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密 543》中的肖占武 ---国宝级战神岳振华  
  

（剧照肖占武）东方卫视热播的大剧《绝密 543》完美收官，这部在真

实的历史基础上创作出来的电视剧，再现了我国首支代号“543”地空导弹

部队的英雄传奇。剧中主角肖占武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追捧和喜爱，而

他的生活原型就是我们国宝级的战神岳振华。 

（岳振华）说他是国宝级的战神毫不为过，电视剧作为艺术作品没有对

他的功绩做数据性的概括，观众们也往往被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所吸引

而忽略了他的伟大。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人，认识

导弹不到一年，就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的先河。他又是全世界击落 U2高

空侦察机最多的人，被称为“U-2 终结者”，震惊西方世界，引发全球关

注。他率队发明的近快战法打破了苏联传统导弹发射模式和方法，逼近

人体极限，破解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对抗武器，获得了 1978年全

国科技大会成果一等奖。正因为创造出如此辉煌战绩，他成了新中国成

立后国土防空作战中最具影响力的功臣之一，先后四次受到毛主席亲切

接见，其中两次是设家宴款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也多次亲切接见。1963 年 12 月 26 日国防部授予他“空军战

斗英雄”荣誉称号。1964年 6月 6日，国防部又授予地空导弹第 2营“英

雄营”荣誉称号。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将领都来部

队视察看望，贺龙、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还专门在北京华侨饭店宴请了岳振华。六位元帅接连看望一支部队，

三位元帅宴请一名少校，这在我军历史上还从没有过。在实行军衔制的年代，

岳振华创造了七年晋升三级军衔且由少校逐级晋升为大校的神话，在我军现

代军衔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岳振华 1926 年 5 月出生在河北省望都县一个农民家庭。1942 年 16 岁就参

加了革命，17 岁就加入了党，19 岁时参军入伍。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

他英勇顽强，快速成长为一名初级指挥员。1952年 4月，已是华北高炮某团

副参谋长的岳振华随部队入朝作战，用落后的 76.2 毫米高射炮击落过敌战

斗轰炸机、击伤过美制 B-29重型轰炸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很快受到关注。

1955年授衔时，岳振华在防空部队第五一一团担任副团长兼参谋长，被授予

少校军衔，并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岳振华上过中学，上

级又把他送到沈阳防校指挥系深造，他不辜负党和人民培养，刻苦学习，很

好地掌握了军事指挥理论，在 50 年代像他这样的文化程度的中级指挥官是

不多的。29岁时就已成为全军高射炮兵装备最先进的第五一一团团长。1957

年初，他所在的团并入空军战斗序列，成为空军高射炮兵第七师十九团，岳

振华担任团长。1958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地空导弹部队 543，一纸调令将

高炮团长岳振华接进北京西南郊长辛店秘密学习，并就任 543部队第二营首

任营长。但他所担任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营长，543 各营均属于团级单位，

全部干部降格一级而属于“高职低配”。 

之后的战斗生涯，电视剧里都有精彩的展示。但是，岳振华的担当和牺牲比

电视剧里要大得多。电视剧里为了吸引观众，虚构了杨硕这一人物，让岳振华在激烈的战斗中抱得美人归，收获了

浪漫的战地爱情。 



 

 

（剧照，肖占武和爱人杨硕） 

实际上岳振华在调进 543 部队前就已经结了婚，爱人李

德序虽然也是军人 是开国上尉，但却是一名军队医院的

医务人员。 

 

（岳振华夫妻照） 

岳振华对待爱情也像打冲锋一样嘁哩喀喳，俩人在 1954

年春夏之交的一场篮球赛旁初次相识。到 11月底，岳振

华就提出要举行婚礼，“以后见面机会很少，离得远，就

这几天搬家结婚！”在父母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李德序答

应了岳振华的“求婚”。过了新婚之夜，岳振华就赶去了

部队。由于 543 部队的绝密性质，他的军旅生活与所有

的亲人“隔离”，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党和国家，整整十

年，振华只能在回到部队驻地后才能写上几封信，通过

他人转交给李德序。也只有在每次得胜归来，他才能在

家小住几天。十年里，他的父亲、母亲、岳父母、奶奶

等至亲相继离开人世，岳振华都没能送他们最后一程，

更别提看他们最后一眼。几个孩子出生，他也一次也没

侍候妻子坐月子。这种为了国家而在精神和生活中的巨

大牺牲，是常人难以承受的。 岳振华是刘亚楼的几大爱

将，其受重程度不下于后来曾任空军司令员的王海上将、

空军副司令员的林虎中将、北空司令员的刘玉堤中将等。按照当时的奖励规定，作战有功人员除立功之外，还有晋

级和晋衔。高于一等功的晋级，高于晋级的晋衔。晋级和薪金挂钩，而晋衔虽然是最高荣誉，却不多拿一分钱。打

下了敌机，刘亚楼上将高兴得合不拢嘴，他对岳振华说：“不要钱，那个看不出来，要‘豆’！”刘亚楼的意思很清楚，

晋级虽然多拿钱，但外人不知道，不如晋衔，肩上多一个“豆”，多荣耀，多神气！1965 年 6 月，我军取消军衔制

时，部队军官要按地方行政级别套改，那时岳振华刚任独立第四师师长，未能按正师级套改，而是按副师级行政十

一级套改的（副师 11-13级，正师级为 10级），因为刘亚楼将军早逝，再加上那个年代说不清的原因，岳振华最后

只官居北空副参谋长，军衔始终也没有跨入将军的行列，2013 年 10 月 31 日 6 时，岳振华因心脏病于北京军区总

医院逝世，享年 87岁。 

老英雄去世后记者去采访，想让家人拿出记载他荣誉的东西看一看，然而家人却找不出一件关于他立功受奖的纸

片。为啥？因为岳振华当年隐姓埋名十余年，与家人几乎都断绝了联系，关于他和部队的所有报道、奖励都在秘密

进行，就连妻子李德序都不知情。 “虽然荣誉不断、极负盛名，他却从不自满，更不自傲。”宫长春回忆，每次打

完胜仗，岳振华就会第一时间组织大家查找问题，并将此作为一条制度坚持下来。不论最艰难的日子，还是最喜庆

的时刻，他都和战士们一起度过，一起分享。 

晚年的岳振华因病行动不便，在轮椅上度过了近 10年。2007年建军节前夕，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陈铎与节目组

一道来到岳振华家中采访，在问及当年战斗情况时，当时言语已有障碍的岳老突然面露激动神色，回答毫无滞碍。

陈铎紧紧握住老英雄的双手，将“祖国不会忘记”荣誉证章别在他胸前。 

如果别人不问，岳振华从来不会向别人讲起那段辉煌的历史。十几年前，一名工人上门安装电器，见书柜里摆着一

名军官与毛主席握手的两个小镜框，仔细端详后惊奇地问两鬓斑白的岳振华：“这两人是同一人吗？都是你吧？”岳

振华微笑着点点头。工人用敬佩的目光打量着这位不起眼的老人，半天回过神来，幽幽地说：“原来你就是岳振华

啊！” 

什么是英雄？这就是真正的英雄，能聚焦在光环下，更能坦然于幕后。英雄，是一支军队的精神和骨头；崇尚英雄，

是忠诚的血脉在永远传承，从历史到现实从未淡化过。有人说，今天的社会物欲横流，人们已经不再需要英雄、不

再崇拜英雄。其实，半个多世纪来，人们关注英雄的目光、追逐英雄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岳振华去世后，干休所联

系八宝山公墓的工作人员，对方问：“是网上那个岳振华吗？是毛主席多次接见的那个战斗英雄吗？”得到肯定答复



 

 

后，电话那头声音激动而干脆：“原来是送老英雄，

放心，我们一定提前半小时赶到医院做好准备！” 

送别那天，八宝山公墓外自发赶来许多亲属亲友们

都不认识的 80 后、90 后青年，一起吊唁老英雄。

这一幕场景，令英雄的家人深感意外，也让我们看

到了希望。 

大爱无言国与家的天平在他这里倾斜 

“上不告父母，中不告妻子，下不告子女”。从调往

地空导弹部队开始，岳振华和他的战友们身上就罩

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爱人李德序虽然已是 84 岁高

龄，但对岳振华当初调动时离开家的情景历历在目。 

那天，老岳从高炮团回来，正巧他妹妹从河北老家

赶过来。我见他风风火火地走进门就高兴地问，知

道妹妹来了吗？他说我知道什么，你快给我找衣服，

我要出差。我问去哪？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妹妹哭着说：哥，我来是让你帮忙找

工作的！老岳问也不问就走，说车在外边等着

呢！妹妹哭着追了出去，我把她拉回来劝说，

不是你哥不关心你，是工作需要没办法。 

就这样，岳振华离开了家，没有电话，只有信

箱，而且给家里回信时间也很长，过几个月他

总会往家里寄工资，一年半载回来一次，过个

周末就返回，一回家对部队的事闭口不提，这

样持续长达 10年之久。 

1959年 11月第二个儿子出生时，单位领导去

医院看望李德序，她才隐约得知首都军民正

在庆祝的击落美蒋高空侦察机的事可能与丈

夫有关。她心中的惆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

是一阵激动和自豪，觉得自己受再大的苦和

累都值了。 

最难过的还是传统节日，部队一到节日就战备升级，岳振华和战友们传统节日从不在家过。孩子们稍懂事后就追着

问，爸爸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小伙伴的爸爸都回家了，我爸爸怎么不回家。李德序就说，你爸爸是杀猪宰羊的，他

杀猪去了，忙！一次春节，岳振华没有回家，空军成钧副司令员组织部队家属联欢，专门请李德序和几个孩子参加。 

联欢时，成副司令问她 3岁的二儿子岳山，你

是岳振华的儿子，说说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李

德序把岳山抱上舞台，他稚嫩地说：“我爸爸是

杀猪杀羊的！”台下哄堂大笑。 “转战南北十余

载，八万里路云和月”。岳振华和战友们捷报频

传，家里却噩耗不断。几年时间，父亲、母亲、

岳母、奶奶 4位至亲相继离开人世，岳振华都

没能送他们最后一程，更别提看他们最后一眼。

每次，都是岳振华写信安慰李德序：我为国尽

忠，就不能尽孝了，你要想开些，我们都是为

革命，等我胜利归来，好好报答你对我的支持。 

岳振华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融入生命的全部，

就是不能顾及自己的小家，国与家的天平在他

这里是严重倾斜的。也许亲人理解他，也许亲

人“含恨而去”，但岳振华就这么“冷血”吗？他

心中没有对亲人的思念吗？答案是否定的。在

李德序眼中，丈夫重情重义，他心怀祖国和人民的大爱，就像情感的海洋，早已容纳了对家庭、亲人们爱的小溪。 



 

 

几个孩子从小对岳振华印象不深，甚至有些偏见，但在长大懂事后对父亲却敬畏有加。1994年 12月 1日，是岳振

华夫妻结婚 50周年纪念日，儿女们在一家饭店为他们庆祝金婚，两位老人浪漫地交换了刻有对方名字的铂金戒指。

主持人请岳振华讲几句话。坐在轮椅上的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心里却又有很多话想说。他这一辈子亏欠最多的就

是妻子，就用手指了指妻子。李德序深情地看着丈夫，唱了首珍藏心中多年的歌：送君送到大路旁，知心话儿说不

完，风里浪里你行走，出生入死闹革命，枪林弹雨把敌杀，革命的友谊坚如刚，哪有利刀能劈水，哪有利剑能斩愁。

你为革命舍家卫国，我苦支持就望君还！妻子的歌声，牵动着岳振华心底深沉的爱，往事再次涌上心头，他的眼泪

夺眶而出，哭得像个孩子…… 

岳振华传奇战斗人生大事记 

■1958年 12月 26日，空军地空导弹兵第二营首任营长。 

■1959年 10月 7日，北京通州，击落美蒋 RB-57D高空侦察机 1架，击毙飞

行员王英钦，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河。 

■1962年 9月 9日，江西向塘，首次击落美蒋 U-2高空侦察机 1架，击毙飞

行员陈怀（又名陈怀生）。 

■1963年 11月 1日，江西上饶，首次运用“近快战法”击落美蒋 U-2 高空侦察

机 1架，生俘飞行员叶常棣。 

■1963年 12月 26日，国防部授予岳振华“空军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64年 6月 6日，国防部授予二营“英雄营”称号。 

■1964 年 7 月 7 日，福建漳州，再次运用“近快战法”击落美蒋 U-2 高空侦

察机 1架，击毙飞行员李南屏。 

■1964年 7月 23日，毛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二营全体指战员。 

■1968年 3月 22日，广西宁明，击落美制 147-H无人驾驶侦察机 1架。 

■1978年 3月，“近快战法”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一等奖 

 

543部分是的确有的，陆空导弹一营是有的，二营是有的！北京周边第一次

打下飞机是二营，u2也是二营在南昌发下来的！电视剧里的故事框架基本

都是历史真实，仅仅是改了英雄们名字并进行了艺术加工！主人公就是我

军唯一大校营长岳振华！ 

我们找到第 5040 篇与岳振华电视剧：《绝密 543》 剧中人物的真实原型

有关的信息，分别包括: 

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岳振华电视剧：《绝密 543》 剧中人物的真实原型 

  近日，电视剧《绝密 543》在东方卫视首播，引起人们对我国地空导弹

部队的热切关注。全剧以导弹部队击落敌侦察机为剧情主线，以肖占武和

杨硕，保尔与小瞳等人的爱情为副线，展现了中国导弹部队的发展历程和

辉煌战绩。 

 

  与导弹部队的真实情况相比，全剧在艺术上进行了不少处理，但是人

物原型基本符合，真实人物还要比剧中人物更传奇、更神秘！ 

 

  剧中一号首长，原型刘亚楼，中国空军首任司令员，开国上将，曾任东北野战军(后称四野)参谋长，能担任林

彪的参谋长可见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林彪对刘亚楼有两个破例，一是林彪打破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出迎，

握着刘亚楼的手说："你来了就好，顶我三个参谋长"。二是林彪打破不出去探人的先例，亲自到上海探望病中的刘

亚楼，坐在病床边深深叹息，还留下几张京剧唱片。可见，林总对刘亚楼的器重。 

 

  在地空导弹部队成立大会上，刘亚楼上将发表了简短有力的动员讲话：同志们，你们是审查了祖宗三代才挑出

来的，党和人民把尖端武器交给你们，责任不轻啊！同时还宣布保密纪律。另外全体官兵一律高职低配，团长当营

长，营长当连长，连长当排长或技师，中国首支地空导弹部队就这样诞生了! 



 

 

 

  纵观刘亚楼一生的军事生涯，

最让人叫绝的是，他指挥解放天

津的战役中，全歼守敌 13万，活

捉敌师长陈长捷，仅用 29小时拿

下天津，比他给林彪立下军令状

中的 30小时还提前一个钟头。当

毛泽东主席得知刘亚楼短时间内

攻下天津的消息时也大吃一惊，

连连叫好！ 

 

  实际上，刘亚楼的军事才干

极其卓越，在长征时就任红一军

团一师师长，抗战时留苏 8 年，

错过最佳建功立业时机，这也直

接导致他在 1955 年评衔时仅被

授予上将。留苏时，斯大林对他的

军事才能青睐有加，想让他加入

苏籍，遭到刘亚楼拒绝。在林彪受伤赴苏治疗期间，两人

多次交谈看法，曾成功预言出德军进攻苏联路线，可惜

未被斯大林采纳。刘亚楼回国后任参谋长，毛主席给四

野发电报直呼“林罗刘”。在四野部队，林彪负责重大策略，

罗荣桓负责部队政工，而刘亚楼具体落实。 

 

  1949年 7月，林彪指挥的四野部队在南下的一次战

役中吃了败仗，时任 12兵团司令的刘亚楼却被毛泽东点

名让他出任中国空军首任司令，而林彪急电刘亚楼回部

队参战，不要当什么空军司令。让人感到十分有意思的



 

 

是，毛泽东让许光达出任中国装甲兵首任司令，

许光达却“晕车”；让肖劲光出任中国首任海军

司令，肖劲光却是个“旱鸭子”，而刘亚楼却“晕

机”。后来，许、肖被授于大将，而刘授于上将。 

 

  刘亚楼性格果断，敢做敢当，勇于负责，

还敢管领导的“家务事”。在东北期间，林彪不

知何故用马鞭抽打叶群，别人不敢阻止，住在

西屋的刘亚楼听到后，跺开房门，夺下林彪手

中的马鞭，并轰走门外看热闹的人。 

 

  建国后，刘亚楼出入毛家湾遭林办工作人

员阻挠，刘亚楼挥起胳膊要揍这位不知天高地

厚的工作人员，作为林办主任的叶群见状，马

上出来向工作人员交待，以后 103首长(东北期

间刘亚楼代号)向 101 首长(东北期间林彪代号)

汇报工作不必通报我，可直接面见林总。自此，

叶群“赋予”刘亚楼直闯林宅的"特权”。可是，

这位刘司令并不买叶群的账，有一次林彪秘书

找刘亚楼谈事情，不知什么原因，见刘不高兴，

赶紧说，这是叶主任的意思，没料到刘大怒，

并说：＂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少拿她来吓唬

我＂。 

 

  后来，在部队流传一句话：“天不怕，地不

怕，就怕刘司令来训话”。可见刘亚楼脾气火爆，

训人不留面子，连毛主席都戏称他“雷公爷”，

这也为他日后身体健康埋下恶果。 

 

  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刘亚楼因肝癌于 1965

年在上海病逝，终年 55 岁。中央按国葬标准

举办刘亚楼的葬礼，灵堂设在中山公园的中山

堂，这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举办葬礼的地方，

约十万人参加吊唁，除毛主席以外所有在京领

导均出席并签到。林彪亲任刘亚楼治丧委员会

主任，罗瑞卿致悼词，刘少奇护送灵车。可以说刘亚楼的一生是元帅的战功，大将的职务，上将的军衔，国家的葬

礼，在当时极尽哀荣。正因他的去世，中央才决定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实行定期体检制度。 

 

  二号首长成副司令员，原型：成钧，开国中将，曾任空军副司令。他做出“导弹部队游击战”的决定，取得丰硕

战果。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他曾力排众议，让地主儿子宋恩光担任游击队长；已是纵队司令员时还亲自担任敢死队

队长；余秋里为救他不惜搭上一条左胳膊。他于 1988 年去世，终年 77岁。 

 

  剧中男主角、二营营长肖占武，原型就是岳振华，这位传奇人物书写了中国地空导弹部队的辉煌。1958年 12

月 26日(这一天正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日，很有用意)，岳振华就任中国空军地空导弹二营第一任营长，他带领

二营共击落敌高空侦察机 5 架，其中 1 架 RB-57D，3 架 U-2，1 架 147-H。1959 年 10 月 7 日，他在北京通州一线

指挥，击落美蒋 RB-57D 高空侦探机，飞行员王英钦当场死亡，创造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河，

震惊西方世界，引发全球关注。 

 

  几天后，新华社只发了一条非常简短的消息："美制蒋空军 RB-57D 型高空侦察机一架，于 7 日上午窜扰我华

北地区上空，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这只神秘空军部队就是地空导弹部队。 



 

 

 

  1962 年 9 月，在江西向塘，首次

击落美蒋 U-2 高空侦察机，击毙飞行

员陈怀(又名陈怀生)。1963 年 11 月，

在江西上饶，首次运用“近快战法”再

次击落美蒋 U-2 高空侦察机，生俘飞

行员叶常棣。当外国记者问外交部长

陈毅元帅，你们中国用什么把 U-2 打

下来的?陈毅元帅风趣地回答，我们是

用竹竿捅下来的！ 

 

  正是由于这些辉煌战绩，1963 年

12 月 26日(特殊日子)，国防部授予岳

振华“空军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64

年 6月 6日，国防部授予二营"英雄营”

称号，全营官兵每人荣记一等功。 

 
  1964年 7月，在福建漳州，岳振华再次运用"近快战法”第

3次击落美蒋 U-2高空侦察机，飞行员死在座舱内，身上无任何

证件，只是他左手无名指上戴一枚金戒指，上刻“叶秋英”(李南

屏的妻子)。当被俘的叶常棣看到这枚戒指时大吃一惊，从床上

跳起来，愣在那儿，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你们，你们是不是把

李南屏打下来了。”由此足见李南屏在黑猫中队的地位之高。 

 

  黑猫中队，是台湾与大陆冷战期间配合美国执行深入中国

大陆领空的高空电子侦察任务。驾驶 U-2 的人员是飞行员精英

中的精英，最好具有天生的好运。而李南屏是国民党王牌飞行

员，任黑猫中队分队长。曾先后 12次驾驶 U-2深入大陆实施侦

测，多次到我国的西北核试验基地高空侦察。他受到蒋总统的 4

次接见，有“克难英雄”之称。自解放军打下叶常棣后，黑猫中队

开始人心焕散，但只有李南屏口气依然嚣张。 

 



 

 

  其实，二营也在一直研究如何打下这位气焰

正盛的李南屏，对他的脾气秉性、飞行习惯等已了

如指掌。当李南屏第 13次执行飞行任务时，这次

他却没那么好运，碰到 U-2 克星——岳振华。 

 

  这位被称为 U-2 终结者的岳振华，曾先后 4

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其中 2 次毛主席还邀请他到

家中就餐。他每次受接见回营后，每位官兵争着同

他握手，说是感受毛主席的"手气”和体温，以致于

把他的手都握肿了。 

 

  1964 年 7 月 23日，毛泽东主席指名要接见这

支英雄部队。毛主席同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

家一起，接见二营全体官兵，这是毛泽东主席建国

后唯一接见过的一支整建制部队。当时二营全体官

兵由兄弟营接替值班，就连厨师和值班人员也都去

了，全营官兵集体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

见。在那个特殊年代，极显荣耀！ 

 

  1968年 3月，在广西宁明，二营击落一架美制

147-H型无人侦察机。1978年 3月，"近快战法"在

全国科学大

会上荣获一

等奖。一个营

的一个战法

荣膺全国科

学大会一等

奖，这本身就

是一个奇迹。 



 

 

 
  尽管击落数架敌机，然而，却没有一件关于立功受奖的证

明。因为当年岳振华隐姓埋名，与家人几乎断绝联系，关于他

和部队的所有报道、奖励都是秘密进行。虽荣誉不断，极负盛

名，他却从不自满，更不自傲。 



 

 

 

  “上不告父母，中不告妻子，下不告子女”，这是对

调往地空导弹部队官兵的要求。当初岳振华从高炮团

长调任二营营长时，回家取东西，恰逢他的妹妹找他安

排工作，老岳问也没问收拾东西坐车走人，妹妹哭着跑

着追出去，他的爱人李德序拉住妹妹劝她说，不是你哥

不关心你，是工作需要没办法。 

 

  就这样，岳振华离开家，没有电话，只有信箱，而

且回信时间长，过几个月寄一回津贴，一年半载才回家

一次，每次回家对部队的事闭口不提，持续长达 10年

之久。他的家人为此作出了巨大牺牲，特别是他的妻子

李德序，先后替他送走 4位至亲。 

 

  由于岳振华特殊战功，37岁晋升上校，两年后 39

岁时又晋升大校，晋升之快令人咂舌。让人感到遗憾的

是，1965年取消军衔，1985年他从空军副参谋长位置

上离休，恢复军衔是 1988年之后的事倩，不然就当上

将军了。 



 

 

 
  离休后，岳振华多次到部队讲战斗故事，激励官兵立足本职，掌握军事技能，报效国家。 

 
  晚年的岳振华因病行动不便，在轮椅上度过了近 10年，2013年 10月因心脏病去世，享年 88岁。 

 

  说句心里话，整部电视剧给我留下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肖占武提出的“全营一杆枪"，政委李继先对这句话进行

了深入阐述。实际上，岳振华在二营率先提出"全营一杆枪”的理念，这也许就是二营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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