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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白发苍苍，年过80的赵文法老

人体格依然健朗。站在“红四连”设施齐

全的现代化营院中，他不停感叹：“修得

真好啊，漂亮极了……”

2019年5月，“红四连”第19任指导

员赵文法，回到自己的老部队。半个世

纪过去，连队几经转隶，从当初的驻地山

东一路南下，来到海滨。

老兵身旁围着的这些年轻官兵，都

是“念过书的孩子”。他们开着新型步战

车，个个勇猛。

一切都有了新的变化，这让老兵倍

感欣慰。

站在连史馆，赵文法看着那些过往

曾经历的岁月，还有那些后来他未曾参

与的历史，一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

在这个英雄连队的红色血液中，始

终流淌着一脉相承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全军展开轰轰烈烈

的大比武，官兵们将全部的力量和热情

投入到军事训练中。赵文法回忆道：“当

时练习投弹，不像现在有专门的地方，我

们走在路上就能练。”

那时，官兵们洗澡都要去县城的公

共澡堂。从营区通向县城，是十几公里

的羊肠小道。赵文法和战友们每人手里

拿着一个空手榴弹，在尘土飞扬的路上

边走边练习投弹。

地面上砸出一个个坑来，年轻的士

兵们在身后留下一串串延续的印记。一

次次挥臂，又一次次俯身拾起，在相互比

拼中，他们兴致高昂地走完了那段长长

的路途。

点点滴滴的训练内容，见缝插针地

充溢在“红四连”官兵的生活中，积聚着

蓄势待发的力量。关键时候，他们靠得

住、顶得上。

和平时期，“红四连”每一代官兵

都参加过抢险救灾任务。如今，下士

曹俊鸿的家乡就是连队1998年抗洪的

地方。

浊浪滔天，泥沙翻涌。连史馆墙上

的照片中，那些奋战在大堤上的身影，让

赵文法不禁回想起1963年的那个夏天。

凌晨2点，他们接到紧急通知，随即

连夜步行50余里，赶到鲁西北地区的卫

运河边。

“大家拿着铁锹铲土，连着三天三

夜没休息。只要一停下来，人就能拄着

铁锹睡着了。”赵文法和战友们不断加

固大堤，肩并肩连成一排，成为大堤的

一部分。

“这是四连的精神，任何困难都挡不

住我们胜利的脚步！”说到这，老兵有些

兴奋。历史上，“红四连”官兵不仅用手

榴弹打过飞机，也曾在山东的高粱地里，

抱着一捆捆燃烧的高粱秆往坦克上冲。

营区训练场上，看到那一排排威武

的步战车，赵文法激动不已。

看着年轻士兵跃上战车，向着前方

阵地奋勇冲锋，老兵好像回到了过去，也

仿佛看到了未来。

传承，流淌在血液中的力量
■本报记者 卫雨檬

一支连队的精神地标

今年八一建军节，曹俊鸿在部队过
了第5个生日。

1998年夏季，一场洪水席卷了长江
中下游地区。江西上饶，一位孕妇挺着
肚子，在各山头之间转移。

站在高处眺望，洪水凶猛，大堤上
跳跃着的一群群迷彩身影，让她看到了
希望。

那年 8月 1日，这位母亲分娩了一个
男孩，起名曹俊鸿。

或许，从那时起，曹俊鸿就注定要成
为一名军人。

5年前的 9月，报名参军的 17 岁青
年曹俊鸿坐在电视机前，怀着无比激动
的心情观看了胜利日大阅兵。屏幕中，
猎猎战旗引领着威武之师阔步向前。

当“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英模部
队方队从天安门广场前走过，曹俊鸿禁
不住感叹：“真有气势！”

没想到，10 天之后，曹俊鸿竟然来
到这个连队，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这支满载荣誉的英雄连队，还有一
个名字叫“红四连”。她诞生于 1927 年
黄麻起义，和人民军队同龄。

入伍前，曹俊鸿只在书本里和电视
上看过“阳明堡”的相关介绍。来到“红
四连”，他才知道，阳明堡是一代代连队
官兵的精神地标。

那是一场被搬上电影屏幕的战斗传
奇——

1937 年 10 月，数架敌机连日在山
西上空穿梭轰炸。八路军 129师 769团
侦察获悉：阳明堡机场停放着日军飞机
24架……

19 日晚，“红四连”担任突击队，秘
密潜入机场。面对黑夜里的庞然大物，
如何摧毁敌机成为关键所在。
“当时，大家根本没见过飞机……”
今天的“红四连”官兵对那场战斗的

细节再熟悉不过，每个人都能脱口而出。
第一次见到飞机，也是第一次去摧

毁飞机。尽管手中的装备落后，但当年
那些年轻的官兵谁也没把困难放在眼
里——他们想出了用集束手榴弹往飞机
肚子里扔的办法。
“轰！轰！”爆炸声过后，飞机燃起大

火，滚滚浓烟弥漫了整个机场。守备的
日军随即反应过来，经过一个多小时激
战，“红四连”以 30多人伤亡的代价，歼

敌百余人，摧毁敌机24架。
士勇不惧乏良器。这场以少胜多的

“奇胜”背后，是一群人的赤胆忠心。彭
德怀曾这样缅怀在夜袭阳明堡战斗中牺
牲的英雄：“忠肝赤胆，与日月争光！”

夜袭阳明堡战斗的成功，是八路军
开赴抗日前线的又一次胜利。它大大削
减了忻口会战来自空中的威胁，沉重打
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全国
抗战军民的热情和勇气。

由此，该连被第 129师授予“战斗模
范连”荣誉称号。

2019 年，国庆 70周年阅兵训练，擎
旗手唐公建回想起第一次看到的那面老
旧的战旗——“一块鲜艳的红布做成旗
子，上面‘战斗模范连’5个字，是用颜色
相近的布条，一块块缝上去的。”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战争，再到和平建设时期，从内陆到海
滨，这面承载着辉煌历史的战旗，和一代
代“红四连”官兵共同走过不可磨灭的峥
嵘岁月。

什么是“战斗模范”？在每一位“红
四连”官兵心里，答案指向历史深处的同
一个地方——那是 83年前的阳明堡机
场，也是浴血奋战的每一个战场。

以战斗胜利的地标命名，让“红四
连”官兵倍感荣耀，也倍感沉重。那是
一种使命之重，需要用汗水和鲜血才能
称量。

一张照片背后的精

武传承

注目，凝神，屏息。
这一刻，耳边的风仿佛失去了声音，

曹俊鸿只感受到速度和力量。远处的靶
机开始飞快移动，短短几秒间，他冷静果

断地扣动扳机。
“嗒嗒嗒……”一阵点射过后，新的

训练纪录诞生了！
2020年 5月，第 73集团军组织创破

纪录比武，下士曹俊鸿在移动靶速射课
目中夺得集团军第一名。

那一刻，曹俊鸿内心平静，“只想
着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没给四
连丢人”。

曹俊鸿心中有个神枪手的梦想，这
个梦想源自连史馆里的一张照片——

画面里，毛主席双手持枪，将一支
56式半自动步枪举至胸前，闭起左眼，
睁大右眼，向前瞄准。在他身旁，罗瑞
卿、杨得志和杨勇将军笑逐颜开。

毛主席平生指挥过千军万马，却很
少摸枪，这是留下来的唯一一张持枪的
照片。

这张拍摄于 1964 年全军大比武期
间的照片，记录了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

枪的主人名叫宋世哲，是“红四连”
第 21任连长。他当时作为军区训练尖
子代表，进京参加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

40秒，40发子弹，命中 150米距离外
的 40 个钢板胸靶，其间 4次更换弹夹！
宋世哲出神入化的枪法受到首长们的高
度赞扬，毛主席兴奋地说，“把神枪手的
枪拿来看看”。

于是，就有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我军历史上，1964年的军事大比武

规模空前，引领了一个“训练尖子最光
荣”的时代。当时，久经战火洗礼的人民
军队，迎来相对和平的环境。我军告别
了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传统练兵模
式，开始向“从训练中学习战争”转变。
一大批以宋世哲为代表的“神枪手”“神
炮手”等训练尖子，成为当时的“明星”。

第一次在连史馆看到那把 56 式半
自动步枪时，曹俊鸿“感觉自己天生就对
这个东西有一点喜爱，希望什么时候也
能得到老连长的真传”。

曹俊鸿在射击上的天赋，是第一次实
弹打靶时显露出来的。那时，班长对着他
们一群新兵说：“谁要是能打出优秀，我就
破格请他去超市，零食饮料随便挑！”

初次考核结束，曹俊鸿打出 48环的
好成绩，是所有新兵中唯一达到优秀的
人。

很快，曹俊鸿意识到，射击训练其实
是一个比较枯燥乏味的过程，别人也很
难监督，只有靠自己。

曹俊鸿性格沉稳，持枪时“不着急，
也不恐惧”，注意力全在准星和靶子之
间。扣动扳机那一刻，他也丝毫不在意
那震耳的枪响。
“真正的神枪手，绝不仅仅靠天赋，

更多的还是后天努力。”为了提高射击能
力，他常常留在靶场反复琢磨。一天下
来，火药味熏得他鼻子里都是黑的。

刚下连时，列兵扎西麦浪的训练成
绩不理想。在“红四连”这样的荣誉连
队，他一度感到很迷茫。

今年，得知副班长曹俊鸿夺得集团军
射击比赛第一名，扎西麦浪心里有了触
动。连队每名官兵床头都贴着一句格言。
扎西麦浪在床头写下：向副班长学习。

恩格斯曾说过，“枪自己是不会动
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
用它们。”

从宋世哲到曹俊鸿，再到扎西麦浪，
“战斗模范连”老连长的“神枪手”精神，
在一代代官兵身上接续传承——他们是
“神枪手”，更是手拿武器、护卫家国的人
民子弟兵。

大比武，为人民军队创造的宝贵财
富难以估量。从 20世纪 60年代轰轰烈
烈的大比武，到现在备战打仗的热潮，精
武基因在“红四连”官兵身上一直延续。

2014年建军节前夕，习主席视察这
支英雄的连队。

2015年 8月，习主席签署命令，授予
连队“强军精武红四连”荣誉称号。这是

“红四连”新时代的使命荣光。
在统帅的殷切嘱托和关心鼓励下，

官兵们用每一天的刻苦训练和任务中的
出色表现证明，军事过硬永远是“红四
连”闪亮的金字招牌。

一次演练折射的时

代转型

震耳的枪炮声响彻丛林，硝烟四起。
盛夏，一场连实兵实弹战术演练在

闽中腹地拉开帷幕。
步战车内，通过 3个火柴盒一般大

小的潜望镜进行观察，驾驶员高润邦
有着自己的感受。看似狭小的视野
里，炮弹划出的轨迹直冲目标，火力密
集而猛烈。

从摩托化步兵连转型为装甲步兵
连，走在改革强军新征程上的“红四连”，
战斗力正加速提升。
“驾驶员必须紧盯视野中的目标。

只许往前，不能后退，这和我们连队的感
觉很像。”高润邦说。

然而，“红四连”的官兵们都知道，从
“铁脚板”到“履带轮”的转型之路充满挑
战。连长陈鑫回顾道：“那是一段在痛苦
中成长的日子。”

喜欢驾驶的高润邦，对自己的那台
步战车真是“又爱又恨”。转型之初，由
于操作不熟练，行进中的步战车很容易
“脱带”。他常和战友们抬着几百公斤重
的履带，一遍遍地拆解、连接。

每天训练完，高润邦都要拿着水桶
和抹布，钻进幽暗闷热的车体内部。手
中的抹布擦过车内地板，上面滴滴答答
的印记，混合着车内滴落的液体和他身
上淋漓的汗水。

后来，高润邦驾驶步战车，和编队一

同从登陆舰上开赴海滩，那如潮水奔涌
而来的浩荡气势令他热血沸腾。

曾经，驾驶座椅前数十种不同颜色
的按键，一度让高润邦手忙脚乱。为了
熟练掌握操作要领、快速生成战斗能力，
每天深夜，他和车长一同学习知识、苦练
技术。现在，高润邦的指尖起了一层薄
薄的茧，那些按钮他闭着眼就可以操作。

和高润邦一样，如今战车上车长、炮
长、驾驶员三大专业乘员和蓄势待发的
载员们，已经实现了从身体到头脑的“全
副武装”。

又一次抢滩登陆演练，高润邦和战
友们默契协同配合，出色完成任务。他
想象着，有一天自己驾驶步战车在海滩
上漂移庆祝胜利的情景。

对胜利的渴望，激励着“红四连”一
代又一代官兵勇往直前。

当年，滹沱河岸边的阳明堡机场遗
址，如今已是一片农田。

正是因为先辈们为争取胜利而不畏
牺牲、敢打敢拼，才有了眼前这麦浪翻涌
的景象。

眺望着眼前这片希望的田野，连长
陈鑫常常一边复盘当年那场战斗，一边
问自己：倘若今天我们去打这一仗，还能
赢吗？面对今天的改革转型，“红四连”
还能一如既往地军事过硬吗？

今年海训，新兵李华第一次见到大
海。刚俯身下去，一个浪打过来，他猛地
呛了几口水，感觉海水很咸、很涩。看着
别人一下子游远了，李华心里很急。

当晚，连队宿营在当地一所小学。
月光如水，操场的老树下，指导员陈思宇
组织大家讲连队故事。其中，班长李俊
逸“疯了”的故事让李华深受感动。

一次武装五公里越野考核，突然低
烧的李俊逸仍拼命坚持。挺到终点那一
刻，他晕了过去。醒来后，他像疯了一样
“抱着连旗号啕大哭”。

李俊逸是在“红四连”成长起来的老
兵，经历过习主席授称时的光荣，也体会
过连队转型时的不易。

对这支英雄连队的精神内核，李俊
逸有着自己的感悟——无论是夜袭阳
明堡那种迎难而上、敢打敢拼的精神，
还是坚守杀牛坪、血战西方山的英勇顽
强，都早已深深铭刻在连队每名官兵的
骨子里。
“有些东西，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

部分。”李俊逸说，“连史馆挂满的锦旗上
面，‘以一胜百’‘人人英勇 个个顽强’的大
字，每一笔每一画，都是用鲜血写下的。”

那晚，在潮湿闷热的海边，李华久久
未眠。第二天下海，李华“顾不上许多，
只管往前游”。迈开腿往岸上冲的那一
刻，他紧握手中的枪，自豪极了。
“‘红四连’充满一种朝气。”李华说，

“任何一个有血性、有干劲的人都喜欢在
这个连队待下去。”

8月上旬，年度海训结束。持续的烈
日曝晒，每个人的后背都脱了几层皮，绽放
起象征着刚毅和拼搏的“光荣花”。
“向胜利冲锋，永不退却！”从阳明堡

这个精神地标出发，跨越时代的艰难险
阻，一代代“红四连”官兵将这样一句话
铭记在心。
（采访中得到吴飞鹏、王华、苏朋大

力协助，特此致谢）

走进“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

军事过硬，永远的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卫雨檬 特约记者 赵 欣 通讯员 池俊成

2019年10月1日，长安街，国庆70周年大阅兵。

伴随《钢铁洪流进行曲》浩荡而来的，是气势恢

宏的战旗方队。

继2015年胜利日大阅兵之后，“夜袭阳明堡战

斗模范连”这支英雄连队，又一次出现在全国人民

的视线中。

第73集团军某旅二营四连上士唐公建挺立在

战车上，面容坚毅，目光灼灼。此刻，他手中“战斗

模范连”的旌旗显得格外沉。后来，他不止一次这

样说：“举旗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整个连队。我们

和先辈一起走过天安门……”

这支战功卓著的连队，与人民军队一同成长。

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走过长征千难万险，历

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们在战斗

烽火中扛起热血浸染的旗帜。

83年前，夜袭阳明堡战斗中，这支创造出“步兵

打飞机”神话的队伍，用敢打必胜的信念回答了“什

么是‘战斗模范’”。今天，面对传统步兵向装甲步

兵的转型跨越，他们踏出强军精武的时代足音。

从胜利中走来，军事过硬始终是这支英雄连队

耀眼的金字招牌。

图①：“强军精武红四连”组织宣
誓仪式，激发练兵备战热情。

图②：“红四连”官兵在陌生地域
开展战场搜索训练。

图③：第73集团军某旅合成营战
术演练中，“红四连”所在的装甲分队

正在快速向战场机动。 刘志勇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图为“红四连”被授予的“战斗模

范连”战旗。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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