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人优先”的尴尬
我们不要钱，不要物，

只要一份理解和尊重

“有时候，光听称呼，就知道一个
地方对军人的尊重程度！”驻渝航空兵
某部宣传科科长罗庆波坦率地说，比
起被人叫作“当兵的”，他更喜欢“解
放军同志”这个称呼，“哪怕喊你一声
‘兵哥哥’。”

然而，“尊重”两个字，在多少军
人心里隐隐作痛——

两年前，罗庆波和几名战友出
差，在车站购票时由于时间紧张，只
好挤到“军人优先”窗口前亮出证
件，希望优先办理。没想，却遭到售
票员的拒绝，理由是：插队。
“明明写的是‘军人优先’嘛！那

一会儿，觉得这 4个字真刺眼。”罗庆
波想起 1998年参加抗洪抢险，当部队
完成任务撤离时，当地百姓含泪送
别。他有些不解，为什么现在就变了？

一名海军军官在潜艇部队服役 20
多年，回到地方安置工作时，却被用
人单位拒绝，理由是：“潜艇维修专业
在我们这里没用！”
“我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战斗了 20

多年，到这个地方咋就成了不需要的
人？”他心里委屈得想掉泪……
“当年满怀自豪地穿上这身军装，

然而，自己坚守的事业却未能得到社
会的认可。这让有的官兵产生了难以
释怀的失落感。”罗庆波说道。
“这几年军人待遇有所提高，但比

起物质待遇，大家更看重社会认同
感。习主席提出‘让军人成为全社会
尊崇的职业’。这既要物质保障，更重
要的是人民的尊重与拥护。”该部一名
领导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场
边境作战，“理解万岁”叫响全国。这
一口号不仅将部队官兵献身国防的自
豪感强烈激发起来，也让广大地方学
子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当年，他正
是在“理解万岁”口号的感召下，穿
上军装、来到部队。

在重庆市的议军会上，当驻军兄
弟部队纷纷提出各种困难时，该部领

导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我们不要
钱，不要物，只希望整合军地资源共
同做好空军形象宣传、开展国防教育。

这个特别的要求引起了大家的思
考：地方政府一直重视“双拥”工
作，对驻军在住房、饮水、通信等方
面都给予了照顾，但这种关心更多是
倾向于物质方面的支持。

在市民的视线中，11月 11日，人
民空军的宣传海报和宣传视频在重庆
各大商圈、高架桥、高速公路的广告
牌上亮相。与此同时，《重庆日报》
《重庆晨报》等报纸，分别推出专题报
道，深度解读空军历史、武器装备和
未来发展……

11 月 11 日为空军“庆生”，成为
这座以火锅、美女闻名的城市新的令
人难忘的标记。

弹坑上的“解放碑”
最繁华的地方埋藏着最

沉痛的记忆，它告诉我们：

强大的国防究竟值多少钱

今年“双十一”当天，重庆主城
区 3个大型商圈、6条主干道、12个高
架桥、 23 个公交站台，总计 126 块
LED屏滚动播放“空军形象广告”约 5
万次。

要知道，这些广告牌的租金平日
里都是昂贵的，有的地段价格更是相
当不菲。都拿出来宣传人民空军、宣
传国防值不值？重庆人民有着自己深
层次的思考。

空中的飞机轰鸣声，曾是这座城
市里最令人心悸的声音——侵华日军
对中国战时陪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
大规模无差别轰炸持续6年之久。

到过重庆旅游的人，大都会感慨
重庆的防空洞多。重庆大轰炸的 6年
间，防空洞数量增加了 30倍，老百姓
为了活命，凭着肩挑背驮，一镐一锹
挖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防空工程。
曾经历过重庆大轰炸的渝中区 87岁退
休工人王国忠回忆，“那时警报天天
响，躲进防空洞就盼着自己的家不要
被炸。”

如今，这些防空洞不少已被开发
为地下商场、火锅店、停车场等。当
民众享受着商业繁华的时候，不少人
却淡忘了防空洞的由来。住在沙坪坝

三峡广场的市民陈欧阳，开了一家广
告公司，他告诉记者，最让他惊讶的
是，位于市中心最繁华地段的地标
“解放碑”，原来是在日军轰炸留下的
最大弹坑上建起的。
“最繁华的地方埋藏着最沉痛的记

忆，它告诉我们：强大的国防究竟值
多少钱！”一位老教师如是说。

前些年，空军一座机场周边有几
十家养鸽户，飞鸽成为危及飞行安全
的重大隐患。场站领导一家一家登门
做工作，结果不是吃闭门羹，就是遭
遇“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另一座机
场因为没有围界，居然成为老乡们放
牛、散步的场所。一些摩托车、三轮
车为了图方便，频频抄机场的“便
道”。面对劝解的警卫战士，老乡们很
不耐烦：“你们现在又没有打仗，牛在
机场吃会草啷个不行嘛？”
“一直以来，我们都想把国防教育

做得更扎实。”重庆市国动办的一位领
导引用了一句商界名言：“天晴修屋
顶”，意为在经济形势较好时为度过危
机做准备。“如果自己的屋顶坏了，下
雨了怎么办？如果我们忘记昨天的伤
疤，那么战争就离我们不远了。”

山寨版的徽章
最可爱的人和爱他们的

人，需要一座桥梁

今年“双十一”当天，军嫂刘燕
琼和闺蜜逛街时，看到 LED屏上那句
话——“‘雾都雄鹰’永远为重庆人
民守护幸福蓝天”，突然心里一暖，给
在外驻训的丈夫、某机务大队二级军
士长杨顺林发了条短信：“今天在三峡
广场看到你们部队的宣传片，朋友圈
里也到处在传，第一次感到当军嫂还
挺有面儿。”

与丈夫结婚几年了，刘燕琼只知
道丈夫在空军“修飞机”，但具体做什
么的、忙什么却并不知道。加之丈夫
常年外训，聚少离多，她坦言缺少一
种幸福感。
“过去我就想，修飞机和修汽车、

修自行车又有什么区别呢？至少别人
还能回家吧。”她告诉记者：通过电视
和报纸才慢慢知道，原来老公从事了
一份这么了不起的工作。

据统计，该部有一半左右的已婚
官兵在重庆安家。近年来，部队战训

任务越来越重，官兵们难以照顾家
庭，离婚率曾一度上升。为什么身边
最近的人也不理解我们？

航空兵某旅政治工作部干事黄涌
想起了一枚特别的“徽章”——

一次聚会时，大学同学神秘地
说：“我有你们的‘徽章’。”
“我们单位没有这东西啊。”黄涌

好奇地拿过来一看，设计得很精致，
也很有国际范儿。
“你们单位在网上火了！你看，这

是网友们特意给你们设计的！”
原来，该部的飞行员连夺空战比

武“金头盔”，并在高原驻训、海上警
巡中表现突出，各大媒体都给予了报
道，引起一批军迷的关注。报道中虽
没有披露部队的番号和所在地，但细
心的军迷仍从飞机垂尾编号等细节中
找到了端倪，有热情的网友专门为他
们设计了“徽章”。

这枚山寨版的“徽章”引起部队
领导的深思：有多少人在默默关注着
空军、热爱着空军？
“人民军队人民爱，我们要为这种

爱和理解筑起一座更畅通的桥梁。”一
位曾经出国访问的该部领导回忆，外
军军队形象塑造的做法让他印象深
刻。他告诉记者，外军格外重视开放
日活动，由公共事务部门策划，定期
举行，以此展示军队实力和魅力，优
化军队形象，联络军地关系，宣扬爱
国精神。

为此，该部举行军营开放日活
动，通过网络和电视台向社会进行公
告。这项活动效果出乎军地领导的意
料。原本规模不大的活动，一时间成
为当地的“盛会”。当地群众举家前
来，热情高涨。几年来，上万名党员
干部、群众学生通过各类军事日、军
营开放日活动来到部队，在与战机零
距离接触、与飞行员面对面交流中逐
步了解空军，爱上空军。

2017 年考上空军航空大学的陈力
凯，在高中时参加了该部的军营开放
日活动，近距离感受到火热的军营氛
围和高超的战机特技，从此“当空军
飞行员”的梦想就在心中扎根。开学
后，他自信地走上讲台自我介绍：我
的目标就是要驾驭歼-20，戴上“金头
盔”。

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理解了空
军、理解了部队、理解了国防。据重
庆警备区统计，近 3年来，重庆市志
愿报名参加空军的应征青年和在校大
学生人数大幅增长。以大学生士兵
应征入伍为例，国家给重庆下达的
大学生应征入伍指导比例为总兵员
的 35%,2017 年重庆以 43%的数据完成
任务。

这种爱和理解在延续——今年 9
月，2名飞行员子女直通重庆公认最好
的第三中学就读。据了解，重庆市教
委专门开辟“绿色通道”，凡该部飞行
员子女均可免试就读三中；官兵子女
均可就读市重点实验一小。

这种爱和理解在延续——今年 8
月，某机场附近村庄集体用地内，100
余棵高达 6、7米的树长势正茂，影响
了飞行安全。场站向村委会提出后，
得到了村民的一致理解，3天后他们就
砍掉了树木。而回到上文提及的那座
机场，为了净空安全，已经有 50余家
养鸽户放弃养鸽，或是主动迁移。

“空军节”来了

一座城市祝“你”生日快乐
■孙 霖 本报特约记者 曹传彪 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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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11月11日，这个日子你会想
起什么？也许很多人的回答是：

“购物！购物！”

是的，这是一个许多年轻人

从0时0分起就紧握手机时刻准
备“抢”购的日子。各大媒体版面

和栏目，被一组组炫目的销售数

字和诱人的广告所占据。

然而在这一天，“购物”却不

是重庆街头最吸引眼球的字眼，

主城区的各大商圈、主干道的

LED广告屏全部被空军海报、国

防视频“刷屏”。这座城市以这种

形式告诉人们：今天不仅是“购物

节”，更是人民空军的“生日”。

第二天，这份来自山城重庆的

“生日祝福”在网上掀起了关于国防

观念、军人价值的热议，经久不息。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强调：“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山城重庆以这种形式开展

空军主题宣传活动，也是一支部

队、一个城市联手策划的一次关于

军人荣誉和价值的精神“洗礼”。

这张合影也被许多人珍藏。2015年11月10日，空军“追梦空天”军营开放日活动中，驻地群众走进该师观看飞行
表演、近距离参观战机、聆听空军英模的战斗故事，战斗机和飞行员成为孩子们热捧的“明星”。

1939年6月11日，三长两短的空
袭警报突然拉响，日军轰炸机群直扑

山城重庆。顷刻间，火光冲天、硝烟弥

漫，大街小巷尽是被燃烧弹袭击民众

的悲鸣。中国空军 15架战机升空应
战，面对数倍于己的日机，飞行员梁添

成腹背受敌，座机被日军轰炸机机枪

连续击中，机舱燃起大火。眼看前方一

架日机飞向居民区，他没有选择迫降，

而是拼死追击，这架日机被击伤而放

弃轰炸返航。而这位年仅26岁的王牌
飞行员却光荣殉国，此时他的妻子刚

怀孕3个月。
面对日空军的狂轰滥炸，中国军

民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抗战精神，仅在

重庆就有200多名中国飞行员以身殉
国。当时中国空军实力太弱，直到

1940年，重庆才部署100余架战斗机
和轰炸机，防空火炮不过28门，几乎
没有高空探测装备，而当时日本已具

备年产1600架飞机的能力，光靠这种
空中“拼刺刀”的精神，根本无力阻止

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从那时起，重庆人

民对拥有一支强大的中国空军就有着

强烈的渴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
陷。随后，上海、南京、武汉相继陷落。

11月 20日，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
庆，重庆成为战时“陪都”。日军为了彻

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达到“迅速

结束中国事变”“以炸迫降”的目的，从

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对重庆及
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6年零10个月
的无差别轰炸，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

无差别轰炸纪录,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1939年，仅在“五三、五四”两天,

日机就投下爆炸弹176枚、燃烧弹116
枚,炸死4572人、重伤3637人,市区10
余条主要街道被炸成废墟,数十条街
巷房屋起火,大火燃烧3天才被扑灭。
市区内死尸枕藉,甚至树枝电线上也
挂着断臂残肢。

据“五三、五四”大轰炸亲历者涂

国忠回忆，遇难百姓遗体在朝天门河

边堆积如山，国民政府刚开始还用木

匣子装遗体，后来木匣不够就用席子

一卷，不少遗体手脚都已腐烂，沿街血

水横流，惨不忍睹。

1940年 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
“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重庆
地区进行战略轰炸。据重庆市委党史

研究室提供资料显示，8月19日，日军
共有178架次飞机分5次空袭重庆，投
弹500多枚，181人被炸死，132人被炸
伤，786栋1438间房屋和24艘民船被
毁，重庆市商业区被焚毁殆尽。

1941年6月5日18时许，日军调
动大量飞机夜袭重庆,在持续了5个多

小时的大轰炸中，民众反复在防空洞

中拥堵，渝中区十八梯、石灰市、演武

厅3段防空隧道内发生了避难民众窒
息、践踏惨案，造成2500余人伤亡，这
便是震惊中外的“六五”大隧道惨案。

如今每年的6月5日，重庆都要连续三
次拉响警报，悼念同胞。

据不完全统计,大轰炸期间，重庆
直接人口伤亡超过 4万,财产损失超
过 100亿元(折合 1937年法币)。历史
的伤痕还在,历史的教训还在。重庆市
民防办在渝中区瓷器街设立了重庆

大轰炸惨案遗址纪念设施，遗址屋

顶，是一圈拥挤的人物雕塑，人物双

目圆睁，双手抓破衣服，扯裂喉咙，撕

心裂肺般张口吐舌，这表现的便是

“六五”大隧道惨案中的惨状。这些断

壁残垣时刻痛斥着日本军国主义的

滔天罪行，告诫我们一定要铭记历

史、以史为鉴，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

的人民空军，绝不让历史的悲剧重

演。

（配图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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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2017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成立68周年纪念日期间，重庆各大商圈、高

速路口的LED广告屏被人民空军主题宣传画、宣传视频、宣传标语“刷屏”，整座

山城都在为人民空军“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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