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峰秀拔、峭壁险峻、飞瀑流泉。
这里是八百里太行东麓，红旗渠

的故乡，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
雄孙占元的出生地。

拂去历史尘埃，足迹依稀可辨。
74年前的山村小道上，家境贫寒、父母
双亡的孙占元从这里参军，那双荷锄
的肩膀扛上了钢枪。

1952年 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
志愿军45师135团3营7连2排排长孙
占元带领突击排反击597.9高地2号阵
地时，双腿被敌炮弹炸断。他忍着伤
痛，掩护战友炸毁敌人 3个火力点，用
缴获的两挺机枪，一连打退敌人两次
冲击，毙伤敌80多人。当子弹打光，敌
人涌上阵地，孙占元拉响最后一枚手
榴弹，滚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从此，三弓水村失去一位优秀儿
郎，但在他们的精神家园里，多了一座
永恒的丰碑。1953年，孙占元的家乡
河南省林州市临淇镇三弓水村改名为

占元村。
860.6米，597.9米，分别是占元村

和上甘岭的海拔高度，也是孙占元生
与死的坐标。

村里乡亲说，孙占元比这两个地
方高得多！

“先祭英雄后祭祖宗，是俺村的民
俗；缅怀英烈、尊崇英雄，是俺村的‘村
规’。”占元村原党支部书记孙软锁告
诉记者，每年清明节前后，村里的乡亲
都会到孙占元的雕像前，放一盘自制
的面点，献一束采摘的花草。

英雄只解沙场死，后人不应忘英雄。
多年来，占元村党支部始终坚信

一条：孙占元没留下后代，但留下了丰
厚的精神遗产，如果不保护好、弘扬
好，就是数典忘祖。

在村党支部的带领和影响下，全
村人都这么想也这么做。

2000年夏天，孙占元家留存下来
的两间石头房倒塌。听说村委会计划

修缮旧居，乡亲们争先恐后当义工。
2014年，村里自筹资金建设孙占

元纪念广场，经费缺口不小。一筹莫
展之际，全村乡亲纷纷自发捐款。80
岁的五保户琚七妞，平常省吃俭用，听
说给孙占元塑像缺钱，走几里山路送
来200元钱。看到老人家打开包了5层
的布包，拿出全是5元、1元甚至几角的
零钱时，在场的人感动得直抹眼泪。

1946年初，孙占元参军时对乡亲
们说：“等我打完仗，和大伙儿一块引
水、栽树、修出山的路。”英雄遗志，后
人继承。如今，占元村修起了 12公里
的“英雄路”，打了 3眼“思源井”，绿化
了 1.8万亩荒山。该村还依托红色资
源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利用山水和人
文资源发展红色旅游线路。该村 2017
年摘掉了贫困帽子，2018年1月入选河
南省传统村落名录。

“红色家风”出生产力。上世纪 60
年代修红旗渠时，上工前，林州的父老

乡亲都会喊这样的口号：“男人争学孙
占元，女人要当刘胡兰。”几十年来，占
元村有新兵入伍、民兵入队，青年入
党、学生入团，都要到孙占元旧居前宣
誓。该村先后有 90多名青年参军入
伍，多次被评为“精神文明先进村”。

“‘不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绝不
离开自己的岗位。’这种精神激励了我
们一代代后人。我们家从 1965年至
今，先后有 7人参军，现在还有 3人在
部队服役。作为英雄后人，不管在哪
个岗位上我们都应该积极作贡献。”孙
占元的侄子孙广英说。

几年前，该村的李鹏鹏听说孙占
元生前所在部队来林州征兵，主动申
请到该部服役。李鹏鹏说：“英雄后人
到英雄部队，光荣！”

曾有媒体记者来占元村采访后
说：“岁月可以风化坚硬的太行山石
头，但精神却不会被雨打风吹去。烈
士在这里‘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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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谢宇晖报道：“我们参加
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培训不足
100个小时，而对方是经历过二战空
战、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但大家都憋着
一股劲，非要为我志愿军地面部队打出
个天下……”近日，空军一等功臣、94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施光礼来到江苏省
苏州市虎丘实验小学，给孩子们讲战斗
故事，同时为“施光礼中队”授旗。

为推进国防教育进校园工程，今年
开学后，虎丘实验小学便开展了“关爱
国防”系列活动，通过寻访革命老前辈、
聆听老兵故事等，对广大师生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施光礼是江苏靖江人。他年少从
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战争。在抗美援朝空战中施光礼一
人共击落 4架战机，自己也是九死一
生。在一次追击敌机的战斗中，他吼出

“不打下你，老子不叫施光礼”的豪言壮
语，迅速传遍部队，激励战友们奋勇杀
敌。战后，施光礼荣立一等功，被志愿
军空军授予“英雄模范”称号。

“我们空 4师先后 5次参加抗美援
朝作战，43名飞行员击落击伤敌机 88
架。”施老讲述了他们在朝鲜空战所经

历的血雨腥风，人民志愿军不畏艰险、
为人民利益舍身忘我的英勇气概和大
无畏精神，使现场师生深受感动。

“那时候我们驾驶的飞机性能比较
落后，如今看到各种国产战机都步入了
国际一流水准，我由衷地自豪！”施老
说，“我的后人都与飞行结缘，女婿曾是
空军飞行员，外孙现在是民航飞行员。”

现场一位少先队员代表为施老系
上红领巾，他说：“正是有了施爷爷您这
样的英雄，我们才能安心地在窗明几净
的教室里学习。听了您的故事，我更懂
得了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更加努力学
习，报效祖国。”听到孩子的话，施光礼
露出欣慰的笑容，鼓励少先队员们努力
学习，报效祖国。

据了解，虎丘实验小学还将陆续开
展爱国宣传教育短片展播、英烈在身边
主题征文等内容，以多种形式让孩子们
感受保家卫国的爱国英雄、先锋模范人
物等榜样的力量，把爱国的种子深植到
孩子们心中。

抗美援朝空战英雄施光礼为小学生讲述战斗故事

红色种子在校园萌芽

【孙占元小传】
孙 占 元（1925年 -1952年 10

月 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
战斗英雄。河南省林州市临淇镇
三弓水村人，1946年 2月参军，曾
参 加 淮 海 战 役 、解 放 大 西 南 战
役。他作战勇敢，机智顽强，先后
5次立功。

1952年10月14日，孙占元在上
甘岭战役中壮烈牺牲。中国人民志
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追
授他“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
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
旗勋章。

太行山麓传唱英雄赞歌
—解读河南省林州市临淇镇占元村的“精神家谱”

█本报记者 魏联军 通讯员 李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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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志强、记者苗鹏报道：
“今年的议军会战味分外浓。”金秋时
节，山西省太原市召开市委常委议军
会议，会场设在演练场，议题聚焦服务
打仗。走出“硝烟”还未散尽的野战帐
篷，太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崔燕
感慨良多。

这一天，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
书记、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罗清宇，省
政协副主席、市长李晓波带领其他市委
常委、市国防动员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市军地联合指挥所编组成
员，身着迷彩服，脚穿作战靴，走进野战
帐篷，召开市委常委议军会。

罗清宇开门见山：“议军会开在演
训场，让大家多闻闻训练场上的硝烟
味，清楚自己的席位，才能自觉把席位
当战位，练强国防动员本领。”

为消除部分领导干部对武装工作
的认识误区，太原警备区邀请了军队知
名专家授课，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
高度帮助大家廓清思想迷雾，并精心拍
摄国防动员想定录像，让参训人员进入
逼真的战场环境，清楚自己的国防动员
指挥战位。看完录像后，国防动员演练
正式开始。

10时20分许，演练才进行到一半，
兵员补充、物资征用、交通管制等席位
上的同志已经坐不住了。演练抛出的
问题一个接一个，一些“突发”情况都是
他们以前没有想到的。最后由于指挥
专网受敌电磁干扰和破坏课目，动员命
令下达不及时，直接导致动员保障任务
失败。

“军地指挥链路不畅是最大的短板
弱项。”在议军会上，复盘此次国防动员
演练，太原警备区司令员王志校直指问
题要害：“现有国防动员指挥中心是在
大军区体制下建设的，系统老旧、功能
单一、故障频发，难以适应目前应急应
战形势，迫切需要升级换代。”

“迅速成立军地联合专班，保证
2021年 1月份完成建设。”王志校话音
刚落，市长李晓波当场立下军令状，市
科技局负责立项、研发和建设；市水利、
林业、地震、应急等部门配合完成信息
引接融合；市财政局安排足额专项经
费。解决这一制约全市国防动员联合
指挥能力的问题，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和
路线图。

“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出台《关于加
强新时代基层人民武装工作的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进行系统规范很有
必要。”基层武装工作是国防和后备力
量建设的基础，也是当前武装工作的重
点发力方向，罗清宇明确指出。

年初，太原市委把出台《办法》列入
2020年市委常委会工作要点，从规范
基本制度、基本队伍、基本工作、基本经

费等重难点问题着手，成立文件起草小
组，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征求军地各部
门意见，形成了这一管根本管方向的刚
性文件。

“作为新兴领域产业园区，开展武
装工作终于有了明确依据，民兵新质力
量建设、征兵整组等工作一定会完成得
更加出色。”谈起《办法》出台，山西转型
综合改革示范区负责武装工作的领导
舒展开了紧锁的眉头。

“把会场设在演练场，议军首先议
战，就是要树立抓建为战、管武兴武的
鲜明导向。”罗清宇表示，10月底前，全
省每个县区都要完成军地联合指挥演
练，军地各部门要对照《办法》中具体条
款，主动会商研究、细化举措，年底前将
结合党管武装考评对落实情况进行督
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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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驻浙江某
仓库邀请多名抗美援朝老兵重回老部
队。年轻一辈官兵看前辈身上留下的伤
疤，听他们讲述战斗经历。在鲜红的国
旗下，两代军人齐唱国歌，并共同在主题
横幅上签名，一同向国旗庄严敬礼。随
后，老兵围绕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给官兵上了一堂“历

史课”，引导官兵继承老一辈革命军人的
光荣传统。活动结束后，部队官兵为老
兵们进行了刺杀操、轻武器分解结合等
课目展示。

上图：两代军人向国旗庄严敬礼。
左图：两代军人在主题横幅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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