，在班务会
上作了严厉的自我批评。

军政干校像一艘浪里飞舟， 沿着既定的航向前
进着。罗盛教和他的同学们，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
健康成长。

1950年初的一天， 报纸上公布了发行公债的消
息。罗盛教积极响应号召，支援国家建设。“他听了学校
的动员后，把几个月积攒下来的津贴费，和从家里带来
的钱都拿出来购买了公债。”谭国雄说，在罗盛教影响
下，学员们把积攒的钱纷纷拿出来购买公债。由于表现
突出，罗盛教在湘西军政干校被评为模范学员。

在校期间，罗盛教购买了《为人民服务》《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等书籍。“《为人民服务》里说‘人固有一
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
比泰山还重’。罗盛教在这段话下面作了记号。他把
这两本书带在身边，后来还带去了朝鲜。”谭国雄说，
罗盛教还在一本书中读到董存瑞的英雄事迹， 被英
雄深深感动，视其为偶像。

1950年3月， 罗盛教从湘西军政干校毕业后，被
分配到解放军47军军令部文书培训班学习。

1950年7月1日， 罗盛教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 他在日记中写道：“既然入团是我的迫切心
愿，那么从此刻起，我就百分之百地以团员的标准来
要求自己吧。”

“1950年五四青年节， 罗盛教在沅陵拍了一张照
片，上面写有‘五四留影于沅陵’字样。”向显桃说，这是
罗盛教在沅陵学习、剿匪期间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
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随后，他将照片寄回了家中。

1950年7月7日，罗盛教将其入团的喜讯，写信告
诉了家人，他还特意询问家人是否收到了他的照片。

在文书培训班学习结束后， 罗盛教被分配到47军
141师直属侦察连任文书， 参加湘西剿匪斗争。1950年
下半年，罗盛教住在沅陵县乌宿区（今沅陵县二酉苗
族乡乌宿村）房东潘秀英家中。

在乌宿村， 潘秀英的侄孙刘沼友将记者带到酉
水河边，指着眼前一处空地说：“我五婆（潘秀英的丈
夫在家排行第五）的房屋就在这里，以前这里属于乌
宿的老街， 马路是石板路。 因为这里靠近河边地势
低，为了避开洪水，大家移民到地势高的新街了。”

“罗盛教在乌宿的故事，我们这里家喻户晓。”沅
陵县二酉苗族乡乌宿村党支部书记李珍香说。

刘沼友当时年纪小，并不认识罗盛教，但潘秀英
时常跟他说起罗盛教的故事。那时，潘秀英去码头挑
水，来回有一公里路。“五婆跟我讲，罗伢子经常大清
早就起来去挑水，下雨天路滑也不例外。他还帮忙做
家务重活， 和五婆拉家常。 五婆把他当亲儿子一样
看。”刘沼友说。

乌宿一带剿匪接近尾声时， 连队准备离开驻地
去古丈县李家洞（今古丈县高峰乡）执行剿匪任务。
其中一双鞋子的故事，刘沼友听潘秀英讲过很多遍。

当时，得知部队要离开乌宿，潘秀英恋恋不舍，
围在战士们身边转悠。 罗盛教大清早就把潘秀英家
的水缸挑满水，在收拾背包时，潘秀英拿着自己做的
鞋子、袜子走了进来，往罗盛教背包里塞。不拿老百
姓一针一线的纪律，罗盛教当然懂得，于是他坚持不
肯要。潘秀英只好作罢，一再叮嘱罗盛教“要当心身
体，要注意安全”。

刘沼友告诉记者：“罗盛教走的时候， 就是不肯
收五婆送的鞋袜。后来趁他没注意，五婆将鞋袜塞进
了罗盛教的被子里，罗盛教到古丈后才发现。”

“罗盛教的成长过程充分证明，英雄壮举绝非偶
然，在革命熔炉里锻炼，他在思想上得到升华，拥有
了军民一家亲的情怀。”谭国雄说。

在李家洞的一天，战士们进山剿匪去了，留在连队
值班的罗盛教突然听到惊叫声。“李家洞一位老乡的房
子被土匪烧着了。罗盛教立刻奔赴现场，毫不犹豫冲进
火海， 将抢救东西的老大娘背了出来。 随后又钻入火
海，一趟一趟往外抢运东西。”向显桃说，事后，罗盛教没
有告诉大家，直到连长看到他被火烧伤的伤口，才知道
这件事。由于罗盛教工作出色，部队给他记了一小功。

罗盛教曾不止一次听连里老战士讲述部队在东
北战场上的光荣战斗史。 连里曾有一位叫金唤的朝
鲜同志，为掩护连指导员而英勇牺牲。听了金唤的事
迹，罗盛教深受感动，心中播下了中朝友谊的种子。

1951年4月，罗盛教主动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
军，奔赴朝鲜参战。

7月9日，沅陵县二酉苗族乡乌宿村
潘秀英房屋的前址上，潘秀英的侄孙刘
沼友（右一）向记者讲述罗盛教和战士
住在潘秀英家的故事。 王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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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驻市州分社记者

“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
台阶，选拔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应当具有2年
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完善乡镇公务员和事
业编制人员年终奖金和年度绩效工资政策，
稳步提高收入水平……”7月25日、27日，《湖
南日报》和新湖南客户端刊发了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拓展基层干部晋升通
道实施方案》《提高基层干部待遇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两个《方案》），在广大基层党员干
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两个《方
案》坚持问题导向，既立足解决当前实际问题,
又着眼长远发展大计，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
基层的高度关心和重视， 让基层干部干事创
业有“干头”更有“奔头”。

一股滋润基层干部心田的甘泉
“两个《方案》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

基层干部的理解、体贴、关爱。”衡阳县西渡镇
党政办主任龙虎已在乡镇工作近20年， 工作
任务繁重。他认为，两个《方案》的出台，犹如

给乡镇干部打了一针“强心剂”，让大家真心
感受到这份温暖和上级对基层干部的认可，
今后将更加努力干好本职工作，更好地安心、
用心、贴心为民服务。

晋升渠道窄、队伍难稳定，一直是制约基
层组织建设的一大瓶颈。 汨罗市长乐镇镇长
许强称，基层干部以往被称为“三苦”干部，工
作辛苦、生活清苦、环境艰苦，晋升空间窄，工
作难安心。两个《方案》的出台，体现了省委、
省政府对基层工作的关注、关心，犹如一股甘
泉，滋润了基层干部的心田。基层干部也大受
鼓舞，一定会珍惜机遇，敢于担当，甘于奉献，
在基层广阔舞台上奋发有为。

益阳市赫山区兰溪镇党委委员、 组织委
员岳云杰说，当前，乡镇事业编制干部占比达
70%左右，他们成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重
要依靠力量。但是由于事业编制身份的限制，
许多有能力、 有抱负的优秀干部不能得到提
拔重用，严重挫伤了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拓展基层干部晋升通道实施方案》中改进镇
（街道）及事业编制人员交流提拔工作的新规
定， 使这部分干部有机会提拔到事业单位担

任领导职务， 为乡镇事业干部带来了新的希
望。

“两个《方案》真是接地气，入人心。”新田
县骥村镇党委书记蒋洪军感慨道， 在骥村镇
所有的干部都是农村镇上两头跑， 白天进田
间地头，了解情况，晚上开会研讨脱贫方案，
确实辛苦。《提高基层干部待遇实施方案》符
合基层干部的生活实际， 以基层干部的工资
收入、社会保障等为实际出发点、切入点，切
实提高待遇， 让基层干部感受到实实在在的
温暖，也将吸引更多的“新鲜血液”来到基层，
扎根基层。同时，《拓展基层干部晋升通道实
施方案》的出台，又给基层干部事业发展提供
了无限可能， 能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的工作积
极性。

株洲市渌口区渌口镇副镇长夏竞茜认真
阅读了《湖南日报》刊登的两个《方案》后认
为，强基方能固本，拓展、畅通基层干部上下
流动的渠道， 将进一步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
热情， 尤其在推动企事业单位与党政机关领
导干部双向交流这一点上， 将极大地调动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一颗留住基层干部的“定心丸”

作为一名省委组织部选调生， 桃源县沙坪
镇政府工作人员张依切身感受到组织对基层干
部的关心。“强化基层干部待遇保障，关心基层干
部身心健康，改善基层干部生活条件，这一系列
务实举措为基层干部安心服务基层、 坚守一
线岗位吃了一颗‘定心丸’。”张依兴奋地对记者
说，“在这样的条件下， 我们没有理由再去抱怨，
而是应该奋发向上， 推动各项政策落地生根。基
层工作虽然艰苦，但我会扎根基层，绽放青春！”

龙山县茨岩塘镇扶贫专干杨苗是一名90
后，两个《方案》的出台让她十分兴奋，杨苗
说：“基层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基层干部是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后‘一公里’的执行
者，我深深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对基层干部的
关心关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鼓足了劲，让
我们安心在基层干事创业。”

“读完《拓展基层干部晋升通道实施方案》，
令人振奋。晋升渠道不畅，不仅造成部分干部懒
政，也是对人才资源的一种浪费。《方案》考虑到
了每个层面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 细致指出各

种晋升渠道和空间， 让人清晰、 明了， 充满希
望。”新邵县陈家坊镇副镇长何珊表示。

“两个《方案》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着
力夯实基层基础， 关爱基层干部的力度。”桃
江县修山镇镇长薛浩说，“《提高基层干部待
遇实施方案》 中首次提出对村党组织书记和
村委会主任购买养老保险给予补贴， 导向鲜
明，有效地解除了村干部的后顾之忧，这对于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持续稳定基层干部队伍
具有深远意义。”

汉寿县沧浪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明辉认
为，《拓展基层干部晋升通道实施方案》 打破
了固有的晋升渠道束缚， 为基层干部晋升提
供更多平台，这让基层能干事、干得成事、想
干事的干部有保障、有目标、有舞台。《提高基
层干部待遇实施方案》 提出要加大乡镇选拔
干部力度， 这将进一步激励基层干部更加勤
勤恳恳工作， 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
作，通过有为让自己有位。

“契合了基层实际，解决了基层工作吸引力
不大、基层部门留不住人的难题。”华容县治河
渡镇党委委员蔡炎认为，两个《方案》的内容覆
盖面广，既提高了基层干部工资福利，又畅通了
基层干部晋升通道，必将凝聚基层干部人心，让
基层干部在干事创业中无后顾之忧。

（执笔：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徐典波
鲁融冰 杨军 陈昊 肖祖华 张咪 周小雷）

让基层干部有“干头”更有“奔头”
———我省基层党员干部热议两个《方案》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