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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30秒，放在平时，可能只是转眼间。

但那天舞台上的30秒，却足以让李

志栋读懂一位英雄。

暴风雪中，李志栋奋力爬着，整个身

子向前匍匐，一只手悬停在半空，另一只

手紧紧拽着身后的战友，直到班长在雪

中找到已经冻成一座冰雕的“他”。

这个只有30秒的场景，对李志栋来

说异常漫长。“紧张、压抑甚至还有点害

怕……”聚光灯打在脸上，李志栋的鼻尖

冒了汗，手脚却冰凉。

“这，就是牺牲的感觉吗？”他想。

班长抱着他，哭着喊“他”的名字——

“刘云阁”。

对于这个名字，李志栋一直都不陌

生。刚到部队时，他就听过一个故事：20

多年前，副班长刘云阁和新兵王继光在

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里，连续抢修通信

线路 19个小时，最终献出了年轻的生

命。

班长的眼泪，滴落在李志栋的脸颊，

那一丝温热的触觉，让他感觉自己“活了

过来”。

李志栋也哭了。他没想到，自己会

哭，“仿佛我真的成了他！”

其实，刚接到饰演舞台剧中的英烈

这个任务时，李志栋心里是没底的：“我

努力在脑海里检索‘刘云阁’这个名字，

感到的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

只有走进英雄，才可能了解英雄。

为了帮助大家深刻理解剧本，这场报告

会的策划人、宣传科科长杨理带着参演

官兵重新走进荣誉室和英雄生前所在连

队，了解英雄和他背后那些故事——

深山密林中，海拔 1457米的老爷

岭，一年中有七八个月大雪封山。那时，

每次巡线过后，战士的绑腿和大头鞋都

冻在一起，脱不下来，只有把两脚放到凉

水中，慢慢化开冰，才能轻轻地脱下鞋

袜。老爷岭小组的很多官兵因为冻伤，

落下了终身残疾……

随着对英雄的逐渐了解，大家对这

段历史有了更深的体会，“不仅是念几句

台词，而是要将‘风雪老爷岭’精神传递

给每位官兵。”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自我教

育。走下舞台，李志栋回忆起这段经历，

“刚开始，就那几句台词，我不是记错就

是记漏。但真正了解刘云阁后，台词就

好像刻在我脑海里。”

在这场“青春驻北疆·忠诚铸利剑”

寻根之旅专题报告会上，一幅幅历史照

片、一段段纪实录像、一个个鲜活故事，

带给官兵的不只是感官上的冲击，更是

“向思想更深处的漫溯”。

汇报结束，礼堂灯亮，一片沉寂，官

兵大都红了眼圈。杨理欣慰地说：“汇报

会如此‘走心’，就在于它超出了‘舞台’

的意义，以部队的红色传统为主线，勾勒

出一条通信兵的精神轨迹。”

“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故事，找到

了，信仰就永恒；传承下来了，发展就永

恒。”该旅政委刘志存在最后的总结发

言中说，这次专题报告会，就是要让红

色记忆得到生动复现，让红色传统“永

不落幕”。

在历史中找到属于未来的故事
■周晓博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少波

习主席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

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

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

忘记为什么出发。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

方能奔涌。军队编制体制调整过后，

很多部队都面临单位转隶、整合组建

的新情况，特别是一些单位，分布区域

广泛、点位众多，对红色传统的利用缺

乏整体性、系统性和计划性。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

而不灭。作为一支新成立部队，各组

建部队的精神传统各具特色而又血脉

同源、根基相通。如何让各单位的红

色传承交汇融合、实现升华？就是要

在搜集红色传统、整合红色资源、续写

红色家谱上下足功夫。

一位作家说过：人生不是一支短

暂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

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

光明耀眼，然后交给下一代。

新时代，传承红色传统，既是现实

的迫切需要，又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更

是我们这代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官兵而言，传统往往自带“距离

感”，仿佛它们只是政治教育中的模范

典型和先进故事。要打破这种“距离

感”，并不容易。开展“寻根之旅”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让红色传统突破

建制、地域、时间的限制，使其成为直

接、生动、有说服力的学习教材和教育

平台，真正让红色基因灌注灵魂、融入

血脉、植根心灵。

传承，不是守住炉烬，而是传递火

炬。红色传统的生命力，在于挖掘出

新的时代内涵，在于为现实服务。红

色家谱，应该放射出历史的光辉，更应

该激荡起时代浪花。顺着一个个精神

坐标，发现恢宏的精神谱系，找到滋养

的土壤，让红色传统发出“新芽”，开出

绚丽夺目的“时代之花”，方能不负历

史，不负时代。

传
承
，不
是
守
住
炉
烬
，

而
是
传
递
火
炬

■
刘
志
存

图①：该旅官兵走进荣誉室学习了解单位
的红色发展史。

图②：该旅“青春驻北疆·忠诚铸利剑”寻
根之旅主题实践活动。

图③：该旅在巡线路上组织“巡修线路小
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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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知道名字，

我们还知道什么

谁也没想到，原本计划一个半小时
的“光荣传统大家谈”讨论活动，只进行
了不到半小时就“收场”了。
“大家都来自不同单位，各自有着独

特的光荣传统，让大家敞开谈，一天也说
不完。”活动开始前，某基地信息通信旅
教导员张辉充满信心。他所在营是改革
调整后新组建的，所属人员来自 5个建
制团以上的单位。

但这场本应热热闹闹的讨论，竟在
一片沉默中尴尬结束。“就连乔雪在台上
待了也不到5分钟。”张教导员感叹。

乔雪来自某通信团，改革前曾担任
过团史馆管理员。那天，她第一个上台
发言，“响当当的名号”随口就说了一大
串，可是没过多久就哑了声。
“荣誉室里每面锦旗的名字我都能

‘背’得出来，但敞开了说，我还真不知道
再说点什么。”她发现自己管了两年的荣
誉室竟然成了“最熟悉的陌生地”。
“除了名字，我们还知道什么？”这不

仅仅是乔雪一个人的问题。
部队红色传统需要传承。问起“荣

誉是怎么来的”“荣誉的背后需要传承什
么”，官兵往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张辉把遇到的问
题一“抛”到该旅的教育准备会上，就引
起了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共鸣——
“红色基因蕴含在部队的发展史和

光荣传统中。而官兵对各组建部队的发
展史与光荣传统，彼此都既不了解也不
熟悉。”六营教导员说道。
“旅队合并组建已经一年多，但是对

于当前部队的‘红色家底’，大部分官兵
心里却没多少底。”宣传科科长杨理深有
感触地说。

上个月的那次问卷调查，让杨理记
忆深刻——
“风雪老爷岭”的故事对你有什么启

示？
你对我们旅各组建单位的历史了解

有多少？
……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看着问

卷上面的片片留白，杨科长心里慌了，
“问卷可以留白，但部队光荣传统的传承
不能有‘留白’！”

从调查结果来看，基层官兵对新组
建单位的历史了解“碎片化”，对部队传
统的认知“表面化”是主要问题所在。

最终，各组建单位的红色家底如何
盘点、怎样传承的问题摆上了旅党委的
案头。“一班人”分析认为：部队整合组
建，既要把人员装备、物资财产清点好，
更应把“红色家底”盘点好、“精神资产”
传承好。

为此，该旅党委研究决定：开展一次
寻根之旅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参观旧址
场所、聆听传统故事、走访革命前辈，挖
掘各组建部队的优良传统和典型事迹，
帮助官兵直观、深入、全面地了解这支新
组建部队所蕴含的精神图谱。

历史的背影虽已

远去，精神的底色却

越来越清晰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敕勒歌》里大青山下的风景，令人
向往。某通信站就坐落在大青山下。

通往和林格尔的绿皮火车上，一
支“寻根”队伍悄然出发。路上，官兵
们憧憬着目的地的苍茫风景。只有同
行的魏彬心里清楚，“那里没有风吹草
低，只有一茬茬默默坚守在大山下的
通信兵。”

魏彬的父亲曾是某通信站的一名老
兵。小时候，她最喜欢听“电话里的爸
爸”讲大山通信兵的故事。高考那年，她
报考了军校，毕业后也成为一名通信兵。

火车到站，一声笛鸣将魏彬的思绪
拉回。转乘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后，寻根
队伍终于抵达大青山脚下。大家发现，
大青山其实一点也不“青”，漫山遍野光
秃秃的，全是石头。顺着山路走了半个
多小时，寻根队伍才找到了“藏”在半山
腰上的通信站。

营门口，一排白杨树洁白的身躯挺
立在天地间，一根根枝杈向上蓬勃伸
展。看到这排杨树，魏彬想起父亲曾说
过，那是他们肩扛手抬，从几十公里外移
栽到营门口的。种了又枯、枯了再种，一
棵棵白杨才在这荒凉的深山扎下根。

跨进营区，碎石砌起的小院和几排
平房映入眼帘。不远处光秃秃的山坡
上，用石头嵌成的“热爱边疆”四个大字
格外显眼。

山上的一花一木、一砖一瓦，无不蕴
含着故事。走进荣誉室，一张张定格在
时光深处的黑白照片，在 60多岁的老工
程师刘建国口中，变成一代代官兵背煤
取暖、扛粮上山、推车修路的感人故事。
听着老工程师的深情讲述，魏彬“电话里
的记忆”也渐渐被唤醒。

离开通信站那天，老工程师对她讲：
“你跟你的父亲很像，你们都有大青山上
白杨的那股劲！”望着那风中的白杨，魏
彬轻点手机，给父亲发了这样一条微信：
虽然您错过了我长大，但却从没缺席我
成长。

这个通信站的白杨、那个通信站的
老槐树、另一个通信站的杨柳……在该

旅那些地处偏远山区的点位，总能发现
类似的“精神图腾”。每到一处红色传统
起源地，寻根代表都会采集当地的泥土，
然后将泥土撒在旅机关楼前的大柳树
下，寓意“同根同源，同心同力”。
“大费周章地去挖掘这些老传统，真

的有必要吗？”刚踏上寻根之旅时，代表
中年龄最小的上等兵姜雨池在心里犯嘀
咕。

直到寻根队伍走进二道白河连——
“风雪老爷岭”故事原型所在的连队，姜
雨池的想法才开始悄悄改变。
“刘云阁！到！王继光！到！……”

连队正在组织晚点名。当喊到两位英雄
的名字时，全连齐声答“到”。那一声声
响亮的“到”，让姜雨池感到震撼。
“这个传统在连队传承 20多年从未

间断。对官兵而言，每次点名答‘到’，都
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指导员刘子月告
诉大家。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激励着这群
年轻的官兵坚守使命？姜雨池在连队荣
誉室的展柜里找到了答案——

木勺、木盆、木桶、木枕头……连队
的“传家宝”静静躺在展柜中，保持着几
十年前的样子。这些官兵们当年自制的
生活用品，无声地讲述着一段自力更生、
坚守使命的故事。
“那段不可遗忘的历史”仿佛就在眼

前。来到烈士雕像前，姜雨池的泪水不
禁滑落。在“寻根日记”里，她写下了这
样一段话：同样的年龄，同样的使命，我
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

有人曾这样说，改革就是既要勇于
“变”，也要善于守住“不变”。历史虽已
远去，前辈们的精神底色却愈发清晰。
从白山黑水到草原戈壁，再到齐鲁大地，
109名寻根代表，累计 11天，行程 11300
余公里，深入到 49个连排站点、红色遗
址，走访慰问 20多位老一辈通信兵。寻
根队伍一路前行、一路奔波，脚步愈加坚
定。

精神光芒可以穿

越时空，红色谱系必

将发出新芽

“当兵就要当特种兵！通信兵连枪
都摸不着，不是在机房值勤，就是上线路
巡护，这算哪门子英雄？”

新兵王鹏深，当兵离家那天信誓旦
旦地跟同学说：“我去部队，是要当‘兵
王’的，像电影《战狼》里的吴京一样去战
斗！”

进了营门没几天，王鹏深就开始闹
情绪，嚷嚷着说自己当了个“假兵”。他
还私下里反复跟战友念叨说“想回家”。

为了让红色传统更好地驻留在官兵
心间，扎根在前沿一线，延伸到每个战
位，该旅成立“寻根代表宣讲小组”，下连
队、上线路，与官兵面对面交流寻根心
得。

宣讲小组来到新兵团那天，王鹏深
和 600 多名新战友坐在台下，听代表们
讲述寻根路上的所见所闻。

时代英雄的画像，渐渐在脑海中
描摹成形；通信兵精神的种子，渐渐在
心里扎下根来。“听完老一辈通信兵坚
守平凡、成就非凡的故事，我为自己的
思想动摇感到惭愧！”报告会结束，王
鹏深说。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唤醒，更是点

燃。”一场报告会，为王鹏深打开了一扇
连通历史和未来的“门”。在新兵下连的
结业考核中，王鹏深竟考出了全优的好
成绩，成为战友们眼中的“小英雄”。

无形的传统，必须借助有形的载体
来传承。一方面，该旅整理历史脉络、英
烈人物、经典战例等历史资料 5万多字，
另一方面，他们还注重同步存史，跟进记

载旅队强军兴军的重大实践。依托旅强
军网，他们开设“寻根之旅”专题，展评各
单位的纪实影像和体会文章，持续开展
“晒晒我的寻根日记”活动，打造“永不关
门”的教育课堂。

针对部队点多线长面广的实际，他
们还借助“六小”阵地平台，把教育平台
拓展到每个点位……在这个旅，红色资
源串点成线，形成强大的精神矩阵。

红色传统就像一张网，将单位发展
史上各时代官兵连在一起，凝聚成强军
力量。

夜幕降临，排长田雨露带着战士
们返回营区，结束了一整天的线路整
修任务。“早上五点半，我们就出发
了。站里有 100 多公里线路位于原始
森林。这给线路整修增加了难度。像
这样‘两头不见明’的生活，已经持续
将近一个月。”晚饭过后，田雨露没有
休息。他带着几位骨干又开始研究第
二天的整修方案。

思想认同度越高，践行自觉性越强。
凌晨两点，教导队的专业训练教室

依然灯火通明。女兵许佳冰正在进行数
据配置训练。今年，是她入伍的第 11个
年头。此前，她曾先后十几次在各类比
武中摘金夺银，两次荣立三等功。但这
次，许佳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她没有报名参加自己最擅长的程控
专业，而是要参加 4个主战专业融合的
综合比武，与男兵同台竞技，一比高低。
“只有精通多专业技能，成为复合型

人才，才能不辜负通信兵的老前辈！”训
练成绩比上次提高了 5秒，许佳冰的脸
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一种品格，穿越时空，成为新时代官
兵的一面镜子；一种精神，历久弥新，成
为新时代官兵的座右铭。

不声不响，旅机关营区的那两棵大
柳树，枝杈直插云天，树冠格外浓绿。

版式设计：梁 晨

“ 红 色 家 底 ”的 盘 点 之 旅
■蒋铭鑫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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