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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心语：国门与国运紧密相

连。国门坚固，则国运昌盛；国门破碎，

则国运衰落。身为军人就要守好国门，

为国家繁荣昌盛创造安全环境。

——窦发强

初春的北疆，寒风刺骨。天还没亮，
被战友们称为“老窦”的窦发强便穿戴好
装具，从国门前哨出发，开始了一天的巡
逻任务。

霍尔果斯，这个被称作“丝路明珠”
的城市，见证了祖国的日益繁荣，而矗立
在这里的国门，便是窦发强 15年军旅生
涯的开端。
“那个时候，我们国门前哨的大门是

用木头做的。每当刮大风，我们就用身
体抵住大门。”走到 324界碑前，抚摸着
被风侵蚀的痕迹，窦发强的记忆被拉回
到了2005年。

那年 9 月，外面飞沙走石、天昏地
暗，前哨班执勤官兵接到求救电话。
“把装具背上，增加配重；带上背包

绳，系在腰上，别被风吹跑了。”还是列兵
的窦发强按照班长的命令，准备外出救
援。等把人救回来，只有 40多公斤重的
他就因体力不支瘫在地上……

风吹石头跑，门前不长草。一望
无际的茫茫戈壁和国门前呼啸的大
风，成为了当年一批批“国门卫士”的
深刻记忆。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浪潮，霍
尔果斯日益繁荣，建设新一代国门也提
上议事日程。
“那时，新国门选址地周边没有一条

像样的公路，我们每天只能徒步勘察施
工地点再进行数据上报，来回要走几十
公里。”忆及当年，窦发强感触颇多。

由于距离较远，且路上多是堆积碎
石，他们每天一大早就要出发，饿了就在
路上啃几口干粮充饥，一天下来，脚掌经
常打出血泡。提起这事，窦发强笑呵呵
地说：“我的‘铁脚板’和‘铁齿铜牙’，都
是在那个时候练就的。”

2014年，伴随着新一代国门的设计

建造，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中哈铁路对接点等一个个大型跨国工程
如雨后春笋般投入使用。而作为连队通
信技师的窦发强，最高兴的莫过于亚欧
光缆的正式联通。

走到当年铺设的位置，窦发强仿佛
看到了这条地下“信息公路”正在高速传
送信息：“东起中国上海，经过霍尔果斯，
西至德国法兰克福，途经 20个国家，全
长 27000 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陆地光
缆系统……”

2015年夏，这条“信息大动脉”突发
故障，由运营商组成的联合抢修组没能
排查出故障原因。窦发强临“危”受命，
钻入了坑道。没多久，专家们手里的检
测仪指示灯突然由红转绿，故障排除！

由于技术过硬，几家地方通信公司
向窦发强发出邀请，但被他一一谢绝：
“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边防战士，边防
线就是我的战位。”

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商贾云集人声
鼎沸。如今，窦发强已在这个“千年驿
站”扎下了根，时刻感受着现代“丝绸之
路”的发展与变化。

而让他感受最明显的，便是许多科
技装备落户万里边关。边海防监控系
统、高清云台、无人机等一大批科技化管
边控边装备相继列装，给边防军人插上
了“腾飞翅”、安上了“千里眼”。

去年 9月，新国门正式启用。这座
毗邻中欧铁路、矗立在“双西公路”上的
国门成为了霍尔果斯新的地标，也成了
“老窦”军旅生涯中难忘的记忆。

“站岗彰显出国威，巡逻书写着忠诚，
界河边上履使命，主席嘱托记心中……”
快到巡逻终点，窦发强习惯性地哼唱起
《国门卫士》歌，而新国门上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7个大字也愈发鲜艳夺目。

左上图：窦发强（右一）带领战士巡

逻。 崔博识摄

从军15年来，目睹国门的巨大变化，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霍尔果斯
边防连四级军士长窦发强更加坚定守好国门的信念—

“老窦”的国门记忆
■本报记者 李 蕾 通讯员 訾 豪 崔博识

本报北京4月5日电 “虽然硝烟
早已散尽，枪膛早已发凉，志愿军英烈
们，你们的故事却不曾被遗忘，你们的
精神我们永远传承！”第六批在韩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安葬。10位志愿军烈士英灵
回到祖国和人民怀抱，在中华大地上
安息的消息，牵动广大官兵的心。今
天，许多官兵在强军网写下留言，寄托
对志愿军烈士的缅怀崇敬之情。

洒泪祭忠魂，枕戈为强军。清明
节来临之际，全军官兵以各种形式祭
奠革命英烈，缅怀英烈壮举，从英烈精
神中汲取前行力量，积极投身强军兴
军伟大实践。在武警许昌支队，官兵
们通过微信公众号、强军网等平台留
下的留言，已达近千条。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所属
连队前身全部参加过淮海战役的第 71
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走进淮海战役
纪念馆凭吊英烈，重温战史。听着讲
解员讲述当年的一个个战斗故事，看
着英烈们的一件件遗物，官兵们心潮
起伏。站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前，
大家庄严宣誓：“继承先烈遗志，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武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官兵来到

三河坝战斗遗址，在朱德元帅亲笔题
写碑名的“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
士纪念碑”前，脱帽肃立、集体默哀。
92年前，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与敌
人进行殊死战斗，许多革命先辈献出
宝贵生命。“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
不灭。”回顾这段历史，该支队特战排
一班班长徐杰说，革命前辈为了国家
独立、民族解放不畏牺牲、英勇奋斗。
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
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为维护新疆稳定和支援边疆建设，
武警新疆总队先后有百余名官兵献出年
轻而宝贵的生命。该总队组织力量拍摄
制作纪录片《丰碑》，还原英烈战斗场景，
讲述英烈感人事迹。观看纪录片后，该
总队某支队官兵来到牺牲战友墓碑前举
行“替战友答‘到’”仪式。“袁继刚、张兴
武、于亚男……”当值班员叫到一个个烈
士名字，官兵们齐声答“到”。“烈士永远
活在我们心中！”仪式结束后，官兵们纷
纷表示，要弘扬烈士精神，扎根边疆、奉
献边疆、建功边疆，为维护边疆安全稳定

和促进祖国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先烈不容亵渎，英雄不能忘却。

长白山脚下，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
聚集在董存瑞烈士雕像前，开展“传承
英烈精神，当好英烈传人”活动。改革
调整中，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营区交
给新组建的该旅使用，这座象征着“董
存瑞精神”的雕像也成为该旅官兵的
一笔宝贵财富。曾在边境自卫作战中
荣立一等战功的高级工程师晁福奎
说，作为军人，我们要大力宣扬英烈事
迹，坚决维护英烈形象，坚决同各种诋
毁、抹黑英烈的现象作斗争，积极营造
缅怀英烈、崇尚英烈、学习英烈、保护
英烈的良好氛围。

最好的缅怀是继续前行。深山地
下“龙宫”里，火箭军某导弹基地官兵
通过留言的方式向先烈致敬。这个基
地曾涌现出“忠诚履行使命的模范指
挥员”杨业功、“舍己救人模范军官”孟
祥斌、“全国抗震救灾模范”陈大桂等
一大批先进典型。某旅“导弹发射先
锋连”二级军士长左小山在留言中写
到，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像
先烈一样不畏牺牲挺身而出！

练好打赢本领，方能不负英烈期
望。今天，正在野外驻训的第 73集团
军某旅官兵在各自战位通过默哀方式
向先烈致敬。驻训期间，该旅积极开
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
题教育，用英烈事迹激励官兵苦练打
赢本领，激发了官兵训练热情。

一次神圣的祭奠，一次灵魂的洗
礼。海军某部、空军某部、战略支援
部队、联勤部队某部、武警丽江支队
官兵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
极为新时代强军事业贡献智慧和力
量，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本报记者张磊峰，实习记者邓东

睿、徐鹏、张旭、遇际坤，特约记者王国
银、杨磊、贺军荣，通讯员刘小明、何孝
林、高思峰、陈史涌、王涵、李荣强、王鑫、

靖周、郑广斌、李博涛、王路加、裴俊、许

秋雨、彭泽壮、胡临都、刘一波、张洪健、

董孜伟采写）

清明时节，全军官兵以多种形式祭奠缅怀革命烈士

弘扬英烈精神 汲取前行力量

蜜4月4日，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
组织官兵赴鼓浪屿英雄山，开展“祭扫

追思、传承英魂”清明祭奠活动，激励

官兵牢记职责使命，积极投身强军

实践。 谢文剑摄

蜜4月4日，陆军某团四连官兵
来到烈士陵园为烈士扫墓，缅怀革命

先烈，矢志爱军精武。 张塍凌摄

鲜花献英烈
哀思祭忠魂

英烈魂，清明祭；英烈志，永不忘。

前不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等 10部门联合发出通

知，部署做好“传承·2019年清明祭英

烈”宣传教育活动。对广大官兵来说，

祭奠英烈、缅怀英烈，最好的方式就是

学习英烈事迹、牢记英烈遗志、传承英

烈精神。

英烈者，国之干，民族之魂。英烈

虽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名字熠熠闪

光，他们的事迹气壮山河，他们的英雄

气概立起信仰支柱、挺直民族脊梁，铸

就一座座精神丰碑。英烈精神是军人

不可或缺的精神钙质。有了英烈精神

的滋养，我们才有前行的动力、奋斗的

激情、灿烂的未来。

没有不老的人生，但有永恒的精

神。奋进新时代，每名官兵都要高唱英

烈赞歌，传承英烈精神，激扬英烈血性，

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以强

国强军的伟大事业告慰英烈。

最好的缅怀是传承
■赵 禹

4 月 2 日，第 83 集团军某合成旅旅
史馆管理员王圆博，拿着老部队 40多本
厚厚的烈士登记册，在万余名烈士名录
中查找一名叫刘金的烈士。经过数个小
时的努力，终于找到有关刘金烈士年龄、
牺牲时间地点、家庭详细地址、遗属姓名
等详细信息。

2014 年以来，先后有五批 589 位在
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退役军人事务
部对一至五批在韩志愿军烈士上千件遗
物进行整理，其中 24枚印章上的文字图
案清晰可辨，刘金的印章是其中之一。

清明节前夕，退役军人事务部和多
家新媒体联合开展遗物认亲、网上寻亲

活动，千方百计为这 24位烈士寻亲，目
前已经确定找到了 5位烈士的亲人，而
刘金烈士由于信息极少，并且重名较多，
目前还没有找到亲人。
“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尽快找

到烈士亲人，告慰和祭奠英烈。”看到极
有可能是老部队刘金烈士的寻亲消息
后，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丁东立即安排
王圆博查找烈士信息，安排宣传科胡雄
欣干事第一时间与退役军人事务部，以
及“今日头条”等新媒体沟通，将烈士的
详细信息迅速反馈给他们，并和烈士家
乡的退役军人事务局、镇政府等有关部
门联系，进一步核实烈士的有关情况。

接到部队反馈的消息后，4月 2日下
午，“今日头条”通过“寻找烈士”栏目再次
发布刘金烈士寻亲消息，短时间内引起广
泛关注。考虑到时间久远、烈士家乡辖区
变化大等因素，该旅还指派两名官兵于2
日当晚前往烈士家乡广东省四会市，协调
地方有关部门一起寻找烈士亲人。
“寻找，也是一种追思。这不仅是地

方有关部门的工作，部队也有责任，要主
动作为。”该旅领导介绍说，下一步，他们
还要为各个历史时期牺牲的万余名烈士
逐一核对整理电子档案，并计划于近期
建立英烈缅怀墙，以激励全旅官兵学习
英烈，强军兴军。

清明节前夕，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在万余名烈士名录

中寻找在韩志愿军烈士刘金亲人的信息—

寻找，也是一种追思
■赵 奎 本报记者 周 远

本报讯 申延帅、特约记者彭小明
报道：早春，海拔 3000多米的第 77集团
军某旅演训场上，一场高原实兵对抗演
练激战正酣，官兵搭设的阵地仿真目标
成功吸引“敌”火力打击，助力部队实战
能力提升。“可变翼航模”“夜间指挥旗”
“便携式野战炊具架”……该旅针对高原
环境自主革新的 37件装备器材陆续亮

相沙场，破解了多项高原保障难题。
一年多前，该旅从内地移防至雪域

高原，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给实战化练
兵带来不少挑战。一次火力要素对抗演
习，三营七连连长邝成勇反复核算得出
进攻时间，车辆却因发动机燃油不充分
“趴窝”；无人机升空实施空中侦察时，却
意外“折翼”……

梳理革新思维，瞄准靶心发力。复盘
检讨会上，旅党委一班人达成共识：“必须
倡导鼓励装备器材革新，不断挖掘装备潜
力，用打仗这把‘尺子’丈量创新成果。”他
们积极教育引导官兵创新研究理念，从需
求分析、立项研究、实验论证、申报奖励、推

广应用等环节加强监管，建章立制统一规
范，确保每项新成果服务于战斗力建设；出
台《装备器材革新奖励细则》，设置“金点子
奖”，表彰奖励岗位技术革新能手，激发广
大官兵革新攻关的热情。

据悉，该旅专门成立高原航模飞行
研究小组，航模靶机操作员王佳亚主动
联系厂家分析数据，试验论证，最终对航
模螺旋桨、机翼和遥控遥测设备进行改
装，提高了航模操作的稳定性。去年以
来，该旅坚持常态化开展装备器材革新
活动，官兵自主革新的 37件装备器材，
在实战化演训中经受了检验，并被推广
应用，有力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第77集团军某旅瞄准实战需求破解高原保障难题

自主革新治好装备“水土不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