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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记者跟随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吉林省四平市，看
望参加过“两弹结合”试验“阵地七勇士”
之一的79岁老兵刘启泉。

听说基地来人了，刘启泉特别激动，
不顾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特意下楼来
迎。虽然身上还挂着引流管，术后的刀
口不时隐隐作痛，但刘启泉兴致很高，句
句不离以前在部队的经历：“尝尝这个哈
密瓜，不过没有咱那儿的甜。”四五十年
前，他和战友在戈壁滩种的哈密瓜，有他
这辈子品尝过的最香甜的味道。

1964年 10月 16日，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这次试验
的成功震惊了西方大国，国际舆论却开
始嘲讽我国“有弹无枪”，甚至有人想当
然地预言：5年内中国不会拥有运载核
武器的工具。

然而，仅仅两年后，1966年 10月 27
日，中国导弹核弹结合试验成功，震惊了
全世界，但是那些参与试验的英雄的名
字，一直由于“保密”的原因无法公开。
直到 40年后，世人才知道，在距离发射
工位只有160米的地下控制室内，有7名
官兵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指挥操作，如果
试验出现问题，他们将牺牲在这个只有
几平方米的地下室内。

刘启泉就是当时的“阵地七勇士”之
一。当年他刚从哈尔滨军工学院毕业，

就作为加注技师参与了“两弹结合”试
验，荣立二等功。

可这是一份只能默默藏在心底的荣
誉。由于核试验“上不可告父母，下不能
告妻儿”的保密要求，在试验后几十年时
间里，刘启泉没有向外透露一个字。老
伴高玲芝边拿出刘启泉的二等功证书边
感慨地说：“没想到他一声不响地‘骗’了
我这么多年。”

打开刘启泉泛黄的立功受奖证书，
记者看到，两页的“主要事迹”栏内一片
空白。

“我爸问过我，干啥给你二等功啊，
你当的啥兵？我说就工作突出呗，就站
岗放哨。”刘启泉回忆。老父亲对此表示
过质疑，大学生竟然去站岗放哨？父亲
那时不知道，刘启泉不是普通的大学生，
他在军校时学的是导弹相关专业，而这
一点家里也无人知晓。

直到 2007年，“解密”后的第二年，
老战友才好不容易联系上刘启泉，告诉
了他“解密”的消息。此后，已经退休的
刘启泉有了新的爱好——通过博客记录
自己在戈壁滩的军旅生涯，记录自己的
光荣岁月。

“我以前都是用电脑写，现在更方便
了，想写的时候就用手机写。”刘启泉带
记者走进卧室，指着面前的台式电脑介
绍。让记者惊讶的是，这台电脑平时就

是他和老伴使用，已经79岁的刘启泉每
天学习，用起电子设备来不输年轻人。

“我以前的经历都写在里面了，你可
以看看，图片也都在里面。”刘启泉掏出
手机登录自己的博客账号。记者看到，
刘启泉的博客头像就是自己的军装照，
博客从 2007年 3月开始更新至今，详细
记载着那段让他难忘的戈壁滩往事。

“我以为这事不能公开呢，以为这辈
子这事就烂到肚子里了。”在整个聊天过
程中，刘启泉这样的话重复了许多遍。
他告诉记者，从入学开始，他们就接受了
严格的保密教育，所以对于自己参与“两
弹结合”试验的经历，早就做好了一辈子
守口如瓶的准备。

随行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
馆馆长侯冀主动提起，想收藏一些刘启
泉从军的纪念品。经过一番翻箱倒柜，
他找到了当时的军大衣和一副领章、一
个针线包。刘启泉痛快地决定，把它们

都捐献给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
馆。“可惜以前好多老物件都因为搬家次
数太多找不到了。”刘启泉遗憾地说。

当记者提起刘启泉的耳聋问题时，高
玲芝说，刘启泉最近这些年听力一直不
好，去年因为中耳炎在医院治疗，医生诊
断是“陈旧性穿孔”，还问他以前受过什么
伤。“我当时就逗他，是不是以前搞试验时
伤的？他说‘别胡说，没有的事’。”高玲芝
想到，刘启泉转业回到地方后一直在工厂
做技术设计工作，没有理由受伤，最可能
的就是在戈壁滩风吹日晒的那几年。

即使现在已经解密，刘启泉也不承
认，在戈壁滩的那几年给他带来了任何
伤害。他记住的，是那里有最香甜的哈
密瓜，最难忘的岁月。他的立功证书永
远空白没有关系，那些最光荣的时刻已
被他牢记在心底。

上图：刘启泉的立功证书。

走进“两弹结合”试验“阵地七勇士”之一刘启泉家中，记者看到—

一份事迹“空白”的立功证书
■柳明烨 本报记者 杨明月

本报讯 邓贵生、记者裴贤报道：
“有了军分区发的《日周月季年基本工作
规范》，每个时间节点要做什么，做到什
么程度，心里有底了。”8月中旬，山西省
朔州市朔城区张菜庄乡武装部部长王向
中忙碌在征兵体检现场，曾感叹自己“半
路出家”“对武装工作不精通”的王部长，
现在感到干工作有抓手了。

今年初，该军分区对照各项工作制
度规定，把职责赋予的各项任务分门别
类进行整理，明确时间节点和工作标准，
将其编印整理成《日周月季年基本工作
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印发军分区机
关、各人武部、各乡镇武装部。

翻阅手册，记者发现，《规范》共6个
部分 305条细则，涵盖国防动员工作内
容、要求、流程、方法等，按照定位国防动
员工作职能、普及国防动员知识、熟悉国
防动员工作流程的思路，区分军分区机
关、人武部、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士兵队、
国防动员委员会、基层武装部等单位制
定相关实施细则。

为了确保规范落实落地，该军分区还
制定了《规范》落实监察机制。上个月，在
组织国防动员潜力数据统计时，对照《规
范》，右玉县人武部数据录入没有完成任
务。军分区领导对其进行点名批评，同时
要求该县人武部领导在大会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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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富、记者郭干干报
道：8月5日下午，甘肃省甘南藏族自
治州合作市领导拿着锦旗，带着牛羊
肉等慰问品来到甘南州民兵训练基
地，感谢民兵保障“一会一节”顺利召
开。合作市领导对民兵赞不绝口：

“连夜抢通淤泥阻塞街区主干道、担
任会议安保主力军，为国际友人当翻
译、任向导，向外界展示甘南特色民
俗文化，咱们民兵功不可没！”

7月 30日至 31日，第四届（敦
煌）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暨第九
届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在甘肃省甘
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开幕。来自 36
个国家、15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
上万名游客齐聚当周草原，共同见证
这场文旅盛事。

可就在开幕前一天，甘南州遭遇
持续强降雨，州府合作市市区短时降
雨量达到120毫米，大量泥沙淤积在
城区主要街道，淤泥最深处达 40厘
米。甘南军分区连夜启动应急响应
机制，集结150名民兵骨干力量配合
驻地官兵和地方救援力量进行清理，
经过 15小时连续奋战，清理淤泥杂
物近2万立方米，赶在第一缕阳光洒
向甘南草原之前，将一个干净整洁的

草原城市呈现给国内外友人。
为做好“一会一节”保障工作，甘

南军分区在数月前就着手培训民兵
保障力量。他们依托甘南州民兵训
练基地，以全州基干民兵力量为主
体，采取自主训练与送学培训相结合
的办法，突出“安保执勤、应急处突、
会议向导、卫生救护”等课目展开教
学训练，共培训熟悉礼仪礼节的志愿
者190人、掌握基本英语、藏语、普通
话交流的会议引导员 50人、卫勤人
员30人以及安保人员320人。

在“一会一节”开幕式主会场上，
民兵引导员和志愿者引导游客有序
入场，讲解盛会主题和甘南特色文
化；在甘南“藏地传奇”自行车赛场和
夏河拉卜楞高原半程马拉松赛道上，
一队队执勤民兵维护赛场秩序，保障
赛道畅通；在碌曲“万人锅庄”、迭部

“腊子口杯国际大力士公开赛”以及
临潭冶力关“国际万人拔河比赛”上，
数千名民兵的迷彩身影成为盛夏甘
南草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下图：甘南藏族自治州民兵在
“一会一节”执行安保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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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民兵

守护“草原盛会”功不可没

本报讯 邹志刚报道：8月的库
尔勒，骄阳似火。“国际军事比赛－
2019”现场战车轰鸣、炮声隆隆。无
线电对讲机、车载视频采集点、无人
机、裁评系统、计时计分系统等8类20
余种上千台用频装备高效有序运转，
场地上，手机通联顺畅、无线接入通
畅。这背后，离不开一支肩扛银星的
预备役队伍，他们携带先进设备穿梭
于赛场，守护着赛场电磁空间安全。

这支队伍由全军预备役电磁频
谱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组成。这也是
该中心连续第 3年执行国际军事比
赛电磁频谱管控任务。

据现场指挥的该中心政委徐堃
介绍，此次赛事用频管控，他们积极
总结以往经验，在顶层设计上强调

“融”，军地合力、精心谋划；在力量统
筹上突出“联”，内外联合、机固结合；
在组织运用上注重“实”，依实情、研
实招、定实策，着力当好国际赛场的

“净空卫士”。为满足中外参赛队以
及任务保障部队用频需求，赛前，全

军预备役电磁频谱管理中心就牵头
组织赛事频率协调会，完成了 25家
中外及军地用频单位数千台设备频
率需求采集，征用当地8个固定超短
波监测站和 4台机动监测车对赛区
进行不间断环境监测，累计监测时长
达 1100余小时，积累监测数据 10余
万条，形成电磁环境监测报告 40余
份，掌握了赛场内外第一手电磁环境
情况，摸清了管控底数。

赛事期间，为管控“低慢小”飞行
器“黑飞”现象，在原来使用机动管控
力量的基础上，该中心还征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无线电管理局刚刚建成
的 2台高性能无人机管制车对赛场
及周边“低慢小”飞行器进行严格管
控，及时纠察多起未经报备私自使用
无人机“黑飞”事件，确保了赛事低空
航路安全。

上图：工作人员在比赛场地进行
电磁环境摸排。

邹志刚摄

全军预备役电磁频谱管理中心

当好国际赛场“净空卫士”

近日，西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开展“情系国防、筑梦蓝天”军营开放日活动，近400名来自驻地政府、民航、妇联等单位的
群众和兄弟部队官兵家属应邀参加。图为官兵为大家讲解装备性能。 何仕鹏摄

本报讯 陈祖峰、陈美报道：“响应
祖国号召参军入伍。”8月 1日夜幕中，
中国第一高塔广州“小蛮腰”亮起了巨
型LED屏，滚动播出号召青年入伍的标
语，吸引大量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拍
照留影。“史上最有高度的征兵宣传”

“来自 600米高空的召唤，有胆你来
试”等评论瞬间刷爆网络。

7月下旬，广州市委、市政府和警备
区联合召开征兵工作推进会，市、区主
要领导和广州地区83所高校负责人，针

对全民国防意识淡化、征兵职能部门协
调不顺、高校征兵重视程度不够和征兵
关键环节抓得不实等问题，共同研究破
解之策，提出了征兵宣传“铺天盖地”目
标，吹响宣传发动的“冲锋号”。

在大学生应征报名的最后一段“黄
金时间”，广州市通过电视、报纸、公交、
地铁、院线、户外电子屏幕等媒介，以及

“两微一端”等新媒体矩阵，高频率刊播
征兵公益广告、推送宣传信息。同时，
各高校组织再发动再动员，将优待政

策、征兵动态等第一时间推送到班级
群、社团群，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大学
生了解征兵政策。

“这次在各类媒体、城市地标上进
行征兵宣传，是一次创新征兵宣传方式
的有益尝试，有利于在社会上营造‘一
人参军、全家光荣’新风尚，浓厚爱军拥
军、尊崇军人的氛围。”广州市征兵办公
室参谋王志伟说。截至 8月 5日，全市
男性大学生网上报名人数1.38万人，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

600米高空的报国召唤
广州“小蛮腰”亮起征兵宣传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