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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对志愿军第39军炮7师
20团3营9连、现北部战区陆军某旅3营
6连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
正是连队参加上甘岭战役的日子。每年
的今天，连队都会组织“讲锦旗、话传统”
故事会。采访中，连队指导员陈志慧激
动地说：“这项活动延续多年，这 3面锦
旗就是连队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面是炮7师授予的集体二等功
锦旗，上面写着：“英勇顽强及时准确，发
扬了炮火威力”。在接到开赴朝鲜战场
的命令时，连队刚刚完成改装训练。为
提升炮弹的装填速度，官兵扛着35公斤
左右的炮弹每天装填上百次，几天下来
胳膊都肿了一大圈。在阻击突袭金城之
敌时，由于诸元准确、火力密集，官兵一
举创下了 86发破甲弹击毁敌 11辆坦克
的辉煌战绩。

第二面锦旗是连队荣立集体一等功
时获得的，上面印有白色烫面字，“你们
一次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指挥，取消了
敌炮的发言权，创造了榴炮击毁战车的
新纪录。”上甘岭战役打响后，敌人在连
队火炮阵地上投下了15000多发炮弹，茂
密的松树林瞬间被炸平，没有了遮蔽物，

官兵被迫钻入坑道。在补给严重匮乏的
条件下，大家只能用弹坑里的积水来煮
面汤充饥。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大无
畏的革命精神，连队官兵在反击作战中
毁伤敌榴弹炮 11门、汽车 25辆，毙伤敌
100多人，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第三面是荣获“二级英雄连队”称号
的锦旗（复制件），上面印有“英勇顽强
战果辉煌”，荣誉的取得离不开连队特等
功臣金耳世。一天凌晨，一场激烈的战
斗正在进行。突然，连队接听开炮指令
的话筒没了声音。电话兵金耳世意识到
是电话线被炸断，迅即背起单机，拿着接
线钳冲出了工事。然而，就在接完第2个
线头时，敌人的炮弹将他掀倒在地，等金
耳世清醒后发现，自己的右腿已经被炸
断、血流不止。见状，他抓了把土糊在伤
口上，然后，两手抓着地，艰难爬行20多
米，接好线头。金耳世因失血过多牺牲，
手中紧紧握着的线头成为他留给战友的
永久记忆。战役结束后，连队被志愿军
政治部授予“二级英雄连队”称号，这面
锦旗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在6连如果不好好干，就会感到愧
对这3面锦旗，愧对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

牲的战友。”战士李奕航说，初到连队听
到这些话，他以为班长是在给自己灌输

“心灵鸡汤”。然而，很快，他的思想有了
彻底转变。不久，连队列装了一批新型火
炮，而这些火炮要在接下来的演习中登场
亮相。那段时间，为了让新装备尽快形成
战斗力，战友们都像发了疯一样拼命地训
练。有的战友手指受了伤，仍坚持加班训
练。临近退役的火炮技师张新忠更是到
处打电话、借资料，熬夜加班破解维修难
题。目睹这一幕幕，再回想班长的告诫，
李奕航发自内心地为自己是英雄连队的
一分子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英雄的连队英雄的兵。在不久前的
一次比武，多个课目连贯进行，李奕航因
体力不支，摔倒在比武场上。听到战友

的加油和鼓励，想起荣誉室里面的 3面
锦旗，他咬紧牙关强忍疼痛完成任务。

“传承荣誉，续写辉煌，就要熟练掌
握手中武器装备，练就过硬打赢本领，发
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走
下比武场，李奕航把自己的感受写在日
记本上。

“传承精神的方式虽然有很多，但续
写辉煌一定是最有意义的一种。”陈志慧
说，连队官兵坚持每天晚点名第一个必点
金耳世，为的就是铭记历史。而这些传统
也像一颗种子，潜移默化植入官兵的心
田。采访快结束时，记者发现，官兵三五成
群围坐在学习室，围绕白天的训练展开复
盘。而此时，3面锦旗正静静地躺在荣誉
室里，默默地见证这支连队的蜕变与成长。

3面锦旗记录连队辉煌战绩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星楠 李鹏举

10月下旬，新疆伊犁军分区组织新兵开展小竞赛、小比武活动，激发训练热情。图为新战士林家豪正参加单兵战术
课目比武。 刘郑伊摄

10月 17日，河北省易县牛岗乡
台底村，小河岸边广场上人流如织。
在八路军老战士、音乐家唐诃作曲的
《老房东查铺》悠扬的旋律中，一场感
恩碑揭幕仪式正在举行。随着红布
徐徐拉开，感恩碑上一段醒目的文字
呈现在众人面前：“赵大娘，儿子来看
您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25团战
士房扬达”。

96岁的八路军老战士房扬达在
儿女的搀扶下，从轮椅上吃力地站起
来哽咽着说：“父老乡亲，你们好！这
里是我的家，赵大娘是我的再生母亲
啊……”在场的一些村民也被感染，
不由自主地跟着抹眼泪。

1939年夏，八路军曙光剧社驻
扎在台底村，时任曙光剧社分队长
的房扬达因冒雨帮房东赵大娘家抢
运粮食，而患上了伤寒。当时条件
艰苦，缺医少药，他的病情越拖越
重，直至奄奄一息。战友们无奈之
下开始准备后事。赵大娘却没有放
弃，她让儿子到 10多公里外请来一
位懂医术的人，给房扬达治病。也
许是奇迹，经过治疗，房扬达慢慢苏
醒过来。一直守候在身边的赵大娘
忙端来一碗热米汤，一口一口地喂
他。几天后，房扬达渐渐有了食欲，
赵大娘又让儿子宰了只母鸡，熬了
鸡汤给他补身体。

不久，日军进村扫荡，战友们将
房扬达转移到深山中一位老乡家
里。一个月后，房扬达回到台底村
时，只看到赵大娘家焦黑一片。村民
告诉他：“鬼子一把火烧了赵大娘家，
还把她残忍地扔进火堆里……”

战火硝烟中，房扬达从八路军战
士成长为一名指挥员。无论身在何
处，他始终念念不忘赵大娘一家人的
救命之恩。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数次
回村寻找赵大娘及后人，均无果而返。

房扬达的三女儿房月明说，父亲
退休后，尤爱回忆往事，特别是近 20
年来，总是把救过他命的赵大娘挂在
嘴边。为完成父亲的心愿，几个儿女
多次赴台底村寻找赵大娘后人，始终
没有找到线索。最终，房扬达一家决
定在台底村立一块感恩碑纪念恩人。

同行的张津生告诉笔者，父亲唐
诃是当年房叔叔同在台底村的战友，
见证了赵大娘一家救助房叔叔的过
程，并写过回忆文章。跟着房叔叔来
参加仪式，是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
育课，心灵受到了洗礼。

笔者了解到，不久前，牛岗乡政
府开展“我在牛岗乡有棵苹果树”助
贫活动，房扬达一家在台底村认领了
12棵扶贫苹果树。房扬达的大女儿
房月石说：“认领苹果树，是在表达我
们的一份感恩之情。以后，会让子孙
后代也来认领，让他们知道，这片红
色热土对于我们家的恩情。”

上图为房扬达与房家晚辈在感
恩碑前合影。 张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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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安远县

成立国防教育示范班
本报讯 朱顺利、何庆宴报道：连日

来，江西省安远县在全县10多所中小学
成立国防教育示范班。该县人武部定期
派教官到学校组织军事训练，并与学校
携手开展读一本国防书籍、唱一首红歌、
看一部军事题材电影的“三个一”活动。
学生家长纷纷反映，孩子的国防意识得
到提升，行为养成更加规范。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武部

帮新兵订制成长路线图
本报讯 陈堉佳报道：连日来，广东

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武部结合新兵回访，对
该区入伍新兵的现实表现、成长需求等情
况进行摸底，并与带兵骨干一道，对每名新
兵进行量化分析，结合岗位实际和部队建
设需要，共同订制个人成长路线图。前不
久，某部组织新训课目考核，龙湖籍新兵的
优秀率名列前茅。

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武部

在战斗旧址开设教育课堂
本报讯 李元彬报道：“我们要秉承

烈士遗志，沿着先辈的光辉足迹奋进。”10
月中旬，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武部组织专武
干部和民兵来到老金沟抗联密营旧址开
展专题教育。通过一个个生动故事、一件
件原始物件，让大家回顾革命先辈顽强战
斗、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引导大家赓续
先烈精神，激发使命担当。

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雨露，双拥
工作迎来一个花繁果硕的季节。金秋
十月，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
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隆
重举行。这次会议，是对近年来双拥
模范创建活动成果的全面总结，也是
推进新时代双拥工作创新发展的深入
动员。会上，有 411个城（县）、159个
单位和个人受到表彰。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国军民
的优良传统和显著政治优势，也是我
党我军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习主席
指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永远
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正是有了人
民群众“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
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厚
爱，人民子弟兵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深情，中国的革
命、建设和改革才波澜壮阔、气象万千。

习主席强调,最伟大的力量是同
心合力。新形势下双拥工作只能加
强、不能削弱。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体
现的是党和政府对军队建设的关心关
爱，凝聚的是广大官兵练兵备战的磅
礴力量。春节期间登门为军属送上一
句问候、一副春联、一份慰问品，看似
寻常小事，却情深意重，满载的是政治
待遇、社会尊崇、精神褒奖和荣誉激
励，官兵和军属倍感荣光！

伟大的力量源于军民同心。纵览
古今中外战争史，一支军队的战斗力，
从来不是孤立地依赖军事力量。

近几年，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广
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持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倾力服务部队备战打仗，认真落
实拥军优抚安置政策，用心用情解决
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为强军兴
军提供了坚强可靠保障。全军部队忠
实践行人民军队根本宗旨，积极参加

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圆满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汛救灾等重大
行动中听党指挥、闻令而动、勇挑重
担，积极发挥突击队作用，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作出了
重要贡献。举国上下，军爱民、民拥军
的氛围更加浓厚，军地相互支持更加
有力，军政军民团结的根基更加牢固。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新时
代新征程，更呼唤军政军民团结的磅
礴伟力。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
进，兵员征集、军人转业安置、随军家
属就业、伤病残军人移交、维护军人军
属合法权益等，都遇到了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这就需要军地各级充分利用
双拥共建渠道，解决好那些“练兵急
需、改革急用、官兵急盼”的事情，以更
大力度、更实举措化解官兵后顾之忧，
巩固发展新时代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大
好局面，为推进强国强军伟大事业凝
聚磅礴力量。

伟大的力量源于军民同心
■肖福恒

（上接第一版）
统计显示，各地各部门4年来累计

完成30余万名军转干部、120余万名退
役士兵接收安置任务，办理家属随军
10万余人，协调 40余万名军人子女入
园和接受义务教育。

这次命名表彰中，“入榜”全国双
拥模范城（县）的南京市、成都市、西安
市等地大力支持军队安置住房统建试
点项目建设，为部队推进改革创造了
有利条件。“入榜”全国双拥模范城
（县）的大连市、秦皇岛市、赤峰市、巴
彦淖尔市、舟山市、莆田市、三明市、格
尔木市等地为部队提供保障性住房
2200余套。

全军部队在出色完成军事任务
的同时，积极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社
会建设，扎实做好参与脱贫攻坚等各
项援建工作，勇于承担抢险救灾等急
难险重任务，以实际行动为人民造福
兴利。

2016年，国务院扶贫办、军委政治
工作部联合印发《关于军队参与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意见》。4年来，军委政
治工作部12次组织座谈会、推进会，军
委国防动员部、陆军、海军、空军、火箭
军、武警部队等每年召开现场会、专题
会，指导部队牢记宗旨，扎实推进参与
脱贫攻坚工作。

截至今年 5月，全军部队帮扶的
4100个贫困村、29.3万贫困户、92.4万
贫困群众全部实现脱贫，许多村成为
当地脱贫致富的明星村、样板村。

从同心抗疫到合力抢险

激发“双拥创新”生机活力

2020年 9月 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钟南山、陈薇等军地代表获颁国
家荣誉称号和勋章。

此情此景，令许多军民热泪盈眶。
人们不会忘记，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全国双拥办第一时间启动双拥
应急机制，紧急协调有关省市支援武
汉 4所军队医院医疗物资和生活用
品，组织各地普遍开展“五个一”活
动：开展一次走访、建立一个联系卡、
发送一封慰问信、赠送一个拥军包、
解决一批现实困难。此次获命名表彰
的许多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积极参
与，共同行动，累计帮助 5058名抗疫
一线官兵家庭解决实际困难，极大鼓
舞和激发了官兵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信心决心。

抢险救灾，同样如此。统计数据
显示，在今年灾情偏重的情况下，因灾
死亡失踪人口与近 5年同期均值比较
降幅达51%。一位地方领导同志赞叹，
子弟兵功不可没。

从同心抗疫到合力抢险，“心连心
同呼吸共命运”的军政军民团结，成为
我们共克时艰的铜墙铁壁。

4年来，军地各级紧贴新形势、立
足新起点，加强谋划设计，创新思路
办法，狠抓工作落实，双拥创建活动
持续深入发展，始终保持强大的生机
和活力。

在建军 90周年阅兵、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阅兵、海上维权、边境稳
控等重大军事行动中，北京、内蒙、海
南、新疆、江苏、安徽等地与任务部队
同行动共担当，做到主动服务、伴随
服务、融入服务。各部队也高质量完
成了许多重大活动、节庆日执勤保障
任务。

4年来，军地各级坚持把凝聚军
心民心作为首要任务，围绕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建军 90周年、改革开
放 40周年，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持续掀起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双拥
热潮。

豪迈跨越，大道远行。展望新征
程，广大军民信心满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