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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青藏高原，寒风阵阵。在第
77集团军某旅合成二营训练场上，一面
写有“孤虎能战 群狼能攻”的旗帜，让
战斗在雪域高原的该营官兵感到热血
沸腾。
“78 年前的今天，我们营参加了百

团大战。我营五连对平遥小王庄一带
日伪军发起破袭战斗，取得了毙敌 13
人，缴获机枪 1挺、步枪 5支、电台 1部的
可喜战绩，被团机关授予‘孤虎能战
群狼能攻’旗帜。”10月 10日上午，二营
官兵利用训练间隙，围坐在营长祁建周
围，听他讲述“营队历史上的今天”。
“正是这样一场场战斗，最终汇聚

成抗日战争敌后战场规模最大、参战兵
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著名战役——
百团大战，先后有 105个团约 20余万人
参加，仅前 3个半月，就作战 1824次，毙
伤日伪军 2.58万人，俘虏 1.8万余人。百
团大战的胜利，打破了日军的囚笼政
策，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虽然祁建任
职不久，但他对营队参加百团大战的历
史已经了然于胸。
“1940 年 8 月 17 日，我营奉命袭击

霍县南堡之敌，毙敌 400 余人，首战大
捷；20日夜袭雷家滩日军据点，毙敌 30
余人；8月 24日和 9月 7日，两次伏击南
堡之敌……”在祁建的案头，有一本泛
黄的《营队抗战史考》，他说：“这本手写
的战史闪耀着精神之光，成为激励官兵

前行的宝贵财富。”
历史犹如一面明镜，总能折射出催

人奋进的光芒。
开展学习营史活动，是这个营延续

了 69年的优良传统。该营中士华建国
入伍 8年来，参加过近百次学习营史活
动。这一次，他依旧听得入神。

华建国来自山西朔州，那里正是百
团大战的战场之一。从小听爷爷奶奶
讲，他的曾祖父一家，正是在八路军的

掩护帮助下，才得以从日军凶狠残暴的
扫荡中生还。
“我很庆幸，来到了一个曾参加过

百团大战的英雄营队。”华建国说，自入
伍后，他的祖辈一直鼓励他在部队努力
奋斗，以此报答八路军的救命之恩。经
过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如今，华建国
已成为全旅响当当的训练尖子和优秀
班长，他的照片也被挂上营部荣誉室的
“英雄墙”。

在这面“英雄墙”上，悬挂着二营受
到过军区级以上表彰的官兵照片，抗战
老兵冀延壁的遗像挂在最前面。

冀延壁，1940 年时任二营五连连
长，因在百团大战中战斗英勇，被太岳
军区授予“乙等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99 年，冀延壁老人受邀重返营队，他
语重心长地对官兵说：“不论什么任务，
都要完成好，要让党放心、让人民放
心！”
“让党放心、让人民放心！”尽管岁

月流逝、驻地变迁、人员更替，但一代代
二营官兵始终都在为这个目标奋斗着。

采访中，该营教导员肖俊升拿着一
个名为“合成二营大事记”的笔记本介
绍说：“自去年旅队新调整组建以来，每
逢大项任务，我们营都冲锋在前。承担
上级夜战夜训试点任务，我们是试点
营；移防进藏，我们是先遣营；开赴海拔
4700米的‘生命禁区’备勤驻训，我们是
前锋营……”
“正是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着我

们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用奋斗书写伟
大新时代。”谈及营队转型调整后取得
的各种成绩，该营官兵豪气冲天、信心
满怀：我们拥有光荣的过去，也必将走
向光辉的未来！

左上图：10月10日，第77集团军某

旅合成二营五连指导员史学龙，在连队

荣誉室组织官兵重温小王庄破袭战战

斗经过。 王勇强摄

第77集团军某旅合成二营官兵重温抗战故事汇聚前行力量—

“78年前的今天，我们营参加了百团大战”
■王 鹏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彭小明

人的生命有宽度、厚度，也有高

度、长度。有价值的人生，总是在不断

地拓展人生的宽度和厚度，不断地延

长人生的高度和长度。

此去忠魂化碧涛，精神长留天地

间。中船重工第七六〇研究所抗灾抢

险英雄群体，用生命与拼搏，再次向人

们揭示了轻与重、长与短的辩证关系。

3名壮烈牺牲的勇士，他们的生命虽然

被永远定格，但他们的精神像彩虹、如

日月，辉映在苍茫大海之上，照耀星空，

永不磨灭。如果没有使命的召唤，年过

半百的勇士们，本可以含饴弄孙、享受

天伦之乐了。但年龄不是界限，忠诚永

不退伍。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毅然

履行“若有战，召必回”的庄严承诺，用

生命践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的誓言。奔向涛头的一瞬，使生命

化为永恒；危急关头的一搏，跃上了生

命的新高度。

人生犹如一条线，有长有短。有

的人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创造了无

比的辉煌，把有限的生命化为无限的

永恒；有的人却一生庸碌，无所作为，

最终身名俱寂。人生又好比一座山，

有起有伏。有的人不论遇到什么情

况，都初心不改，誓言不变，不断攀上

人生高峰；有的人却中途改辙，进了偏

门，走了邪路，跌入人生低谷。相似的

人生，不同的结局，原因之一，就在于

前者不断地延长生命的长度，后者却

不停地缩短；前者望着高处，走的是人

生的上坡路，后者却盯着低处，走的是

下坡路。

“生世何通屯，贵得展怀抱。不然

徒营营，百岁犹为夭。”人要有事业、有

精神、有理想、有追求。只有把个人理

想与追求融入强国强军的伟大事业，

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如果

跳不出个人小圈子、小天地，人生的路

就会越走越窄。学习英雄事迹，就要

学会画好人生的“延长线”，起笔要精

彩，落笔要圆满，在胸怀理想、报效祖

国中彰显人生价值，在不懈奋斗、勇于

奉献中体现人生追求。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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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通讯员宋邦
稳报道：近日，正在扫雷一线作业的南
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扫雷官兵，陆续收
到机关配送的崭新被装、防护服、防爆
靴和药品等一批急需物资器材。据了
解，扫雷行动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该旅
机关多次与扫雷队对接沟通这批急需

物资器材的品种、数量，为一线扫雷官
兵雷场安全作业提供坚强保障，确保扫
雷任务圆满完成。

自去年 11月 27日中越边境新一轮
扫雷行动启动以来，该旅担负了中越边
境广西段 53个、共计 200多万平方米遗
留雷患的扫雷任务。任务艰苦繁重，各

类物资消耗巨大。该旅东线扫雷队队
长王京说：“过去一年顶多 2双作战靴就
够穿了，现在经常在山地丛林中穿行，
半年时间就要磨破3双作战靴！”
“保障扫雷官兵作业是我们工作的

出发点，必须确保官兵平安顺利完成扫
雷任务！”不久前，该旅西线扫雷队下士
肖国磊穿着作战靴，在搬运炸药登山途
中，踩到长满青苔的石头滑倒受伤。旅
机关了解到情况后，考虑到扫雷作业地
域特点，专门派人考察多家厂商，在 10

余种登山靴中精心挑选，定制了适合扫
雷官兵穿着的品种。

进入秋季，南疆山岳丛林毒虫出没
频繁，给扫雷官兵带来很大困扰。扫雷
队一名官兵被毒虫叮咬后，伤口化脓，
不得不后送到医院接受治疗。为确保
官兵健康安全，该旅为扫雷一线官兵增
配 200 余种药物和医疗器材，其中高配
药物占比30%。

国庆前夕，旅机关给扫雷官兵送来
许多暖心礼物：为防雷场爆破后空气中
弥漫的有毒粉尘，一批新式防尘口罩和
护目镜配发到位；南陲气候湿热，配发的
新式吸汗头套能有效缓解官兵不适。

源源不断的急需物资器材配送到扫
雷作业一线，扫雷官兵感受到贴心温暖
的同时，更加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坚
决打好扫雷行动攻坚战，按时间节点圆
满完成扫雷任务，为边疆人民彻底清除
雷患，成为广大扫雷官兵的共同心声。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倾心为扫雷官兵提供坚强保障

一批急需物资器材送达扫雷作业一线

日前，60余名官兵军属走进北京卫
戍区某团野外驻训地，与官兵共进晚餐，
在浓浓的亲情交流中激发官兵练兵备战
的动力。这是该团开展“体验军营生活、
我为爱人点赞”活动中的一幕。

据该团领导介绍，由于实战化训
练深入推进，今年部队野外驻训时间
比以往更长，驻训官兵更难同家人团
聚。为此，该团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利用军营开放日时机，协调车辆，将有
探亲需求的部分官兵家属送到野外驻
训地。
“部队给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作为军

属更要用实际行动支持丈夫在部队建功
立业。”该团军嫂张萍萍从山东泰安赶
到野外驻训地，看到部队热火朝天的训

练场景后如是感慨。活动结束后，不少
军属反馈说，军营相聚、体验驻训生活，
近距离感受部队发展新成就，让他们支
持亲人为国防建功立业的信念进一步增
强了。

周末短短两天的相聚，让整个营
区的气氛热烈而活跃。有了家属的鼓
励和鞭策，官兵的训练热情更加高涨，
武装泅渡、警卫增援等课目训练如火
如荼展开。

据悉，为深入解决官兵后顾之忧，该
团还协调地方部门，全程代办官兵子女
入学送学手续；救助多名家庭困难官兵；
开通家属院服务热线……一系列务实举
措，令该团官兵及家属真切感受到组织
的关心和温暖。

北京卫戍区某团—

军属驻训地探营之后……
■张洪杰 胡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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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艰苦岗位 致敬奉献人生

本报讯 杨玺报道：前不久，一则喜
讯传回云岭大地：在武警部队首届“突
击”火力分队大比武中，云南总队官兵从
几十支参赛队中脱颖而出，勇夺团体冠
军。这一优异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总队
党委探索的“六位一体”练兵备战路子。
“不清醒、不敏锐是最大危害，帮

不实、训不严是明显短板，观念老、方
式旧是突出制约。”今年初，该总队党
委对照“胜战之问”，积极探索出“党委
议训，主官领训，班子参训，机关抓训，
纪委治训，基层实训”的“六位一体”练
兵备战路子。他们深刻剖析原因，集
中会诊了 45个重点问题，并出台《加强
实战化军事训练 15条刚性措施》和《军
事训练督导检查实施办法》，采取蹲点
指导、结对帮扶、跟踪问效、挂账销号
等方式，坚持以上率下，瞄准靶心发
力，着力清除和平积弊。

翻阅总队的《督导检查典型情况
通报》，笔者看到，年初以来总队已检
查整改 180多项问题，处理 27名相关责
任人，11 个单位负责人在总队党委议
训会上作检讨。他们还梳理出涵盖训
风演风松懈等 10个方面问题的责任清
单，并下发部队，供各级党委对照整
改。某支队党委书记坦言：“这些通报
让我们感到总队党委抓训治训动了真
格，督促我们各级党委支部都必须真
抓实训！”

前不久，某隧道发生滑坡和垮塌。
灾情就是命令，某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
急预案，11名官兵组成党员突击队，火
速驰援一线抢修抢通，受到驻地群众赞
誉。据介绍，该总队坚持把建强党组织
放在遂行重大任务的首要位置，出色完
成“云岭卫士”演习、通海地震和怒江泥
石流救援等数十项重大任务。

武警云南总队从难从严抓练兵备战

15条刚性措施导正训风演风

本报讯 温文冉、蔡婉芃报道：“打仗
哪分晴天还是下雨。披上雨衣，继续前
进！”随着集训队队长刘东明一声令下，77
名预任参谋迅速整理着装，冒雨行进。

金秋时节，第80集团军教导大队预任
参谋集训队在鲁中地区展开现地教学暨野
外综合演练。他们认真组织战斗体能、军
事地形学、一体化指挥平台操作等课目训
练，提升参训人员的参谋业务水平。
“演、训、考紧贴实战连贯作业，临机导

调通过手持终端实时发送，演练跨昼夜连

贯实施。”该教导大队大队长车琥介绍说，
此次演练只提供书面千余字的战场态势情
况，不给现成的纸质想定，参训人员要结合
所学的参谋业务知识，作出准确判断。

近年来，该教导大队从练兵备战实
际出发，推动教学训练向实战化聚焦、向
作战任务靠拢、向部队岗位需求贴近，多
次承办各类集训教学保障任务，培养了
一批优秀参谋。前不久，经过该教导大
队培训的参谋尖子在陆军战役参谋比武
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

第80集团军教导大队

跨昼夜演练锤炼预任参谋

“虽然我已没有机会再为父亲尽孝，
但我们有责任为祖国尽忠，走好军旅人
生路。”近日，西部战区陆军某旅新兵营
组织思想交流会，刚刚经历丧父之痛的
五连新兵张增坤的一席话，让不少新战
友泪眼婆娑。而另一位和他有着相同遭
遇的新兵段其泽，早已被班长紧紧地握
住了手。

今年新兵入营后，该旅择机组织“电
话访亲”活动，新训干部通过手机逐一联
系新兵亲属，告知新兵训练生活情况。
新兵营教导员张晋铖拨通新兵段其泽父
亲的电话，接电话的却是段其泽的妈妈，
一段“隐情”由此被揭开：原来，段其泽的
父亲已在一周前因公牺牲在某国家重点
工程的施工隧道中，但段妈妈没有将这

个噩耗告诉段其泽。顾全大局的段妈妈
恳请部队做好段其泽的思想工作，并一
再嘱托：“回来奔丧就不必了，后事已经
料理妥帖。”

就在同一天，新兵张增坤在新训场
上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他的父亲
突发疾病离世，这让张增坤如遭晴天
霹雳。当晚，两名新兵不幸丧父的情

况上报至旅机关，旅党委经过研究后
决定：特批两名新兵返乡处理家事，由
负责新训工作的副旅长李刚协调相关
事宜。

第二天一早，张增坤和段其泽在新
训干部的陪同下，踏上返乡的行程。

情暖官兵心，悲情化斗志。经历了
丧亲之痛的两名新兵返回营区后，很快
调整好心情，全身心投入训练之中。面
对采访，张增坤感激地说：“军营是个温
暖的大家庭，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关爱，
努力当一名好兵！”
“新时代的新训工作，更要倾注真

情暖兵心。特殊时刻要给予新兵特殊关
爱，让新兵营真正成为新兵之家。”看着
训练场上生龙活虎的张增坤和段其泽，
张晋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倾注真情暖兵心—

为了两名新兵的特殊心愿
■陈 鹏 张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