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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 月 29 日上午举行的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
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中国人民
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
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获得者
柴云振荣获“七一勋章”。由于
柴云振已于 2018 年 12 月去世，
当天是由其子柴兵荣替父亲代
领勋章。

深情凝视着朴素、庄重的
“七一勋章”，柴兵荣泪花闪烁，
仿佛看见父亲从“英勇杀敌、惊
天动地”的峥嵘岁月中，从“隐姓
埋名，不慕荣利”的平凡时光里，
走进人民大会堂……

血战朴达峰
24处负伤杀敌百余人

柴云振，1926 年 11 月生于
广安市岳池县大佛乡，1948 年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到
15 军 45 师。在军长秦基伟的
率领下，柴云振转战华中、华南
及大西南，多次荣立战功，并于
1949 年 12 月光荣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50 年 10 月，柴云振随部
队入朝作战。

1951 年 5 月 28 日，志愿军
大部队撤退，美国、加拿大、韩国
军队尾随而来。柴云振所在的
八连负责在朴达峰阻击敌人。
经过多日激战，双方伤亡较大，
最终我军丢失两个山头，情况十
分危急。

八连七班有 10 名战士，柴
云振是班长。上级命令他，带领
战士夺回阵地。

晚上，柴云振带领5人绕到
山脚下，另外 4 人负责掩护，在
不同方向向山头上的敌人放冷
枪，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就这样，柴云振带领5名战
士从侧后爬上了山头，夺回阵
地。不久，第二个山头也顺利夺
回。

天亮后，敌军展开大规模反
扑。柴云振带领战士们打退了
敌人多次进攻。

在敌人一次又一次冲击下，
最后柴云振发现，阵地上只剩下
他一个人了。

“绝不后退！”柴云振端起
枪，继续坚守阵地。子弹打光
了，他就和敌人殊死肉搏，被敌
人咬断了右手食指。

后统计，在朴达峰阻击战
中，柴云振杀敌百余人。

当柴云振苏醒过来时，发
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医生告诉
他：“这里是内蒙古包头市部队
医院……你能活过来，简直是
奇迹。”

原来，柴云振昏倒在阵地上
后，我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守住
了阵地。增援部队中一名叫孙
洪发的战友见柴云振还有一口

气，于是把他背下战场，转送后
方医院。

英雄在哪里
牵动中朝最高领导人的心

1952 年 5 月 1 日，中国人
民志愿军司令部授予柴云振

“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记特等
功一次。在 297 万多名志愿军
中，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
号的只有 50 人。然而，在表彰
柴云振的英雄事迹时，却没有
人来领取奖章。

此后，柴云振所在的部队多
次派人寻找他，但没找到。

朝鲜方面也在寻找柴云振，
其英勇事迹在朝鲜家喻户晓，他
的事迹还被编入朝鲜课本。鉴

于柴云振杳无音信，朝鲜画家根
据柴云振战友的描述，画了一张
他的“遗像”，摆放在朝鲜革命军
事博物馆里，供人瞻仰。

1980 年，朝鲜领导人金日
成到北京参加抗美援朝30周年
纪念活动，邓小平会见了金日
成。在谈到30年前的那场战争
时，金日成说，他对黄继光、邱少
云、赖永泽、柴云振 4 位川籍英
雄印象特别深刻，“除牺牲的两
位英雄外，赖永泽已找到，但柴
云振至今下落不明。”

邓小平对金日成说：“只要
柴云振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是大
海捞针，我们也要把他捞出来。”

此时，柴云振原来所在部队
驻扎在湖北孝感。寻找柴云振
的任务落在该部队政治部身上，

但寻找一直没有进展。
这时，早已退伍回到山西

老家的孙洪发向部队提供了线
索：柴云振可能是大西南方向
的人，右手食指断了一截。

于是，部队政治部在云贵
川的报纸上刊登寻找英雄柴云
振的启事。

报纸登寻人启事
30多年后英雄终现身

1984 年的一天，28 岁的拖
拉机手柴兵荣驾驶拖拉机去加
油，加油站里，一份《四川日报》
上刊登的启事引起了柴兵荣的
注意。

这则启事的标题是：寻战
斗英雄柴云振。内容为：柴云
振原系我部八连七班长，在一
九五一年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朴达峰阻击战中英勇杀敌，荣
立特等功，并授予英雄称号。
因负重伤，回国住院，与部队失
掉联系。本人见此启事或知其
下落者，请速与湖北省孝感市
39155 部队政治部联系。

柴兵荣把这份《四川日报》

拿回家问父亲：“爸，这上面的
‘柴云振’是不是你？”柴云振接
过报纸一看，平静地说：“我叫
柴云政，人家找的人是‘柴云振’，
同 名 同 姓 的 人 多 ，莫 去 乱 认
……”

但是柴兵荣前思后想，觉得
自己的父亲就是报纸寻找的战
斗英雄“柴云振”。柴兵荣劝说
父亲：“看在人家这么辛苦寻找
你的分上，你应该现身了。”

或许是见部队找他找得辛
苦，或许是见自己的身份已隐瞒
不住了，柴云振终于动了回一趟
部队看看的念头。在柴兵荣的陪
同下，柴云振坐拖拉机、赶汽车、
搭火车，终于来到老部队。

有关方面一核对，发现来人
正是中朝两国苦苦寻找30多年

的柴云振。

不慕荣和利
故意“弄丢”自己隐居山乡

柴云振是如何与部队失去
联系的？原来是他故意把自己

“弄丢”的。
在包头市部队医院治疗近

一年后，由于联系不上部队，
1952年4月，柴云振只好在医院
办理了复员手续，回到了家乡广
安市岳池县大佛乡务农。

柴云振的《复员军人证明
书》上写着：柴云阵同志系四川
省岳池县人，于 1948 年参加中
国人民解放军，现为加强社会主
义建设，特准予复员。

在那个年代，除了“姓”和
“字辈”必须准确外，其他字怎么
写比较随意。柴云振的名字在
不同年代和地方，被写成“柴云
阵”“柴云正”“柴云政”“柴云
振”。

复员回家后，柴云振先后当
过社员、生产队长、大队长、村支
书、公社党委副书记，但他从不
向当地干部和村民提及自己的
功绩。

就这样，柴云振在一个川北
小乡村里为党和人民默默奉献
了30多年。

“老英雄呀，我们找了这么
多年，你为什么这么久才现身
呢？”

“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活
着的人还争什么功呢？”柴云振
淡淡地说。

部队领导了解到柴云振“失
踪”原委后，潸然泪下。

随后，中央军委有关领导亲
自把搁了 33 年的“一级战斗英
雄”勋章颁发给柴云振。

1985 年 10 月，柴云振应金
日成邀请访问朝鲜。在访问期
间，金日成举行盛大的授勋仪
式，授予柴云振等 3 人“一级自
由独立勋章”，并亲自将勋章戴
在柴云振等3位英雄胸前。

随后，柴云振同金日成一
起，来到朝鲜革命军事博物馆参
观。参观时，他看到自己的“遗
像”与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并
排摆放，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现身后的柴云振依旧非常
低调，各级领导经常来看望他，
问他有没有什么需求，他每次都
回答“没得”。

2018年12月26日，93岁的
柴云振因病去世。在追悼会上，
空降兵某旅上甘岭特功八连第
31 任连长毛小龙赶到岳池县，
送老班长、老英雄最后一程。

2019年4月，岳池县退出贫
困县序列。如今，柴云振的家乡
岳池县发展势头迅猛，已成为

“四川省级文明城市”“全省县域
经济强县”“中国西部百强县
市”。

“党将如此崇高荣誉颁授给
我父亲……我一定努力传承红
色基因、积极工作，为党的事业
繁荣昌盛作贡献。”柴兵荣告诉
记者。 柴兵荣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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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勋章”获得者柴云振，隐姓埋名30多年

“那么多战友牺牲了，还争什么功”

1984年9月12日，四川日报登出寻找柴云振的启事。

柴云振战斗画像。

“七一勋章”获得者柴云振生前照片。

朴达峰位于朝鲜金化
西南六十多里，山势陡峭，
林木茂密，是敌人冒险进犯
金化必经之地。1951 年 5
月30日到6月4日，中国人

民志愿军某营在这里击退
了美军步兵第二十五师的
40 多 次 进 攻 ，歼 灭 敌 人
1340 多人，击伤敌机两架，
击毁敌人坦克一辆。

朴达峰阻击战

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