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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盛会·文化视线

庆盛会·官兵心中的赞歌

金色的阳光照耀在古老的神州
大地，让这个秋天更加富有收获的
韵味。

党的十九大开幕以来，习近平
同志在报告中那思想深邃、高瞻远
瞩、铿锵有力的话语，久久回荡在官
兵的心间，给人以美好愿景，给人以
鼓舞振奋，给人以强大力量。在一支
支奔赴战位的队伍里，在一张张青
春激扬的脸庞上，在一个个刚毅果
决的眼神中，是人民子弟兵对盛会
召开的欢欣喜悦，是当代革命军人

特有的精神风采，是为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壮志豪情。

伟大梦想激扬在胸，伟大目标
召唤在前，伟大新时代已经开启。站
在这一伟大历史时刻，我们深感如
此幸运，因为我们有幸是强军伟业
的奋斗者，是中华民族一个伟大新
时代的见证者。与此同时，我们深知
使命光荣，重任在肩，因为我们不忘
初心、满怀永远不变的军魂，因为我
们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编 者

“亮出你的招牌，拿出你的气
概……”深山库区的寂静，被一浪高
过一浪的喝彩声打破。随着一首摇滚
说唱《战斗宣言》炫酷登场，联勤保
障部队“文艺轻骑队”又一场巡回慰
问演出在某仓库拉开帷幕。
“没想到，在我们这么偏僻的山沟

仓库，还能看到如此精彩又接地气的
节目！”卫生员冯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
动，跑向台上为演员献上了一束美丽
的野花。在庆祝党的十九大召开的日
子里，联勤保障部队以兵演兵、兵写
兵的方式，为官兵奉上了一台台丰富
多彩的文艺节目。“文艺轻骑队”三队
队长邹娜带领文艺骨干反复推敲，从
巡演框架结构到具体节目内容、从主
持词提炼到舞台综合呈现，牢牢把握
方向不偏移。3支“文艺轻骑队”犹
如 3支火种，点燃了白山黑水、中原

大地、南疆红土座座联勤军营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的火热激情。

慰问官兵一个都不能少。演出刚
刚结束，文艺、王僚、谢普等几名文艺骨
干又风尘仆仆赶到哨所、库房，为站岗、
作业的官兵送上了几个短小精悍的节
目。舞蹈《十里春风到哨所》用灵动的
舞姿赢得了官兵点赞，一曲《他在那里
站岗》更是让哨所战士热泪盈眶。

深夜的雪域高原，连队官兵已经
进入了梦乡。“文艺轻骑队”的文艺骨
干们还围坐在一起，商量修改小品脚
本和主持词。“我们一定要尽快把十九
大报告学深悟透，努力融入到节目当
中，做强军声音的传播者！”“文艺轻
骑队”二队队长陈晨的话语赢得文艺
骨干们的共鸣。

图为文艺轻骑队表演的女声独唱

《旗帜》。 作者提供

联勤保障部队“文艺轻骑队”——

做强军声音的传播者
■特约记者 付 凯 通讯员 蔡瑞辉

从东海上空俯瞰，万顷碧波中，有
一座小岛，悬崖陡峭，波涛汹涌。

万里巍巍海疆，数辈将士守望。
10 月 19 日下午，驻守在这座岛上 61
年，素有“东海第一哨”美誉的东海
舰队某雷达站，举办了一场以“学习
十九大·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的朗诵
活动。

山石肃，海风劲。在“战士的第二
故乡”七个鲜红的大字下，一级军士长
范志军用雄浑有力的嗓音，深情诵读着
他亲手写下的诗篇，其余官兵神情专
注，侧耳聆听。这一刻，豪情激荡于他
们心间，目之所及处，祖国的海岸线绵
延不绝，镌刻于山石上的军徽更加鲜红
耀眼。

该岛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战士的第
二故乡》发源地，该站教导员马超说：
“在听完习主席的报告后，全站官兵倍

感振奋，自发组织了这次欢庆活动，以
诗明志，献礼十九大。”活动尾声，官
兵齐声高唱起那首在神州大地上传唱了
50多年的歌谣，“云雾满山飘，海水绕
海礁……”歌声乘着山风，踏着海浪
来，久久回荡在碧海蓝天间，唱的是官
兵坚守海岛的初心、牢记使命的忠心，
唱的是海岛卫士献给党的十九大的深情
祝愿。
图为欢庆朗诵活动现场。 马 超摄

东海舰队某雷达站——

铿锵誓言绕海礁
■张容瑢 特约记者 代宗锋

“我给大家说点啥，专门说说十九
大……”在武警广东省总队广州市支队
教导队，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赞颂新
成就 喜庆十九大”文艺晚会拉开帷
幕。官兵编排的快板《赞赞党的十九
大》赢得在场人员的热烈掌声。

围绕“聚焦强军目标、展现强军
实践、高唱强军战歌”这一主题，该
总队积极开展“喜庆十九大”系列文
化活动，形成“中队有精品、大队有
亮点、支队有特色”的氛围。在训练
场“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以优异成绩
献礼党的十九大”宣誓现场，担负城
市巡逻的官兵刚下哨岗就上讲台，举
行演讲比赛，畅谈部队和家乡的变
化。广大官兵还自发设计制作《羊城
卫士报》庆十九大专刊，战士张浩写
道：“党的十九大像一面高高飘扬的

旗帜，极大地凝聚起了党心军心民
心，汇聚起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我
们唯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无愧时
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新兵大队则举
办书画摄影展，生动展示人民军队 5
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图为官兵高举五星红旗、舞动威

武雄狮，表达欢庆盛会召开的喜悦之

情。 作者提供

武警广东省总队——

多彩活动赞成就
■黎晓晖

“祖国腾飞”剪纸画惟妙惟肖、“大
好河山”米粒板创意新颖、“强军赞歌”
快板诗妙趣横生……陆军第 78集团军
某合成旅将官兵自创的 100 多件庆盛
会文艺作品在文化长廊“秀”出来，引
来官兵驻足观看。

走进文化长廊，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幅高 1米、长 6米的“祖国腾飞”剪

纸画，它形象展示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军队建设取得的新成就。坦克
二连中士高海坤制作的《我为祖国守
边疆》米粒板在长廊中格外抢眼，绿豆
铺成的草地、大豆玉米粘成的哨所、大
米黑米勾勒的哨兵，浑然一体、栩栩如
生。担任讲解员的战士韩磊告诉记
者：“这些作品都是官兵发挥聪明才
智，精心设计创作的，道出了他们的心
声，也表达着官兵对党的深情和对美
好前景的期盼。”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崔
鸿翔表示：“创作文艺作品庆盛会既调
动了官兵主动参与的热情，又让官兵
在创作欣赏作品中感受到祖国和军队
取得的发展成就。”

图为该旅官兵积极创作主题板

报，庆祝盛会召开。 陈明照摄

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

文化长廊展风采
■安 阳 特约记者 向 勇

浩瀚的太平洋上，海风习习、海浪滚
滚。正在驶离中国领海线的远望 7 号
船，举行了隆重的任务出征仪式。一条
条横幅、一句句标语映红海面，船员们面
向祖国的方向，挥舞手中的国旗，默默许
下铮铮誓言。

远望 7号船船长周云山告诉记者：
“举行任务出征仪式是远望号独有的大

洋文化，对于常年‘浪迹’海天的远望人
来讲，每当驶离祖国领海的那一刻，心中
的热血总会涌上心头，爱国之情和思念
之情油然而生。”

劈波斩浪启航程，盛世华章鼓人
心。此次出征，恰逢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对于船员们来说，这既是为祖
国出征，又是向盛会献礼，双重使命
使得船员们的胸中激荡着神圣与荣
光。随着一阵汽笛声响起，任务出征
仪式结束，远望 7号船朝着星辰大海全
速航行。怀着对伟大祖国的赤子情
怀，远望人决心以“万无一失、圆满
成功”的优异战绩向祖国母亲汇报、
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图为远望7号船正在举行任务出征

仪式。 陈健飞摄

远望7号船——

海天豪情启航程
■本报记者 韩阜业 通讯员 杨林海

10月 19日，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清河口哨所官兵在巡逻间隙，就地开展
“身在边关心向党、欢欣鼓舞庆盛会”诗
歌朗诵会，抒发爱党卫国的戍边情怀。
“执勤巡逻全时空，官兵生活沐春

风……”上士张松松对十九大报告中提
到的“更加注重军民融合”感慨颇多。
以前，由于路况不好、风沙阻隔，物资采

购难、给养配送难等问题长期困扰着戍
边官兵。如今，驻地政府帮助改善应急
指挥体系、边防设施建设，为执勤通畅、
生活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持。

他的话语刚落，甘肃平凉籍战士赵
自航又把大家的思绪带到了他的家乡，
“今秋回村看乡亲，栋栋楼房排排连。党
的关怀政策好，农村建设别样天。”他的
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已有
“塞外小江南”的美誉……边防官兵心向
党，句句诗词映兵心。正在哨所蹲点的
旅长赵凤昌告诉笔者：“官兵们创作的诗
歌虽然并不是那么对仗工整，但都是对
十九大报告精神的切身感悟，彰显了边
防官兵对党纯朴而炽热的情感。”

图为官兵在训练间隙开展诗歌朗

诵会。 赵顺宇摄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边防诗篇映兵心
■崔 震 殷鹏钊

10 月 18日，历史的时针指向一个
重要时刻。在党的十九大开幕之际，
武警部队文化小分队 2017年度巡演来
到伊春支队，在白山黑水间奏响了欢
庆盛会的音符。
“准备好了流血流汗，准备好了迎

接挑战，准备好了迈上新征程。”开场
序曲一下子抓住了观众的心，整台演
出用艺术手法表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武警部队展开火热强军实践的现实题
材，并在歌曲《真打实练》、小品《庆功
宴》等多个节目中，巧妙融合了一线官
兵喜迎十九大的生动场景和真挚情
感。据了解，自 2014年成立以来，这支
由业余文艺骨干组成的小分队，穿戈
壁、上高原、赴一线，走一路、火一路、
感动一路，用 30万公里征程、400多场
演出，把党的创新理论和强军思想伴
着歌声与掌声、欢笑与泪水，送到了官

兵心坎上，印在官兵头脑中。现场官
兵表示，小分队的节目内容有生活、形
式有新意，就是当代军人紧跟形势、维
护核心的真实写照和聚焦实战、苦练
精兵的生活提炼。
“踏上新征程，起航新时代，统

帅的号令指引前进的方向；战歌多
嘹亮，战靴多铿锵，有一腔热血燃烧
在胸膛……”在队员的带领下，全场
官兵一同起立，高声齐唱战歌，将气
氛推向高潮。砥砺奋进的路上，必有
发于内心的情感。在强军兴军的时
代大潮中，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
关键时期，这支文化小分队将和一线
官兵共同见证振奋人心的历史时刻，
用战士文艺传颂伟大盛会的精神荣
光。

图为小分队演出剧照。

何嘉兴摄

武警部队文化小分队——

战士文艺传颂精神荣光
■冯四良 窦 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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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豪情庆盛会 嘹亮战歌伴征程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

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重

要论述，深刻说明文化在国家、民族发

展进步中的重要地位，深刻说明文化

繁荣兴盛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大意义。这一重要论述，也为我们更

加深刻地认识强军文化、积极探索打

造强军文化的规律、创造更多强军文

化成果提供了根本指南。

强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

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

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梳理强军

文化的构成与脉络，我们可以发现，数

千年间凝聚的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

统军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内容，人民军队在90年铁血征程中打

造的红色文化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强

军文化深深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肌体当中，强军文化的精神品格、

价值追求和丰厚灿烂的成果，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增添了独特的气质、风

骨和厚度。打造强军文化，就是为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贡献力量。

强军文化对于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习主席高度

重视打造强军文化。在古田全军政治

工作会议上，习主席鲜明提出“打造强

军文化”的思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习主席深切勉励：“我们的军旅文艺

工作者，应该主要围绕强军目标做自己

该做的事情”。与此同时，习主席视察

部队时还多次和官兵们谈起“强军文

化”。那一幕幕，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深知，“打造强军文化”，是人民军

队文化建设者们的重要使命。

打造强军文化应该与伟大强军实践

同频共振。多少年来，一部部广为人

知、影响深远的文化成果，为强军文化

铺就了厚重底蕴。今天，当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成为伟大新时代的重

要主题的时候，当一场前所未有的整体

性、革命性变革在人民军队全面铺开的

时候，强军文化建设迎来更加广阔的发

展空间。如何讲好不断涌现的强军故

事，如何浓墨重彩地塑造陆上猛虎、水下

尖兵、空中骄子等具有强军特质的新的

英雄人物，如何推出适应未来战争需要、

能够对军事建设产生深刻影响的有分量

的军事思想文化成果等，都应当成为强

军文化建设有所突破的现实课题。这些

课题是时代的馈赠，也是时代的期许。

强军文化的建设者们应该有一种急切感

和兴奋感，深入到强军兴军最前沿、最尖

端、最鲜活的一线去，创造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使命、为强军兴军提供强大精神

力量的优秀文化成果。

千帆竞发红烂漫。习近平同志在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

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

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

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伴随人民军队向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迈进的伟大实

践，强军文化的建设者们将以更加厚

重、更加鲜明、更具影响力的文化创造，

打造中国军事文化新的高地。

勇于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栗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