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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地处祖国
西南边陲的广西南宁市街头，挂满了迎风招展
的五星红旗。满城的“国旗红”，与花团锦簇的
都市美景交相辉映。每每凝视这血一般的火
红，广西军区南宁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
部李延年总会思绪万千……

从解放战争到湘西剿匪，从抗美援朝到边
境作战，他一生参加大小战役战斗数十次，为
建立新中国、保卫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立下
赫赫战功。然而多年过去，这段辉煌的过往，
却被他小心封存，很少向人提及。

金戈铁马远去，岁月静静流淌。从部队离
休后，李延年把自己看作一位平凡的老人，隐
入了芸芸众生。同时，他初心不改、斗志不减、
本色不变，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国家建设、军队
发展，弘扬革命优良传统。

“绝不能忘记流血牺牲的千万烈士，是他
们的付出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打
开记忆的闸门，回首激情燃烧的岁月，91岁老
兵李延年脑海中的流光碎影，折射出一支军队
的血性胆魄，还有一名军人的满腔赤诚。

从贫苦的“小猪倌”到勇
敢的革命战士——

“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
参加革命队伍算是参加对了”

和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老百姓一
样，李延年的童年饱受战乱和贫困之苦。

1928年11月，李延年出生在河北省昌黎县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小年纪的他不得不替大
户人家放猪，成了一名“小猪倌”。14岁时，由
于交不起学费，仅读了2年初小的李延年，跟着
同乡来到长春一个资本家开的粮食加工厂当
学徒。说是当学徒，实际上他还要服侍老板，
每天端尿罐、干杂活，稍有不顺就挨打受骂。
李延年满肚子苦水没处倒，只好含泪忍着。

“共产党来了，穷苦人就有了希望！”1945
年 8月 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
人民欢天喜地迎来新生。“跟着共产党为穷苦
百姓打天下！”怀着这种朴素的想法，李延年萌
生了参军的强烈愿望。这年10月，他在长春参
军入伍，光荣地成为一名革命战士。

入伍后，李延年很快就跟随部队投入战
斗，“白天打仗，晚上抱着枪睡”。但在他看来，
这种扬眉吐气的日子，虽然辛苦可心情舒畅。
在解放榆树县的战斗中，他敢打敢冲，缴获敌
人1挺轻机枪和1支手枪，受到上级表扬。

“我好打枪，每次打仗都很勇敢。”在随后
的战斗中，李延年每战争先，多次立功受奖。
1947年 2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当时
想，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参加革命队伍算是
参加对了。自己要忠心，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
员，为人民的事业干到底。”

辽沈战役打响后，李延年所在的东北人民
解放军第10纵队参加黑山阻击战，负责阻击数
倍于己的国民党廖耀湘兵团，截断国民党军

“西进兵团”的退路。
黑山阻击战，曾被时任第10纵队司令员的

梁兴初将军视为一生中经历过的最残酷战
斗。“我们连夜急行军 100多里，双腿跑赢了敌
人的汽车，赶在天亮之前到达预定地点修筑工
事。”李延年至今记得，当时部队正在抢修工
事，敌人就黑压压一片冲了上来。他和战友立
即抢占阵地，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一个战友
牺牲了，另一个就主动补上来……

“打了这么多年仗，我一直认为打仗不能怕

死，越是畏畏缩缩，说不定就真的‘光荣’了。”那
场战斗，李延年和战友们坚守了整整3天，为友
邻部队对敌人实施包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此后，战斗一个接着一个。辽沈战役结束
后，李延年参加了平津战役。此时，跟着大部
队解放全中国的信念，在他的头脑中愈发强
烈。呼吸着新中国的新鲜空气，一股为新中国
奋斗终身的豪迈之情，充溢着他的全身。

1950年8月，在山势险峻的湘西和土匪“掰
手腕”的李延年，被提拔为连队指导员。

从强攻 346.6高地到再一
次人生突击——

“我们是硬骨头，能攻上
来，就能守得住”

虽然已是91岁高龄，但每每回忆起一生中
最难忘的那段岁月，李延年依然难掩内心的激
动，仿佛回到了60多年前。

1951年 3月，李延年随志愿军跨过鸭绿
江。10月，他担任志愿军某营七连指导员，他
所在营奉命对失守的346.6高地实施反击。

10月8日，天快黑时，部队出发。李延年清
楚记得，当时四周山上的树木全都被炮火烧着
了，远远看去像一条条火龙，敌军炮弹还不断
在附近爆炸。

经过一夜激战，全营收复了被敌人占领的
5个山头，但部队伤亡很大，电台被炸毁，与上
级失去联系。

敌人依旧一轮又一轮压向我军阵地。打
完弹药的官兵，靠捡拾敌人留下来的武器，打

退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战斗中李延年
被一枚炮弹碎片击伤，鲜血渗透衣背，他依然
带领官兵坚守阵地，对阵地人员进行组织整
顿，将友邻连队剩余的战士编成班，明确指挥
关系，继续投入战斗，还冒着炮火到各班了解
情况，组织人员抢修工事。

战场上的胜利消息，就是最好的战斗动
员。每打退敌人的一波攻势，李延年立即把消
息传递给阵地上的官兵，并宣布给相关人员请
功；当敌人再次冲上来时，他鼓励全连“打退敌
人增加一分光荣，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大显身
手的时候到了”；当弹药快打光时，他一边组织
官兵在阵地收集弹药，一边高喊：“我们是硬骨
头，能攻上来，就能守得住！”

翻开李延年的档案，志愿军总部对他这样
评价：“李延年同志，在强攻 346.6高地的战斗
中，在战斗激烈和伤亡大的情况下，先后共整顿
五次组织，并随时提出有力的鼓动口号，在胜利
的情况下勇敢前进、紧张情况下压住阵脚，自始
至终保持了部队有组织地进行战斗……对战斗
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1952年11月，李延年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
级英雄”称号，荣立特等功，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1953年从朝鲜战
场凯旋，并没有为李延年的战争生涯画上句号。
1979年，作为广西军区原某边防师政治部副主
任的他，参加了边境作战，负责保障工作。

彼时，这位已年过五旬的战斗英雄，又像
过去无数次受领任务那样，干脆响亮地说：“作
为一名老兵，党叫干啥就干啥！”

他又一次发起人生突击，先后多次冒着炮
火硝烟，深入前线考察，传达上级指示，组织运
送伤员，出色完成各项任务，荣立三等功。

随后，李延年被提拔为师副政委，一直战
斗在边防一线，直至1983年离休。在他的从军
路上，始终洒满了冲锋的汗水，留下了一名突
击者的奋进身影。

从军人的信念到英雄的
底色——

“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
是国家对所有烈士的褒奖”

9月10日上午8时，广西南宁籍300多名新
兵即将踏上征程。临别之际，穿着一身老式绿
军装、胸前挂满奖章纪念章的李延年来给他们
送行。

新兵看老兵，越看越高大，满眼都是敬意；
老兵看新兵，越看越欢喜，满眼都是期许。送
行仪式上，一名战功卓著的老兵和一群朝气蓬
勃的新兵，展开了一场对话。

“新战友们，你们即将奔赴军营，作为一名
老兵，我希望你们在部队坚决听党指挥，苦练
杀敌本领……”李延年一出现，现场顿时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

“今天，我们光荣参军入伍，要接过老英雄
的钢枪，永远听党话，不忘入伍初心，牢记使命
职责，让无悔青春在军营绽放……”来自南宁
师范大学的新战士金鹏代表新兵的发言，让老
英雄露出赞许的表情。李延年用一个庄严的
军礼，向新兵们表达敬意，更包含着他无尽的
期许。

在李延年离休后的30多年漫长岁月里，除
了每年为南宁市中小学作红色教育讲座，这是他
为数不多的露面。“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是国家
对所有烈士的褒奖。”李延年是战功赫赫的战斗
英雄，但他从来没把自己当英雄，更没把“英雄”
二字挂在嘴上。离休后，他先后担任多所中小学
校外辅导员，给中小学生做爱国主义、传统教育
报告，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残酷战事、亲眼目睹的
英雄事迹如实还原给只在影视剧里见过战争场
面的年轻一代，但从不提及自己的战功。

“学生对历史的认识很多时候停留在书本
上，作为战争亲历者讲述历史，更具说服力和
感染力。”广西军区南宁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
政委肖兮说，只要有学校邀请李延年做讲座，
他都会欣然前往。近年来，李延年被广西军区
先后评为“先进离休干部”“优秀共产党员”“践
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始终
保持老党员、老军人、老英雄的革命本色，用实
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军人的信念就是听党话打胜仗，英雄的底
色就是淡泊与坚守。李延年的老伴齐振凤说，
平日里最不能打扰老伴的时候，就是他学习的
时候。李延年卧室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类政治
学习书籍，书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理
论要点和心得体会。上面的一笔一划，都写满
了一位老兵对党的一片赤诚。

李延年的家里，珍藏着一幅朝鲜地图。闲
暇时，他总会拿出来看一看。那些熟悉的地名、
粗细不一的线条，总能把他拉回那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每每这个时候，他就像回到在枪林弹
雨中冲锋陷阵的年代，脸上显现出少有的光彩。

又一个中秋节到来前夕，李延年再次来到
广西军区军史馆。站在烈士墙前，李延年驻足
凝视，轻抚着牺牲战友的名字。他缓缓举起右
手，郑重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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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年常说这样一句话：当兵就是要打仗
的，我只是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

他用最朴素的语言，精准阐释了军人的使命。
李延年同国民党军队打仗，同朝鲜战场上以

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仗，同边境侵犯之敌打
仗。他就是想当一个好兵，一个能打仗的好兵，
为党和人民保卫祖国一辈子。

李延年当兵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党和人
民的需要，同一切敌对力量作斗争。无论是单独
作战还是指挥部队作战，他从来不怕对手、不怕牺
牲，抱定了随时把生命交给党和国家的必死决心。

军人生来为战胜，须臾不可无血性。像无数
用鲜血绘就了共和国底色的革命先辈那样，身处
枪林弹雨中的李延年，用军人的本分诠释着这支
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制胜基因”。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是人民军队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人民军队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始终保持
了昂扬的战斗精神。我军历史上，也从来不乏血

性军人，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张超等挂像英
模，哪一个不是血性十足？他们在自己的军旅生
涯中，锻造出英勇顽强、向死而生的血性，培育出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时代在变，战场在变，但军人的主责主业没
有改变。不可否认，长期的和平环境使一些官兵
谋战思战备战意识有所弱化，有的认为未来高技
术战争是鼠标键盘之间的对决，科技水平比血性
虎气更重要，却没有认识到练兵先练胆、铸剑须
砺锋，“没有战斗精神，光有好的作战条件，军队
也是不能打胜仗的”。

“枪是不会自己动的，需要由勇敢的心和强
有力的手去使用它。”培养官兵勇猛顽强、敢打必
胜的血性胆魄，是新时代革命军人履行使命、担
当尽责的必然要求。习主席高度重视战斗精神
培育，明确要求，“和平时期，决不能把兵带娇气
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无论
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千万
不能丢。在党、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刻，军队就要
有这股劲、这种精神”。这些重要指示，是胜战号
令，是实战要求，也是强军导向。

任何崇高的价值，只有践行才有意义。李延
年老英雄奋勇杀敌的事迹，无所畏惧、英勇顽强
的战斗精神，对新时代革命军人来说，都是无形
的财富。从中汲取精神营养、感悟精神力量，进
而将其转化为砥砺胜战本领的奋斗动力，练精练
强打赢本领，才是对英模、对老兵最好的致敬。

当
兵
就
是
要
打
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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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老英雄李延年致敬，也向‘尖刀英雄连’老
前辈们致敬！”9月 17日，得知部队的老前辈李延
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陆军某边防旅机步 4连
指导员赵祥很快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消息，该旅
官兵也纷纷谈论起李延年的英雄事迹。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边境作战时，李延年在广西军区原某边
防师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等职，机步4连是
该边防师保留下来的几个连队之一。

今年恰逢机步 4连被授予“尖刀英雄连”荣誉
称号 40周年。不久前，该旅开展相关纪念活动，
邀请连队的老兵为官兵授课。“党员干部都敢于
叫响‘看我的’‘跟我上’，所以我们边防官兵在战
场上无所畏惧！”82岁高龄的老兵林美思，边境作
战时是该边防师3团副团长。说起官兵的血性胆
气教育，他这样讲道：“当年新兵进行入伍教育，
都学习过李延年他们这些英模在解放战争和抗

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事迹，激励大家不怕困难，
舍生忘死。”

“军人的专业是打仗，军队的价值在打赢。只
要祖国需要，就当一往无前！”参加完纪念活动，该
旅装备维修科助理员王京深有触动。早在他被分
配到广西边防部队时，就听说过那个年代边防上
很多像李延年一样的老兵英模事迹，他打心眼里
崇敬他们，也在内心里追随他们。2017年 11月，
中越边境新一轮扫雷行动启动时，在大学学习排
雷排爆专业的王京义无反顾奔赴雷场，担任该旅
东线扫雷队队长职务。时间紧、任务重，他因此多
次推迟婚期。去年11月，历时300多个日日夜夜，
王京和战友们彻底终结了横亘在广西边境已勘明
的遗留雷患。

获悉李延年获得“共和国勋章”后，结合“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该旅官兵掀

起了向李延年学习的热潮。
“军人最锐利的不是武器，而是钢铁一般的意

志。”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该旅边防16连战士张
志敏和战友分享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今年年初，陆
军组织“边海卫士-2019”比武竞赛，张志敏被抽中
参加。面对5项体能连贯考核和10项士兵战斗技
能连贯作业等比武内容，入伍不到半年的张志敏感
到“压力山大”，比武集训开始阶段，他几乎排名垫
底。但张志敏没有放弃，坚持高强度训练，即使身
上多处擦伤，脚趾磨出水泡，穿坏两双战靴……最
终，他在比武场上获得士兵战斗技能单项第二、士
兵综合成绩总分第二的优异成绩。

“作为李延年老部队的官兵，我们更应该向他
学习、向他看齐，苦练打赢本领，强化‘两不怕’战
斗精神，在未来战场上不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张志敏的话语，道出了该旅全体官兵的心声。

追随前辈足迹 汲取奋进力量
——来自李延年老部队官兵的心声

■宋邦稳

闪亮闪亮赤子心赤子心
——““共和国勋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获得者、、广西军区南宁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李延年的本色人生广西军区南宁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李延年的本色人生

■本报记者 陈典宏 冯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