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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文化观察·红色基因

初夏时节，漠北边陲狂沙四起，
烈日炙烤着大地。新疆军区某红军师
部队铁流滚滚，向戈壁腹地疾驰而
去，一场陌生地域野外综合训练拉开
战幕。在练兵备战的火热氛围里，该
师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不断催生出
官兵拼搏沙场的激情活力。

铿锵战歌激荡起戍边卫

国的热血情怀

“铁甲隆隆，履带滚滚，驾驶员和
射击手们勇敢又坚定；炮声吼鸣，机
枪摆动，铁的堡垒横冲直撞开路打先
锋……”一首首高亢激昂、提振士气
的战歌，在落日余晖、边塞古道的映
衬下，成为黄沙戈壁中一道独特的文
化景观。驻守在天山北麓的该红军
师，始终把强军文化建设作为提升部
队战斗力的助推器，持续开展“忆峥
嵘岁月、唱红色经典、担强军重任”
文化活动。部队执行大项任务或是长
时间驻训野外，他们都将传唱战斗歌
曲活动作为丰富业余生活、提振兵心
士气的重要途径。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夜色升起，某装甲团文化帐篷内传出
悠扬的旋律，这是四级军士长王浩给
训练一天的战友们献上的深情演唱。
大屏幕上，坐落在新疆塔城境内的小
白杨哨所营区照片交替展示。30多年
前，哨所锡伯族战士回家探亲，带回
母亲精心培育的 20棵白杨树苗，在一
茬茬战友们的细心呵护下，终于给这
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一片翠绿盎然。王
浩说，这是他十多年前坐着绿皮火车
参军入伍时最能打动他的歌曲，也是
坚定他逐梦军营的感情激励。

除了为官兵搭建传唱战斗歌曲的
多媒体平台，该师还梳理出 40余首从
革命战争年代传唱至今的经典老歌，
穿插 20余首新时代强军歌曲，作为主
题教育的必选曲目。《过雪山草地》
《大刀进行曲》等战斗曲目，再现红军
将士在恶劣环境下保持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和钢铁意志的情景，鼓舞官兵不
畏难、敢破难，在练兵备战中大显身
手；《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为了
谁》等曲目，讴歌人民子弟兵保家卫
国的奉献精神，催生官兵卫国戍边、
志在军营的信心和勇气。

英雄故事永远是血性拼

搏的精神激励

从保卫延安、解放兰州，到甘南
剿匪、进军新疆，八十多年间，这支
部队涌现出一大批敢拼敢打、甘于奉
献的革命先烈，每一位英雄背后都有
一段悲壮感人的故事。“这部厚重历
史，一直激励着官兵在练兵场上血性
拼搏。”进入演训场，某团坦克分队队
长袁其奔告诉笔者。

极端天气下进行野外实装训练，
既考验着官兵吃苦耐劳的韧劲，也考
量着官兵传承革命前辈英雄主义精神
的效果。在驻训开拔前，该师装甲团
搜集大量珍贵史料，整理出数十位英
模的战斗故事、带兵故事、家庭故事
等。在野外驻训中，他们以英雄的名
字命名标兵风采录、训练龙虎榜，引
导官兵把战争岁月里涌现的战斗口号
当作磨砺意志的座右铭，时刻提醒官
兵蓄足练兵备战的动力。每临“文化
夜市”，机关组织文艺骨干截取故事片
段作为脚本，编排情景剧，再现峥嵘
岁月里的激战场景、移防路途中的感
人事迹，引导大家珍惜传统、继承传
统、发扬传统，把老一辈的战斗精
神、吃苦精神、奉献精神延续下去。

在某团工兵侦察训练场，下士林
祥正聚精会神地给全排讲解示范侦毒
课目。这位位居训练龙虎榜榜首的二
等功臣，在去年国际大比武中，忍着
旧伤困扰打破侦毒课目纪录，令国外
教官为之震撼。他说，“从新兵开始，
‘人民英雄王学礼’‘孤胆英雄田都
来’等英模故事就萦绕耳畔，鞭策我
不断努力，哪怕战场上再难再险也挡
不住捍卫荣誉的决心，我们只有争做
合格的红军接班人，才能对得起红军
师的光荣称号。”每一位英模都是一座
精神丰碑，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部永恒
经典。自习主席 2014 年视察该师以
来，他们始终把“红色基因代代传”
工程作为重头工作抓建，梳理编撰的
《窑洞里的灯盏》《难忘大生产运动》
《奋斗在世界屋脊》等，记录着该师从
诞生至今八十多年间在参加战役战斗

和参与地方建设中涌现的上百位革命
前辈的故事。这些故事在重大演习、
反恐维稳、野外驻训等大项工作中不
断激励支撑着官兵敢打敢拼、不懈奋
斗。

战史荣光与厉兵秣马的

滚滚硝烟交相辉映

该师前身是诞生于上个世纪三十
年代的陕北延川游击支队，是一支由刘
志丹、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创立领导的红军队伍，参加过保卫延
安、解放兰州等重要战役战斗，在长期
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长攻善守”“插入
敌腹”“敢打硬拼”等特色鲜明的革命精
神，保留下来的上百件革命文物成为部
队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载体。
“这是荣誉的象征，更是对我们

的鼓舞与鞭策！”不久前，该师参加
军区半年军事考核取得第一名的好成
绩，某团侦察分队在参加军事体技能
五项考核中打破纪录，上台领奖的队
长王净深有感触。该师政治部主任杨
前卫告诉笔者，他们按照 1∶1 比例，
将部分战斗遗物制成仿真品，颁发给
在重大任务中表现优异的班排集体或
个人，营造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
的尚武文化氛围；每临入伍退役、参
加演训等时机，他们都会组织宣誓、
出征动员、授枪授旗、重温战史等仪
式，让官兵在庄严氛围中接受教育；
每逢重要节假日，他们还组织官兵参
观“乌鲁木齐烈士陵园”“新建兵团

军垦博物馆”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聆听该师老同志现地讲述部队当年听
从号召、支援边疆的移防故事。

结合“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重任”主题教育活动，他们在内网增
设“红军精神大家谈”“我为大家讲一
课”等栏目，与全军英雄模范连队
“硬骨头六连”结对，定期安排人员交
流学习，相互取经，丰富传承红色基
因的做法经验；开设情景剧、微电
影、短视频、书画摄影展等平台，传
播红军故事、解读战斗战例、弘扬革
命精神。

浓厚的强军文化氛围与演训场滚
滚硝烟交相辉映。临近午夜，某团重
装训练场上，扮演“蓝军”角色的坦
克分队在队长王建波的带领下悄无声
息地潜伏在低洼处，打头的战车内张
贴着一张驾驶员、四级军士长李巍与
“功臣号”坦克的合影，“这辆坦克是
团队的象征，是参加过无数战斗战役
的‘老前辈’，不断给予我克服重重难
关、夺取胜利的力量。”一声令下，李
巍驾驶战车果断冲了出去，“行进间射
击突围”，只见炮弹轰鸣撕开对手拦截
屏障，越河沟、爬陡坡，顶着“枪林
弹雨”，艰难抵达指定地域。

“‘功臣号’坦克曾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摧毁敌 21 辆坦克，它的辉煌
历史在关键时刻总能激发出官兵的战
斗潜能。”掀开野战文化帐篷门帘，
“功臣号”坦克纸板模型映入眼帘。
宣传股股长鲁博说，这辆坦克是他们
团队重要的红色文化符号，也是激励
官兵精武强能、坚守边疆的精神标
志。

战 旗 猎 猎 映 天 山
—感受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强军文化建设在野外驻训中的魅力

■颜士强 于锋斌 章立群

图为该师某团在陌生山林地带展开实战化练兵，坦克分队进行快速机动训练，提升复杂环境下远程作战能力。

张继豪摄

★连日来，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结
合主题教育扎实推进“红色基因代代
传”工程，积极开展“警卫战士忠于
党”教育，组织官兵阅读《从井冈山到
北京》《哑巴红军》等警卫部队纪实文
学作品，下发近百部红色经典书籍，让
官兵通过阅读感受先辈的忠诚品格，在
履行使命职责中实现自我价值。
“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西柏坡到

北京城，卫戍警卫部队保卫党中央、
中央军委南征北战，曾被叶剑英元帅
誉为保护首脑机关‘脑壳’的‘钢盔
团’。”在团史馆内寻根溯源，聆听警
卫部队“钢盔团”精神的红色故事，
是该团每年新毕业学员和新兵入伍的
必修课。透过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
片，官兵追忆部队辉煌的战斗历程，
思考肩负的使命任务，从光辉历史中
汲取精神力量，铸牢忠诚信念。

此外，该团每隔两年都要组织一
次“十大钢盔卫士”评选活动，并举
办隆重的颁奖典礼；每逢建党、建
军、国庆等重大节日或新兵入伍、老
兵退伍、军官晋职晋衔等重要时机，
他们都要举行升国旗、授军旗、重温
入党誓词等仪式活动，以增强官兵的

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官兵表
示，接过先辈手中的钢枪、把听党话
跟党走的红色基因传承好，是新时代
警卫战士的重要使命。

（戴麟权、任发源）

★日前，川藏兵站部某高原大站
官兵来到四川省巴塘县黄新廷小学，
开展“踏寻红军足迹、汲取信仰力量”
党日活动。82 年前，时任红 12 团团长
的黄新廷率部强渡金沙江，来到巴塘
县党巴乡。部队在极度饥饿、举步维
艰的情况下，挖野菜，寻青稞，坚决不
拿藏族同胞一针一线。部队的优良作
风和严明纪律打动了藏族同胞，他们
纷纷送来了粮食和柴火，使得红色力

量得以延续发展。
在此次“踏寻红军足迹、汲取信仰

力量”党日活动中，官兵从巴塘县黄新
廷小学见证的一个个英雄故事中，感悟
红军战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豪
气和秋毫无犯的严明作风，并在英雄雕
塑前许下传承红军精神、献身国防事业
的铮铮誓言。

一段时间以来，该大站依托驻地
与红军长征、十八军进藏等史实相关
的红色文化资源，实地开展“红色基
因我来传”、缅怀“川藏线上的十英
雄”等活动，让官兵在红色旧址上接
受思想洗礼，激发官兵投身强军实践
的满腔热情。前不久，该大站官兵在
川藏兵站部组织的军事比武竞赛中有

四个课目勇夺第一。
(陈 克)

★ 6 月 26 日，军旅书画家戴文军
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关爱家
庭、健康生活”为主题的公益书画作
品在上海开启全国巡展。

6月 26 日是国际禁毒日。这次巡
展把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宣传重点，旨在发挥公益书画作品
蕴含着的积极价值观念，倡导绿色文明
的生活方式，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培养格
调高雅的生活情趣。此次巡展共展出
戴文军近百幅书画作品。其中，美术作
品多以荷、松及山水等健康向上的意象
为主，书法作品于雄健旷达和大爱情怀
中传达出昂扬进取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特别是戴文军为此次公益宣传而
创作的新版《毒海净莲》长卷作品，在现
场展出后，受到观众好评。

（夏董财）

★锻造警卫战士忠诚之魂
★在红色旧址上接受思想洗礼
★戴文军公益书画作品全国巡展

1977年，是我当兵的第一个年

头。新兵训练结束后，部队由教育训练

转入国防施工。我们野营拉练来到施工

驻地——河北省隆化县郭家屯站区三道

营大队。

我们四班住的房东家里有四口

人。大哥是生产队队长，人很憨厚。

大嫂比他年轻不少，在村里当民办教

师。他们家有两个儿子，大的刚满 7

岁，小的才5岁。俩孩子很快跟我们混

熟了。干活儿累了，我们就拿俩小家

伙开开心，大哥大嫂没事也愿跟我们

逗笑，关系处得很融洽。

那年我18岁，刚当新兵就赶上打

山洞，又苦又累，吃的也不怎么好，

好在住在房东家，大哥大嫂给了我们

一些亲人一般的疼爱，日子就好过多

了。就这样，我们四班在房东家一住

就是8个半月。

记得一次收工后，我们接到一个特

大喜讯：晚上到二道营看电影，片名叫

《柳堡的故事》。吃过晚饭，部队集合跑

步去看，房东一家赶着老牛车去。那是

山区惟一的交通工具，车轱辘是木头

的，走起来吱吱咛咛的，像唱歌。那天

房东一家走得早，跟我们到达目的地的

时间差不多。电影是爱情故事，很好

看，尤其是插曲《九九艳阳天》，更是

十分好听：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

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

……

我们看电影回来，一进家门，就

听见房东大嫂在唱《九九艳阳天》，可

她既记不住词，又找不着调，尽管她

嗓子不错，唱得还是不怎么好听。我

恰有个好记性，还有“烂笔头”，那天

晚上，我把歌词都抄在小本上了，而

且很快就背会了。曲子不怎么熟，战

友们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地一凑，

歌就差不多唱下来了。

歌很好听，很抒情，再加上电影

里的二妹子很漂亮，很甜美，所以，

战友们都爱唱这首歌。驻地离施工地

点有10来里路，我们一天至少要走一

个来回。路上，只要有人起头，战友

们就跟着唱，唱得调子七扭八歪，但

大家都很投入。我们身上穿着棉袄棉

裤，肩上扛着工具，唱起这首歌，就

不觉得累，路也不觉得远。

有一天，我们在路上正唱这首歌，

连长突然说，停！别唱了，什么哥哥妹

妹的，影响战斗力，还是唱《我是一个

兵》吧。从那以后，集体活动，包括上

班路上，我们再也不敢唱《九九艳阳

天》了，但私下里还是有人唱。的确，

那首歌太好听了，那时候，没几首抒情

歌曲。

有一个礼拜天，大嫂忽然拿着收

音机来到我们房间，里面正唱《九九

艳阳天》。我们洗衣服的洗衣服，写日

记的写日记，一听这首歌，都停下

来，跟着唱。副班长说，连长说了，

这首歌影响战斗力。班长是直脾气，

说，唱，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我

们就大声唱了起来。那一次，我们跟

着收音机学了两遍。歌词和曲子都学

会了，包括大嫂也跟着学会了。每到

礼拜天，不施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

唱这首歌。

有一天，我们施工回来晚了，食堂

没饭了，就打了米面回来做。就在这

时，大哥突然来到我们房间说，快帮我

找找你们大嫂！原来，两口子因生活琐

事拌了两句嘴，大嫂情绪激动，摔了一

下门，跑了。

班长说，我们住在大哥大嫂家，如

果大嫂出了事，我们有责任，也会影响

军民关系。接着，班长把我们兵分三

路，分头去找大嫂。一路去学校，那是

大嫂的单位；一路去大嫂的亲戚家；一

路去河套。班长担心大嫂会想不开，投

河自尽，那问题可就大了。

我跟班长这一路，去的河套。那

条小河叫秀女河，在三道营村边，沿

着山脉，弯弯曲曲地由西向东流，两

岸是火红的沙棘，成为三道营的一道

风景。休息的时候，我们经常到河边

散步，或练习投弹。我想，大嫂是个

开朗人，不至于两口子吵两句嘴，就

想不开吧。

我们来到河边不远，就听到一首熟

悉的旋律和涓涓的流水声一起飘来：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想把军来参

风车呀跟着那东风转哪

哥哥惦记着呀小英莲

……

大嫂就这性格，高兴，或者不高兴

了，就唱歌，尤其在学会了这首《九九

艳阳天》后。

那是一个“学雷锋、见行动”的年

代，部队跟房东的关系搞得都很好，尤

其是我们班。我们班长是个工作狂，每

天缸满院净不在话下，猪圈扒了重砌，

墙头推了重垒。礼拜天，他带着我们上

山砍柴，劈柴围着房子码了一周，够房

东一家烧两年的。大嫂笑着说：快别劈

了，劈这么多，你们走了，将来要是失

了火，谁给救？那话说得我们心里酸酸

的。

自然，大哥大嫂待我们也不错，天

不亮，就把我们的洗脸水烧好了。下了

工地，进屋一摸，炕是热的，锅里的水

是温的。我们有了脏衣服不敢攒着，大

嫂趁我们上班之后，每天都到屋里去

搜，逮住之后，洗完晾干，叠整齐放在

每个人的床单上……

我们告别三道营的时候，正好是

九月九日。全村人几乎都来了，敲锣

打鼓，热烈欢送，唯独不见大哥大

嫂。我们都纳闷，我们和房东的关系

处得最好，怎么大哥大嫂也不出来见

我们一面？谁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

再见着面呢。

就在车将要开动的时候，他们追过

来了。大嫂手里拿着一摞草帽。那是我

们上班路上戴的，因为要回营房，已经

用不着了，才丢下的。我们都看见，大

嫂的眼睛是红红的，满脸都是泪，她想

说句话，却没说出来，把头扭过去，哭

出了声。她这一哭，村里人都哭了，我

们也哭了。

卡车开动了，大概是班长起了个

头，《九九艳阳天》齐声响起：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告诉小英莲

这一去呀翻山又过海呀

这一去三年两载呀不回还

这一去呀枪如林弹如雨呀

这一去革命胜利呀再相见

……

九
九
艳
阳
天

■
李
西
岳

岁月留声

李西岳，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
员会委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
著有长篇小说 《百草山》《血地》
《独门》 等，中短篇小说 《农民父
亲》《人活在世》 等。曾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为国庆 60
周年和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
撰写解说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