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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那种特殊的感觉又出现了。

一年前，站在第77集团军某旅装步三连连史馆内，听着指

导员对“一等人民英雄”吴克斌生平事迹的讲述，刚刚从军校毕

业的中尉江家强感觉“快喘不过气了”。

一年后，旅里组织“聆听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主题红色

故事会，江家强坐在观众席上，激动再次袭来。

“和老排长相比，我差得太远了……”过去一年里，每当有人

提起自己的身份——“吴克斌英雄排”第43任排长，江家强总会

心里发虚、脸上发烫。

70多年前，二排长吴克斌在战斗的紧要关头高喊：“共产党

员跟我来！”随后，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碉堡，壮烈牺牲。

相比之下，如今的江家强各方面都表现平平，他甚至认为除

非“牺牲在战场上”，否则自己永远也成不了老排长那样的英雄。

现在，红色故事会舞台上那个“陌生”的吴克斌，却给了江家

强自信的底气——“我想，我可以成为他。”

从心虚到自信，这场红色故事会让江家强完成了对英雄的

再认识。

江家强所在旅是一支拥有90多年厚重历史的红军部队，曾

先后涌现出115名英模人物。在深化主题教育的过程中，他们

将目光锁定在众多英模人物身上，追寻这支队伍最原始、最深层

的精神力量。“只有走进英雄人物，重新认识英雄人物，才能充分

挖掘红色基因的精神养分。”该旅领导说。

这是一场对英雄的再认识，也是一场对红色基因的深刻解

读。

千淘万漉，只为给大

家呈现一个真实的英雄

●如果官兵不信你的故
事，教育就无从谈起

●今天，教育理念要紧跟
时代步伐

清晨，趁着山间浓雾的掩护，一队荷
枪实弹的士兵悄悄回到阵地。一夜侦
察，收获不小，他们要尽快将情况汇报给
连长。“报告连长同志，经侦察发现，敌人
在我手指方向……”
“停停停！”突然，舞台下一名中校用

急促的语调打断了台上的“剧情”。“你们
平时和自己连长说话，会说‘报告连长同
志’吗？”第 77集团军某旅宣传科科长王
迟实在看不下去了。

红色故事会第一次验收汇报，一多
半的节目都被王迟认定为“不及格”，理
由是“太假了”——战友之间的寻常对
话，却像队列会操时的口令那样一板一
眼……
“原本感人肺腑的真实故事，被硬生

生演‘假’了。”王迟说，“假”并不是指故
事本身，而是指“情节设定不合常理，人
物形象过于夸张”。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基层部队具有
普遍性。如今，多数部队开展传统教育
时都会选择情景剧、舞台剧、微电影等
载体来丰富教育活动。这类活动看似
形式新颖，实则对内容要求很高。只有
真实真诚，才能使受教育的官兵内心产
生情感共鸣，最终达到教育目的。否
则，“如果官兵不信你的故事，教育就无
从谈起”。

为了求真，王迟决定到各营指导红
色故事会的编排工作。他要求每个故事
都要重新查找连史资料，联系连队老战
士，尽最大努力还原英雄的真实形象，
“找到故事本来的样子”。

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很多故事情节
之所以显得‘假’，归根结底是部分官兵
偷懒——没有仔细深入了解英模人物，
而是想当然“觉得应该这样”。

有了真实、完整的故事素材后，王迟
将“手术刀”继续往深处探——每个故事
都应该少些“套路”。

所谓“套路”，即长期固化的一些理
念——战斗中一定要喊口号，烈士牺牲
时一定要有遗言，节目结尾一定要对着
军旗宣誓……

在王迟的指导下，大家开始向优秀
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取经”，寻找故事
的另一种讲述方式。

不久，一些变化出现在舞台上：从小
视角切入，避开千篇一律的宏大叙事；从
战友、家人等角度讲述，不再只盯着英雄
本人……

在“取经”的过程中，王迟偶然发现
官兵都在热追一部古装历史剧。该剧
凭借精良制作被网友们称为“良心
剧”。受此启发，王迟认为，时代在进
步，年轻人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已经提升
很多。
“只要一个人笑场，这故事就讲不下

去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差不多了”
时，王迟坚持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体
现出服装、化妆、道具的年代感，避免出
现“穿越”的细节。

这场“矫正手术”，不可避免地令工
作量倍增。但王迟觉得，所有的“麻烦”
都很有必要。他甚至向旅党委请示，将
原定演出日期推迟半个月。

千淘万漉，只为给大家呈现一个个
真实的英雄。终于，在紧锣密鼓的准备
中，“升级”后的红色故事会开演了。

把英雄还原成有血

有肉的人，是对英雄最大

的尊重

●“战神”也曾经是战友
身边的普通人

●充满人情味的英雄，让
官兵觉得很亲切，可敬更可学

开幕式过后，主持人宣布第一段故

事开始。这时，坐在观众席中的王迟清
楚地听到身后“躁动”起来——
“牛先民？就是那个肠子被炸出来

都没事的英雄？”
“对啊，简直就是‘战神’！”
不出所料，第一个故事讲的就是

“战斗英雄”牛先民。只不过，大多
数人猜中了故事的开头，却没有想
到，他们接下来会看到“战神”的另
一面——
“牛先民，你没事吧？”一颗手榴

弹在身边爆炸后，“牛先民”瘫坐在掩
体后，耳边传来班长的声音。他低下
头，看着血肉模糊的腹部，巨大的疼
痛让他想到了死亡，想到了呼救……

可战斗还在继续，敌人还在进
攻。如果此时呼救，就会打乱全班的
战斗节奏。于是，他艰难地爬起来，
用三角巾裹住腹部，拿起枪继续战
斗。

故事结束了。从头到尾，台上呈现
出的只是一个负伤的普通战士。

很快，另一位大家熟知的英雄罗军
也登场了。在大多数官兵的印象中，他
把三次生的机会留给战友，这让今天的
许多官兵觉得不可思议。
“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也为快出生

的孩子想想啊！”舞台上，怀孕 4个多
月的妻子对“罗军”说。

面对妻子期盼的眼神，“罗军”一
时陷入两难：回家，还是上战场？最
终，他还是选择了战场。

几个月后的一天，女儿出生了，
“罗军”却倒在了阵地上。弥留之际，
他留下最后一句话：“帮我照顾我的家
人……”
“战神”也曾经是战友身边的普通

人，也是正常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两
位英雄的故事，让台下很多官兵感同身
受。

上等兵程红旗的内心更是翻江倒
海。入伍之初，他在旅史馆第一次听
到牛先民和罗军两位英雄的事迹，就
被深深震撼。一次班会发言，程红旗
说：“我立志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班
里一阵哄堂大笑——这个在公开场合
讲话腿都发抖的新兵，竟然想当英
雄！

战友们的笑声让程红旗认清了现
实：这样的自己，别说成为英雄，光站

在英雄面前都觉得脸红。从此，旅史馆
里的两位英雄，仿佛变成他心中高高在
上的“神”。

如今，在红色故事会现场，程红旗
明白了，英雄不是神，也是有血有肉的
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英雄其实也是我
们身边一个个普通人。

把英雄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是对
英雄最大的尊重。

或许，拔高的英雄观，是对英雄的
另一种虚化。正因为英雄也是普通人，
才更显得英雄精神的伟大。那种“不食
人间烟火”的英雄，只会让人对英雄望
而却步。

显然，充满人情味的英雄，让官兵
觉得很亲切，可敬更可学。看着舞台上
那两位英雄，程红旗“想成为他们那样
的英雄”的念头又回来了。

没有个体的超级英

雄，英雄是一个群体

●英雄只是群体的代表，
英雄背后还有英雄

●胜利，是无数革命先辈
前赴后继换来的

红色故事会进行过半，榴炮三连的
节目终于登场，讲的也是“战斗英雄”
牛先民的故事。

舞台上，指导员胡存刚打开一段手
机录音——电话是他打给牛先民本人
的。他正要详细询问“盘肠大战”的过
程，牛先民却扯开了话题：“我给你讲
讲我的班长余泽忠吧……”

战场上，余泽忠先后参加战斗
100 余次，三次负重伤，数十次独自
救助负伤战友。牛先民负重伤后，也
是余泽忠背着他跑了 30多公里山路送
到医院。

退伍后，余泽忠收起军功章，重
归平静生活。后来，他 6次跳进长江救
人，3次挺身而出勇斗歹徒，还常常拿
微薄的收入救济贫困家庭。2002 年，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余泽忠穿上旧军
装，敬礼，走完平凡的一生。

“我的班长才是个大英雄！”牛先民
说：“没有班长，就没有我的今天。”

用一段手机录音来讲英雄故事，如
此创意源自指导员胡存刚内心的感动：
有英雄的班长，才有英雄的兵。

牛先民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勇
气，绝不是一时冲动。他成为战斗英
雄，班长的言传身教功不可没。

英雄的背后还有英雄，这样的英雄
绝不仅仅只有余泽忠一个人。他只是那
个时代、那个群体的一分子。
“一等功臣”许保德，牺牲在排雷

前线。战斗结束后，战友们收到一封夹
着一撮秀发的信。信中，许保德未婚妻
还在询问两人的婚期，可他永远无法履
行婚约了。

一位默默无闻的士兵背后，却有着
如此令人动容的故事。在这支队伍里，
又有多少“许保德”无人知晓？

无论是战斗英雄还是烈士，他们只
是身后那个群体的一部分典型代表。历
史，从来就不是几个超级英雄造就的。
胜利，是无数革命先辈前赴后继换来
的。

红色故事会的尾声，讲述了一段现
实中英雄群体的故事——某新型防空导
弹列装仅一个月，防空营官兵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演训场上，首次实射
打出6发 5中的好成绩。

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功劳，而
是全体官兵的努力成果。

向英雄学习，是为了

唤醒自己心中的那个“英

雄”

●真正的英雄，要敢于直
面内心“无形的敌人”

●只要敢于迎难而上，每
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

红色故事会结束，各连带回。走在
路上，支援保障连四级军士长刘云龙始
终盯着前面战友的脚。伴随着值班员
“一二一”的口号，他想起了新兵时，
班长为了帮他踩准步子，一直在他耳边
喊“左右左，左右左”……

那时的刘云龙就像这“左右左”的
步伐一样，“一会儿‘英雄’，一会儿
‘狗熊’”，在两个极端之间痛苦挣扎。

当新兵时很拼，当义务兵时继续努
力，刚选改士官时雄心勃勃，几年下
来，刘云龙发现，资质平平的自己终究
还是队伍里不起眼的那一个。年底评功
评奖，优秀的战友比比皆是，他一次次
“落榜”。嘴上说着“没什么”，可心里
始终放不下。

受了挫，刘云龙开始学“乖”，不
再那么拼命。有人说：“平时差不多就
行，到年底再拼一把，好好表现！”刘
云龙有点动心。可事后，他又总觉得哪
里不对。

日子一天天过去，刘云龙感到越来
越没劲。“间歇性踌躇满志，持续性混
吃等死。”在网上看到这句话，他一下
子就记住了。起初，他觉得可笑，但很
快又笑不出了——这句话，就是在说自
己。

看完红色故事会，刘云龙的心又一
次被“点燃了”。
“这次的‘踌躇满志’究竟是间歇

性的，还是持续性的？”队伍中，像刘
云龙这样反问自己的何止一人？他们都
在思考一个问题——被英雄感染后，自
己何时才能成为英雄？
“不是所有教育都能立竿见影。做

思想工作，需要潜移默化长期影响。”
该旅领导说，用一个故事来感动官兵只
是开始，让英雄精神扎根官兵心中，是
一个长期过程。

刘云龙的心理成长曲线也表明，在
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要面对各种挑
战，总会有各种纠结。所以，成长就是
不断与自己心中“狗熊”斗争的过程。
真正的英雄，要敢于直面这些“无形的
敌人”。哪怕再微不足道的岗位，只要
敢于迎难而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
雄。

一场红色故事会落幕了，而这绝非
结束。在该旅深化主题教育方案中，他
们为每名官兵画出成长路线，并通过
“学典型、当标兵”活动，广泛挖掘培
树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岗位的先
进典型，激励官兵唤醒自己内心那个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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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雄 再 认 识
——透视一场红色故事会背后的英雄观

■本报特约记者 雷兆强 通讯员 闻苏轶 丁 凯

在90多年的辉煌历史中，人民

军队孕育出深厚的红色基因，这是

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独有的政治

优势。

今天，面对新时代国防和军队

建设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是政治建

军的战略任务和基础工程，是开创

强军事业的精神源泉。

对基层部队而言，红色基因具

体物化为军史馆里的一张老照片、

一杆老枪、一册战史……这些摸得

着、看得见的“传家宝”，蕴含着巨大

的精神力量。

当前，大批 00后官兵走进军

营。这些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官

兵，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老一辈革

命军人那样血与火的考验和精神洗

礼。当老传统遇见新生代官兵，需

要我们冷静思考，如何正确打开这

些“传家宝”。

系统研究，整合碎片化信息。

碎片化，是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

一个显著特征。它的优势在于传播

快，但也容易导致“只知其一，不知

其二”等问题。目前，基层部队挖掘

红色基因也存在此类问题。有的单

位历史悠久，红色底蕴深厚，但所谓

传承仅停留在一些支离破碎的历史

信息上。如此一来，开展教育就难

以深下去、实起来。传承红色基因，

首先要建立完整的资料库。特别是

经过调整改革的部队，更要注重军

史、战史的修订工作，编纂通俗故事

读本，通过开展“老兵回军营”等活

动完善相关资料。

结合现实，寻找最大公约数。

任何优良传统，都带有社会历史

性。传承红色基因是一个时代课

题，绝不是做考古研究。把英雄精

神融进练兵备战任务中，才是传承

红色基因的目的和意义。以时代的

眼光来解读传承红色基因，寻找连

接历史与现实的精神桥梁，才能从

红色基因中汲取养分，为强军兴军

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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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图①：第77集团军某旅举办红
色故事会，官兵真实再现战斗英雄

牛先民和班长余泽忠的故事。

图②：婚礼当天，烈士罗军的女
儿想起从未谋面的父亲。

图③：每名军人心中，都有一个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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