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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精神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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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
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
远跟着党……”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们
走进第 71集团军某旅，耳边不时传来这
首铿锵有力的歌曲《王杰的枪我们扛》。
这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生前所在
部队。王杰用生命践行的“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精神，是这支部队永恒的精神标
记，也是人民军队战斗精神的生动注脚。

历史的回音，心灵的碰撞，精神的传
承。在王杰生前所在部队采访的日子
里，我们深深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不仅无
法遮住一种伟大精神的光芒，而且还使
一种文化的底蕴愈加深厚、文化育人的
独特魅力彰显得更加生动明显。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已经深深烙刻在一
代代官兵的灵魂深处。它就像一团热烈
燃烧的火焰，让战士的胸膛里澎湃着献
身强军事业的热血与豪情。

英雄生命定格在 23岁，

“两不怕”精神永恒

“1965年 7月 14日，王杰在江苏省邳
县张楼公社帮助民兵地雷班进行军事训
练。当炸药包发生意外爆炸的危急关头，
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生
命安全，他毅然扑向炸药包。那一扑，他
的生命定格在匆匆的23岁，其精神却灿若
星辰……”元旦刚过，当年王杰舍身相救
的12人中的李彦青老人，来到了该旅新战
士中间，给大家讲述王杰的先进事迹。

王杰牺牲后，战友整理遗物时发现
了他的日记本。入伍 4年，他写下了 352
篇 10多万字的日记。1965 年 5月 1日，
王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要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

1965年 11月 9日，《解放军报》刊登
了王杰的日记，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
响。解放军原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
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分别发出通知，号

召向王杰学习，学习他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

从此，“两不怕”精神在全国全军叫
响，成为人民军队的精神坐标。该旅一
茬茬官兵更是把“两不怕”精神融入血
脉，接力传承。

时间可以冲淡很多记忆，唯有精神永
不褪色。半个多世纪以来，王杰生前所在
连每天晚点名都第一个呼点“王杰”，每周
都安排一天作为“学习王杰日”，每月检讨
学王杰得失……他们把弘扬优良传统、当
好王杰传人作为必修课，让“两不怕”精神
成为官兵呼吸之氧、生命之水。

25年前，赵志军曾担任“王杰班”第十
四任班长，带领全班人员完成任务出色，
全班荣立集体二等功，个人荣立三等功。

25年后，儿子赵宇长大成人，在父亲赵
志军的鼓励下投笔从戎，接力传承“两不
怕”精神。他工作努力、训练刻苦，新兵
连时就多次荣登“龙虎榜”，最终如愿分
到“王杰班”。

父子两代兵，相隔 25年，同在“王杰
班”当兵。这是生命的薪火相传，更是精
神的薪火相传。如今，该旅形成了“精神
引领、气息熏陶、理论培育、荣誉激励、典型
示范”的“五位一体”传承模式，崇尚英雄蔚
然成风，“两不怕”精神源源不断地催生新
的故事。

精神之火锻造钢筋铁骨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在炮火硝
烟的战场，还是在抢险救灾一线；无论是

面临生死考验，还是面临得失选择，该旅
官兵以“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战斗血
性，用青春、热血和生命把“两不怕”精神
旗帜高高擎起，每一份胜利的捷报都闪
耀着血性的光芒。

1979年，“王杰班”副班长曲广兴在
边境作战中，作为尖兵班班长，担负攻打
某高地战斗的向敌纵深穿插开辟通路任
务。战斗中，曲广兴带领尖兵班边排雷
边破障搜索前进，不幸臀部中弹受伤，但
他坚持带领尖兵班飞峡谷、攀悬崖、排地
雷、破陷阱、打据点，开辟出一条通路，为
大部队胜利前进扫清了障碍。战斗结
束，曲广兴被火线提干，荣立二等战功。

比拼面前争第一、苦累面前不皱眉、
生死面前豁得出，这是一代代王杰传人
的“特质”。2014 年 8 月，“坦克两项-

2014”国际邀请赛在俄罗斯阿拉比诺训
练基地举行。该旅34岁的老兵林德华是
我军选手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在中国队
排名落后的情况下，林德华夺得了关键
性的650米障碍赛第一名，帮助中国队成
功逆转，晋级决赛。赛后，林德华被俄罗
斯国防部授予“最佳单车奖”和“国际合
作战斗友谊奖”。回想起国际赛场上的
艰难险阻，林德华感言，自己是王杰生前
部队的兵，“两不怕”精神在内心上给了
自己强大支撑。
“为了党，我不怕进刀山入火海；为了

党，哪怕粉身碎骨我也甘心情愿。”王杰当
年气壮山河的血性胆气如今依然流淌在后
来者的胸膛里。一次实弹射击训练，一枚
100毫米迫击炮弹意外钻进岩石缝，只露
出一点尾翼，随时可能发生爆炸。接到排

险命令后，党员班长阳志一把抢过防护服
说：“我兵龄最长、经验最丰富，我去最合
适！”阳志穿上厚厚的防护服，顶着烈日，趴
在岩石上，用凿子一丝丝凿，用手一点点
抠。1个多小时后，险情终于成功排除。

军人生来为战胜，“两不

怕”精神绽放新的光彩

一代军人有一代军人的风采，一代
军人有一代军人的担当。40多年前，数
学家华罗庚在参观王杰生前所在连时，
勉励官兵“立志做一个现代化的王杰”。
“现代化的王杰”，正是一茬茬官兵不断
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矢志精武强能
的生动缩影。

去年 4月，四级军士长孟军鹏从驾
驶班班长换岗到自行高炮连担任雷达
技师。第一次保养信息化程度高的指
挥雷达车时，看着车上密密麻麻的各
种电子按钮，孟军鹏大脑一片空白，连
雷达的开关都找不到。站在信息化的
风口浪尖，孟军鹏有一种被巨浪吞噬
的危机感。他开始了艰难的“转型”之
路：报名参加计算机等级考试，拜计算
机网络专业毕业的战士为师，加班加
点苦练雷达信息系统的操作……孟军
鹏终于熟练掌握了雷达操作流程，还
在上级组织的雷达专业比武考核中取
得名次。“身子进入了新体制，脑子不
能停留在旧时代。”孟军鹏感慨，面对
改革转型的信息化浪潮，“转型”不及
时必将被淘汰！

连队由工兵连转型为装步连后，为加
快形成战斗力，党支部每名支委主攻一个
专业，连队每名干部负责一辆战车，训练
效益明显提高。去年年终考核，连队在旅
里新转型的4个装步连中排名第一。
“军人生来为战胜，除了胜利一无

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去年 4月，
部队调整改革到位后，该旅积极弘扬
“两不怕”精神，第一时间规范战备秩
序，立足晴天雨天、昼间夜间、全装轻
装、集中分散“八种状态”严抓实战演
练。旅领导带头叫响“不想打仗别穿军
装，怕苦怕死别来部队”口号，大力推进
高强度的战斗体能训练、带战术背景的
实弹实爆实投训练、昼夜连续实施的对
抗演练。

去年 12月 13日，习主席视察王杰生
前所在连时指出，军队是要打仗的，打仗
就要有打仗的样子，就要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两不怕”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
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王杰班”现任班长王大毛告诉记

者：“我们一定牢记习主席嘱托，在实战
化训练的舞台上，真正践行‘两不怕’精
神，争做新时代王杰式好战士。”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走出连队，门
前广场上矗立着王杰半身铜像，毛泽东
主席题写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八个
红色大字熠熠生辉……

图①：新战士在王杰铜像前宣誓。
图②：该旅“两不怕”传人牛磊在进

行特战精兵训练。

图③：每天，战士们都要精心擦拭王
杰雕像。 赵 聪提供

热烈燃烧的火焰
——走进王杰生前所在部队感受“两不怕”精神的文化传承与力量

■本报记者 代 烽 特约记者 戴 强 通讯员 凡春龙

卫戍警卫部队守卫的是祖国“心
脏”，护卫的是党和军队“中枢神经”，使
命神圣，责任重大。近年来，北京卫戍
区某警卫团始终紧盯使命任务，着力打
造“钢盔”文化品牌，引导官兵凝聚忠诚
之魂、培育坚韧之德、砥砺勇武之气、锻
造胜战之能，确保了党的十九大等重大
警卫专项勤务的圆满完成。

忠诚本色

“追梦强军、逐梦强军，路在脚
下重任在肩，我们是复兴路上钢盔
团……”数九寒天里，官兵高唱的团歌
中，既饱含着战斗激情，又描绘出曾经
那段战火纷飞的英雄历史。1928 年 5
月，毛泽东、朱德亲手缔造了该团所属
警卫部队前身——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四军军部特务连。自诞生之日起，他
们就担负了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
神圣使命，虽历经多次整编，始终不忘
初心，涌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光辉典范张思德、一级战斗英雄贺
福祥、保卫英雄陈少先等大批英模典
型，后被叶剑英元帅誉为保护首脑机
关的“钢盔团”。自此，“钢盔”精神成
为这支部队的闪亮名片。
“钢盔护卫的是‘中枢神经’，彰显

的是对党绝对忠诚。对于这支从炮火
硝烟中走来的英雄部队，忠诚就是传家
宝，就是命根子。”关于“钢盔”文化的理
解，团政委朱威明谈到。该团多年坚持
将新兵入营、新学员报到的第一堂课设
在团史馆，让大家透过珍贵的历史图
片，追忆火红的战斗历程，思考肩负的

使命任务。新兵薛瑞鑫在体会中写道：
“我是新时代的警卫战士，接过前辈手
中的枪，要站好改革强军这班岗，把听
党话、跟党走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与
此同时，他们还组织部队学习《从井冈
山到北京》等警卫部队纪实文学作品，
下发百部红色经典书籍供官兵阅读，录
制“冲锋号”“午休号”“熄灯号”微广播，
潜移默化把红色印记烙进官兵心里。

育人平台

每年老兵退伍期间，总有不少企事
业单位联系该团预约招聘。他们说，这
支部队的兵，个个英姿挺拔、气宇轩昂，
言谈举止间能感受到军人独特的素养。
“好铁才能炼好钢，要锻造一支像

钢盔一样坚硬的部队，首先必须提升人

才素质。”政治处副主任杨斌向笔者介
绍，他们长期大力开展学习成才活动，
成立文艺表演、信息网络等多个学习小
组，营造出浓厚的文化育人氛围。走进
该团某连图书室，各类书刊琳琅满目。
他们仅去年就给营连配发图书 4000 余
册，报刊订阅种类多达 30余种。为鼓励
官兵多读书、读好书，他们还坚持开展
“日悟一语、周写一文、月读一书”活动，
利用新闻点评时间组织“佳作分享”，每
月举办“士兵大讲堂”、读书演讲交流
会、心得感悟展评，不断激发读书热
情。同时，他们还积极帮助官兵参加各
类自学考试、函授和专业技术培训，为
官兵实现能力升级、知识升级、学历升
级提供平台。团自动化站技师杨喜乐，
自学通过了英语六级、计算机四级考
试，精通程控、光纤等多个专业，并取得

计算机网络管理、程控交换、图像通信、
光纤通信专业资格证书。

精武之志

该团警卫目标分布点多线长面广，
执勤任务重。为培养官兵敢打硬仗的
血性本色，他们着力营造营区从军尚
武、当兵习武、练兵精武的浓厚氛围，军
营处处散发出练兵打仗、要打胜仗的强
军气息。一茬茬官兵在这样的氛围中
长期浸染，浑身透出一种虎狼气。面对
急难险重任务，个个争当先锋、敢打头
阵。去年 6月，某警卫目标家属楼失火，
领班员毛亮亮第一时间冲入火海，救出
2名被困人员，而后又配合赶来的消防
队一起扑灭了大火。

在该团驻守京郊某执勤点，负责人
袁烨副连长在一幅“宁可苦守十年，决
不放松一天”的书法作品前，向笔者讲
起其中感人故事。该执勤点班长牛振
强，从军 16年几经调整警卫目标，却始
终扎根“偏远小”点位。团领导考虑到
他常年在艰苦条件下工作，有意将他调
到市中心执勤。牛振强却说：“执勤点
是重要军事目标，虽小虽偏，我却很熟
悉，不会误事。”重返执勤点的第一次夜
间执勤，他就成功排查一起安全隐患。
近年来，该团涌现出大批思战、谋战、善
战的“钢盔卫士”。他们战备训练勇站
排头、转型重塑争当先锋、重大任务敢
挑重担，用血性磨砺胜战利刃，书写了
新时代警卫战士的铁血荣光。

左上图：该团举办歌咏比赛时的情

景。 王 辉摄

“钢盔”背后风物长
—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加强军营特色文化建设纪实

■田英贺 戴麟权
日前，解放军红叶诗社与北部战

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组织了一场
丰富多彩的诗歌联谊活动。红叶诗
社向官兵赠送了《红叶》诗刊和《女兵
诗草》《重绽芬芳》《珍藏世博》等书
籍，受到官兵热烈欢迎。该团是我军
第一支舰载直升机部队，也是一支战
功卓著的部队。他们伴舰出访五大
洲，随舰护航亚丁湾，出色完成我国
首次南极科考建站、亚丁湾护航以及

环太平洋军演中的重大任务，多次被
表彰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军事训
练一级单位”“从严治军先进单位”，
两次被海军党委荣记集体二等功。
在紧张的战备训练之余，该团非常重
视军营文化建设，专门组织爱好诗词
的官兵成立了“海鹰诗词小组”。“海
鹰诗词小组”创作的诗词，生动抒发
着官兵传承海空先锋精神、献身强军
事业的壮志豪情。

诗歌联谊抒发强军豪情
■孙晶岩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第 78 集团军
某旅组织官兵参观齐齐哈尔第二机床
厂马恒昌小组展览馆，让官兵了解驻地
优秀文化的同时，从中汲取文化养分，
激发官兵立足本职岗位、投身强军实践
的热情。马恒昌小组曾获得“不断革命
的红旗”“特等劳模小组”等光荣称号，
形成了“荣誉面前找差距，再接再厉不
停步”“有关必攻，善于向革新挖潜要效

率”等精神。参观中，马恒昌小组的事
迹和精神给官兵颇多启示。“马恒昌小
组始终坚持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很多
做法对我们科学组训、研究战法都有很
好的借鉴意义。”指挥通信连上士杨明
勇说。据了解，该旅每年都会组织官兵
到西满革命烈士陵园、江桥抗战遗址等
教育基地参观见学，利用驻地文化资源
不断提升思想教育效果。

驻地文化拓展官兵视野
■夏董财

精神之火点燃战斗激情，血性豪气铸就钢筋铁骨。1月 3日上午，在中
央军委 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上，习主席向全军发布训令。训令强调要“发
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就在此前不久，2017 年 12 月 13 日，
习主席还曾专程赴驻江苏徐州的第 71集团军某旅王杰生前所在连视察，勉
励大家要学习践行“两不怕”精神，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和战斗作风训练，传承
好红色血脉，做新时代王杰式的好战士。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对学习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高度重视。
习主席担任军委主席后不久就明确指出，军人要有血性，血性就是战斗精神，核心是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军队重要会议上，在演习演训现场，在视察基层部队
时，习主席先后多次强调，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都不能丢。
在党、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刻，军队就是要有这股劲、这种精神。

从文化的视角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是我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伟大战斗精神。这种一往无前的血性豪气，既贯穿于强军文化的传承脉络，
又是强军文化精神的生动表达。今天我们打造强军文化，就是要让“两不
怕”这样的血性精神，更加深刻地融入官兵血脉，更加鲜明地标记在官兵的
精神世界。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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