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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文化观察

盛夏，经过大雨冲刷的达茂草原，牧
草格外茂盛。草原腹地一个刚组建不久
的雷达站中，一支文艺轻骑队冒雨为官
兵送来了“文化大餐”。动人的乐曲、优
美的舞姿、精湛的演技赢得官兵阵阵掌
声和欢呼声。

这是空军参谋部“五个一”送文化下
基层活动中，文艺轻骑队到达的最后一
站地。他们历时 3个月，转战 7省 14市，
深入海疆、草原、大山深处，为空军参谋
部直属部队送去21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让强军文化为战斗力服务、为基层
一线官兵服务。4月下旬，空军参谋部
决定以业余文艺骨干力量为依托成立文
艺轻骑队，学习乌兰牧骑精神，将文化服
务送到基层一线。

11名经过遴选的文艺骨干，一台大巴

车载着的数十件音响、道具，这就是文艺轻
骑队的所有“家当”。无论走到哪里，他们
都自己动手，卸安装备、接线搭台、撤收装

车。自我保障的模式，减少了基层的负担，
让战友们可以舒心地享受“文化大餐”。

文艺轻骑队的演出场场爆满，要求返

场加演的呼声不断，演出时间不断被延长。
既保持演出的专业水准，又在表演

形式和题材上接地气、贴兵心，是演出取
得成功的关键。《顶碗舞》、快板《战山草》
是在全国比赛和全军业余文艺汇演上获
奖的经典作品；小品《公交轶事》、朗诵
《军旗下的我们》则是根据官兵身边的感
人故事编创的新作。
“不见征戎儿，岂知关山苦。”活动开

展中，边海防一线战友的奉献精神，对先
进军事文化的渴求和期盼，给文艺轻骑
队的队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他们
增添了为兵服务的使命意识。哪怕有一
个人因坚守战备岗位而错过演出，他们
也要为他专门演上几个节目，确保一个
战友都不落下。每到一地，他们都坚持
开展献上一场慰问演出、组织一次座谈、
赠送一批文化资料等活动。从东南沿海
到北疆草原、从演训一线到前哨站点，他
们以蓝天为幕布，以阵地为舞台，完成了
一次为兵服务的文化之旅。

为 兵 服 务 见 真 情
—空军参谋部组织文艺轻骑队下基层活动侧记

■郭海洋 本报记者 李建文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里，数不胜

数的英雄们创造了惊天动地的英雄壮

举，也留下了气吞山河的千古绝唱。从

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

奴血”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林则徐的“苟利国

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秋瑾的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从吉鸿昌的“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到戴安澜的“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

弓射夕阳”；从瞿秋白的“眼底烟云过尽

时，正我逍遥处”到夏明翰的“砍头不

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

后来人”……

英雄的壮举各式各样，英雄成长

的足迹和心路历程也不尽相同，但他

们都有着共同的情怀，那就是爱自己

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有了这样的热

血情怀，他们才能在关键时刻义无反

顾地完成英雄壮举，创造英雄业绩，并

彰显出具有英雄特质的人性光辉。

在与日军血战的危急关头，戴安

澜对将士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本师长

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

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

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

然。”这样的遗嘱铁骨铮铮，这样的遗

嘱血性十足，这样的遗嘱令敌人胆

寒。试想，哪一个士兵，看到这样的遗

嘱，不会舍生忘死、义无反顾？

当杨靖宇只身一人，陷于日伪魔

爪中时，叛徒赵廷喜对杨靖宇说：“只

剩你自己一个人了，赶紧投降吧。”杨

靖宇沉默了一会儿，对他说：“老乡，我

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

句话真是撼人心魄而又引人深思。冰

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杨靖宇用

周身沸腾的血性和整个生命，极大地

彰显出中国人气壮山河的英雄品格和

惊世骇俗的人性光辉。

千百年来，当人们一次次向后人讲

起英雄的故事，当人们一次次缅怀英雄

的辉煌壮举，都会感到，我们这个民族

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能够当之无愧地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因为我们这个民

族有着英雄的基因与血统。英雄的传

奇故事、英雄的光辉形象、英雄的不屈

性格、英雄的伟大精神，一直照亮我们

前行的道路。我们的理想和信仰因之

而坚定，我们的内心因之而强大，我们

民族精神的火炬因之而光芒耀眼。反

言之，如果我们这个民族缺少了英雄品

格，流失了英雄血脉，断送了英雄传承，

那将是最大的民族灾难。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一段时间以

来，英雄渐渐走出了一些人的视线，走

出了他们的脑海，走出了他们的记忆，

走出了他们的灵魂。有的人甚至把在

网上恶搞英雄，当成一种时尚。

前两年我去山西采风，专门去了

刘胡兰的故乡——山西省文水县云周

西村。采访中，我了解到刘胡兰就义

时的一个细节：她前面几个被铡的人，

都是敌人用棍棒打昏后行刑的。而刘

胡兰则是自己昂首挺胸走到铡刀前，

平静地躺下等待就义。刘胡兰大义凛

然的英雄壮举震撼了所有在场的人。

采访使我激情澎湃，也带给我沉甸

甸的思考：这样一些感天动地的英雄，为

了祖国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难道我们

不应该永远缅怀他们、崇敬他们、学习他

们吗？为什么还有人诋毁他们？英雄人

物身上凝聚着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这些

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鼓舞我们战

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

个险阻，一旦英雄被冷落、亵渎乃至抹

黑，我们就将失去继续前行的指针、衡量

是非的标准以及成就英雄的动力！

不让忠骨染尘埃，不让英雄失尊

严。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

关爱英雄，是对历史和先烈的尊重，是

对正义和信仰的捍卫，是我们不断开

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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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大漠深处，有一支如同幽灵般
变幻莫测、出招凶狠，常把“红军”逼到
墙角、难到极限的蓝军旅，彻底打破“红
必胜、蓝必败”的陈规积弊，搅动我军实
战化训练浪潮风起云涌。

因其“作战”异常“狡诈凶狠”，得名
“朱日和之狼”。

“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
必有浚谷。”咆哮的“朱日和之狼”，体内
有一股独特的文化热血在奔涌流淌。

一

大漠沙场，“红军”部队从各大战
区“杀气腾腾”而来，本以为胜券在握，
孰料蓝军旅一次次让“红军”部队铩羽
而归。

军事专家这样评价这支屡胜“红
军”的蓝军：他们改写了中国军队的训
练文化——组训观念从“侧重演”变为
“注重战”；导调观念从“作业式”变为
“作战式”；演练观念从“训练式”变为
“打仗式”；对抗观念从“合成式”变为
“联合式”。简言之，蓝军旅的胜利是改
变“训练文化”的胜利。

改变“训练文化”先要从改变人
“品”做起。这个“品”，就是“含战量”，
是蓝军旅“战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他们为演习中战绩突出的官兵制
作颁发“战狼奖章”和“战狼荣誉章”。
合成二营班长熊家鑫，一听说演习就摩
拳擦掌、两眼放光。在连续 4场演习中，

他单兵火力打击效果均为全旅第一，四
获“五星战狼奖章”，荣立个人二等功。
让“含战量”越高的人越吃香，起到了芝
麻开花节节高的激励效果。

时代楷模满广志、金牌参谋董巍、特
战尖兵佘永林，蓝军旅官兵身边不乏这
样“品”级高的模范。部队定期举办“砺
剑磨刀石、蓝军好样子”典型报告会、“感
动蓝军新闻人物评选”“寻找最美蓝军尖
兵”等活动，让官兵比武亮剑、争奇斗艳。

在“跨越-2015·朱日和 B”演习中，
坦克一连战士蒋长勇执行战场封控任
务，为防止“红军”侦察兵渗透，他在雷
电暴雨中仍坚守战位，不幸牺牲，被追
认为革命烈士，年仅22岁。

一次次演习就像锻钢流水线一样，
把蓝军旅官兵反复回炉锤炼锻造。多
少次残酷对决，多少次身陷险境，多少
次触底绝杀，为了打赢，他们宁愿在实
战化锤炼中脱胎换骨。真打实摔而练
就的精神风骨，九死一生而提纯的战斗
文化，牢牢支撑起蓝军旅的战斗传奇。
“像敖包山一样忠诚不移、信仰永

恒；像老榆树一样扎根大漠、无私奉献；
像草原狼一样机智果敢、团队制胜；像拓
荒牛一样敢为人先、勇往直前；像磨刀石
一样不辱使命、矢志砺刃。”蓝军旅官兵
这样诗意地概括自己的“战狼文化”。

二

6年前一纸命令，蓝军旅从天津移

防北疆大漠。身处繁华都市的官兵，
突然来到了清冷孤苦的塞外。自然环
境艰苦，工作任务繁重，官兵家庭团
聚困难……

旅党委一班人深深感到，如何凝
聚军心士气、保持旺盛战斗力，成为
他们当务之急！靠领导带头、靠教育
引导、靠事业凝聚、靠纯正风气、靠
关心关爱……一连串求解的“关键
词”，迅速在旅领导头脑中翻滚。

最终，他们想到了“家”，决心用
“家”的文化拴心留人。

蓝军旅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在
极短的时间内，建设了宜居的公寓。
现代化家具设施一应俱全，官兵家属来
队只需拎包入住，感觉就像到了家……
蓝军旅改造官兵的生存环境，也不忘
关注官兵的内心世界。为了呵护官兵
的心理健康，他们联合医院建成心理
服务网络，定期对官兵开展心理教
育、排查心理隐患、安排心理训练。
他们结合重大节日开展假日营队“嘉
年华”活动，让官兵尽情释放压力、
放飞心情。

每年“七夕”，旅里都要在演习场
举办“敖包相会·跨越之恋”集体婚
礼，旅长政委亲自主婚，此举倍受官
兵点赞。他们还在官兵家属中开展
“一树三做”活动：树立理性、豁达、
和善、勤俭品德；做家庭顶梁柱、做
丈夫贤内助、做孩子好榜样。优秀家
属年终受邀参加部队立功授奖大会，
与官兵一起接受奖励表彰。

在这片荒凉的大漠中，家把蓝军
旅官兵紧紧凝聚在一起。“部队是我
家”这个文化烙印，深深铭刻在蓝军
旅官兵的灵魂深处，成为他们的集体
记忆。

三

来过蓝军旅的人，常有这样的感
慨：这里很多官兵都有诗人的浪漫与
豪情。

边塞从军、得胜凯旋，战士们以
诗抒情明志。“大漠接天荒，心潮逐月
远。常年征战急，将士枕戈眠。”战争
就发生在下一秒的危机感常存他们心
中。“变幻无常莫可言，穿云遁地力无
边。随风潜入中军帐，百万雄师若等
闲。”鏖战多日、完胜“红军”的豪情
跃然纸上。

越是处在大漠深处，“精神家
园”就越不能贫瘠。该旅想方设法为
官兵搭建文化活动平台，先后组建了
10 多支特色文化队伍；成立了摄影、
书法、诗歌、新闻写作等 22个兴趣小
组；组织军事体育运动会，增加了摔
跤、射箭等草原民族特色项目；举行
“起跑朱日和”马拉松争霸赛；举办
“蓝军好声音”战斗歌曲擂台赛、“舞
动蓝军”街舞秀、“逐梦蓝军旅”书
画摄影及手工艺作品展等。军营文化
活动“组合拳”，形成了巨大的文化
磁场。

文化需涵养，读书来滋润。2012
年新营区刚刚建成，蓝军旅就与国家
图书馆合作，建设了占地近千平方
米、藏书 12 万册的军营图书馆。从
2015年起，他们连续多年联合 30多家
知名出版社，举行“书香军营”好书
捐赠活动。紧张的演习间隙，我们也
能看到一些官兵读书的情景。

文化需熏陶，润物细无声。在蓝
军旅营区，标识文化、雕塑文化、橱
窗文化、走廊文化，走到哪里都有如
影随形的“战狼文化”符号，与整个
自然环境和军旅氛围高度融为一体，
让蓝军旅官兵时时处处受到“战狼文
化”的熏陶。
“十年磨剑无人问，一朝出鞘天下

知。”蓝军旅官兵感恩“战狼文化”，
这种文化不是装饰，不是点缀，更不
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它是经年
累月强军实践的提炼，是长在肉里、
扎根心上、深入骨髓的强军文化的结
晶。

角 声 满 天 秋 色 里 。 独 特 的 环
境、独特的考验、独特的感悟、独
特的收获，锤炼成独特的“战狼文
化”；其战斗风骨、家国情怀和浪漫
品格，正成为北疆一道独特的强军
文化风景线。

（本文图片由何志斌提供）

角声满天秋色里
—第81集团军某旅“战狼文化”走笔

■战 声 凯 征

文艺轻骑兵风采录

打起手鼓唱起歌，千里边防来演出。 郭海洋摄

该旅身处北疆大漠，聚力锻造精兵劲旅，担当强军“磨刀石”。

山南哨所高，吉他云中弹。西藏军区哨所文化一景。 李国涛摄

学习习主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系列谈

习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广泛开展先进
模范学习宣传活动，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
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强调：“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
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
神。”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对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有着深
远而重大的意义。作为当代革命军人，我们今天尤其应把英雄精神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不断激发出奋力前行的力量。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