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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永远时尚的“杨子荣”

夜色茫茫，太行山深处，几十顶墨绿
色帐篷坐落其间。

野外训练场，秋风乍起。第 82集团
军某部中士周建波钻出帐篷，借着微弱
的月光，小心翼翼踏上夜巡山路。
“站住！口令！”
“子荣！”
一句特殊的口令，揭开了一支传奇

部队的神秘面纱。
1947年,侦察兵杨子荣改扮成土匪，

深入匪巢与敌人斗智斗勇，活捉匪首“座
山雕”。

这个真实的战斗故事，伴随着长篇
小说《林海雪原》和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广为流传。杨子荣与“座山雕”核对暗号
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一“黑
话”，成为经典台词。
《林海雪原》开篇，作者曲波写道：

“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
荣、高波等同志”。

这本书，只有小学文化的曲波前后
写了四五年时间。写到杨子荣牺牲的章
节时，曲波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潸然泪
下。他让世人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位
叫杨子荣的英雄，真实存在过。

后来，《林海雪原》被改编成话剧、
京剧、电影等各种艺术形式，在不同时
期引起极大轰动。2014 年，电影导演
用 3D 技术重现红色经典《智取威虎
山》。3 年后，电视剧版《林海雪原》也
火热上映。

在一次次重新艺术演绎和解读过程
中，“孤胆英雄”杨子荣有勇有谋的形象，
深入人心。

杨子荣的传奇故事，是陪伴许多人
长大的经典记忆。纵使岁月流逝，智勇
双全的杨子荣，是始终不变、始终时尚的
经典人物——因为他身上，既有侠客的
忠肝义胆，又有人民子弟兵的热血忠诚。

直到今天，杨子荣依旧是人们心中
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坐标。

年少时，谁还不会哼唱几句“穿林
海，跨雪原……”又有几个男儿没有做过
当杨子荣的英雄梦？

士兵周建波就有过这样的梦。如
今，他已经成为杨子荣生前所在班的班
长。在“杨子荣英雄侦察连”，只有综合
素质最优秀的兵，才能当上这个班的班
长。

上等兵郝崇泽，打心底里佩服班长
周建波。在他眼中，周建波的军旅生涯
足够刻苦、足够“梦幻”。

对于吃过的苦，周建波不愿多提，只
用一句“不太记得”带过。“其实，这样的
苦都是大家一起吃的，说出来感觉有些
矫情。”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每名战友吃过的苦，指导员赵童都
记在心上：“精武-2018”比武期间，周建
波取得多个基础课目第一名，全程每天
负重 25公斤越野，穿坏 3双作训靴，射击
上千发子弹……

前不久，周建波用过硬的实力赢得
了保送提干的资格。

得知这个消息，连队的战友甚至比
周建波还要高兴。一群人跑进帐篷里，
向他祝贺。
“我们有幸在一个传奇连队当兵，必

须不断创造新的传奇。”周建波说，下一
步，他要把“杨子荣”的传奇精神带到军
校。

今天的“杨子荣们”

凌晨五点半，千山初醒，层层叠叠的
山峦披着淡淡的金纱。

野外驻训生活，让连队官兵更贴近
自然，也更有训练激情。

晨练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官兵们自
我加压，是因为即将到来的比武。

在“杨子荣英雄侦察连”，风气一向
如此：想立功受奖，就要拿比武成绩和平
时训练表现说话，真本事才是最大的实
力。

身边都是很优秀的人，这无形中给连
队每名士兵带来压力。“我们连每个人的
荣誉感都很强。在这样一流的连队，就要
用一流的标准要求自己。”下士邱鹏说。

当兵前，邱鹏练过几年篮球，自以为
体能还算可以。第一次训练，班长让他
跟上。看着健步如飞的班长，邱鹏一路
追赶，望尘莫及。
“今天就是跑死，也要跟上！”班长的

口气不容商量。
“我发现，每次有了‘想死’的感觉

时，就会有提升。”如今，邱鹏已经成为跑
在队伍最前面的人。

每天五点半起来训练的习惯，邱鹏
和战友莫玉萍已经坚持了2年。

这么拼，不觉得累吗？“想要的东西，就
自己努力去争取。”莫玉萍的回答很干脆。

前不久，野外驻训，营里在山上组织
3公里越野比武。“杨子荣英雄侦察连”和
兄弟连队许多体能出色的官兵都站到了
起跑线上，现场独独不见邱鹏的身影。
“我们连邱鹏？他不用来。因为，整

个山上根本没人能跑得过他！”连长贾国
政的骄傲写在脸上。

连长，也是这个连队的传奇。贾国
政刚到 18 岁就进了“杨子荣英雄侦察
连”。他用 16年的时光，成长为一名优
秀的狙击手和指挥员。

对枪的热爱，儿时就埋在贾国政骨
子里。小时候，只要攒下一点钱，他就跑
去买玩具枪。

入伍后，能摸到的所有枪，贾国政都
打了个遍。放眼全军部队，他的枪法也
数得着。提到狙击手，行内战友准能想
到他的名字。
“枪一响，我就知道打的什么枪。”贾

国政对枪声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在他
看来，枪和所有生灵一样，是有生命的。

天热了，找块布把枪盖上，怕它晒
着；天冷了，给枪盖上被子，怕它冻着。
贾国政与枪建立起的这种情谊，长久而
深刻。

与《林海雪原》的故事不同，现实中
的杨子荣，在活捉“座山雕”之后没多久，
在另一次围剿土匪的任务中不幸牺牲。

在连队，杨子荣牺牲的故事人人熟
知：1947年冬天，东北天气极寒，枪栓被冻
住，杨子荣未能先敌开火而牺牲。

杨子荣因为枪械事故而牺牲，成为
贾国政和战友心中谨记的“历史之痛”。
一次狙击手比武，正逢酷暑，为让枪保持
最佳恒温状态，贾国政甚至想“给枪准备
一辆空调车”。

即便取得再大的成绩和荣誉，贾国
政也从没有觉得自己是个有天赋的人。

每一名优秀的狙击手，都曾独自走
过一段常人难以想象的历程。很多人中
途放弃，因为过程实在太艰苦。

9 年前，广西正逢雨季，连续 20 多
天，贾国政都趴在雨地训练，常常累到爬
不起来。由于趴得太久，训练结束，每次
地上会留下一个深深的轮廓。

因为训练用眼过度，贾国政的眼睛
肿得生疼，一度看不见东西。他第一次
慌了：“喜欢的东西全靠眼睛，没有眼睛
还怎么打枪？”

千锤百炼成就了贾国政。比武屡屡
获奖后，他有很多机会，选择去其他更好

的单位发展。可他说：“我还是喜欢和我
的兵待在一起。”

16 年，贾国政已经在“杨子荣英雄
侦察连”扎下根来，和他的连队“长”在了
一起。

去年，贾国政接受央视《故事里的中
国》节目组邀请，录制现场连线。视频
里，他的身后，站着许许多多“杨子荣英
雄侦察连”的官兵。
“孤胆英雄”杨子荣，如今并不“孤

单”。
杨子荣牺牲 73年后，今天的“杨子

荣英雄侦察连”，接续传承“杨子荣精神”
的同时，信息化进程也正随着时代发展
快速推进。

2012 年，连队正式列装数字化装
备，成为全军第一支信息化、数字化侦察
兵部队。

走进“杨子荣英雄侦察连”荣誉室，
英模照片墙上，紧挨着贾国政的那名二
等功臣叫万一。

2008年 12月，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
生万一报名参军。“我们父母那一辈人，
或者参加过上山下乡，或者经历过改革
开放。到了我们这一代，很少有这样的
历练机会。”万一选择到军营，就是为了
磨炼自己的意志品质。

能考上清华大学，万一无疑是人群中
的佼佼者。一向把优秀当成习惯的万一，
对入伍后的生活充满信心：到了连队，一
定要做跑得最快、跳得最高的那个兵。

然而，到部队才 2周，万一心里便打
起了退堂鼓。每次训练完，痛苦万分的
他都反复问自己：“你来的意义到底是什
么？”

在这样一个钢铁般的集体，学霸万
一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连队的 5公里考核成绩，是按最后
一个人跑到终点的时间来算。很长一段
时间里，万一的成绩成了全连的成绩。

于是，战友们轮流用背包绳拉着万
一跑。“大家谁也没有觉得我是个累赘，
我更没有退缩的理由。”在战友们的鼓励
和鞭策下，万一坚持了下来。

不得不承认，个体具有先天的差异
性。不是每个人，都能跑得最快，跳得最
高。万一调整好心态，开始用自己的优
势，在连队寻找“存在感”。

当时，连队正进行信息化装备研发
升级。万一的优势很快显露出来。与参
与研发的信息化专家相比，万一比他们
更熟悉基层部队；在连队，万一又是学历
最高、最懂信息化的人。

靠着这一独特优势，万一脱颖而出，
荣立二等功。他的经历，也引发连队官
兵对技术和装备融合的深度思考。新时
代的侦察兵，不仅要有过硬的战斗本领、
顽强的意志力，还要有更“硬核”的综合
实力。

如今，万一已成长为清华大学团委
副书记、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副主
任。与同学交流时，他常常讲起自己当
年在“杨子荣英雄侦察连”的经历，鼓励
引导清华学子们到军营、到祖国需要的
地方去。
“人，需要这么一股劲。有时候就差

一口气，要对自己再狠一点，别顾虑那么
多。”与新时代“杨子荣们”并肩奋战的经
历，成为万一人生的最大底气。
“每当遇到困难，我都会想起‘越是

艰险越向前’的口号。”万一说，这已经成
为他生命中的精神图腾。

我们都叫“杨子荣”

杨子荣在剿匪战斗中牺牲后，曲波
十分悲痛。创作《林海雪原》时，他便把
杨子荣还活着的心愿，寄托在小说主人
公身上。

曲波的妻子说：“一个杨子荣牺牲了，
中国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杨子荣站起来。”

至今，“杨子荣英雄侦察连”仍保留
着一项传统。每天，指导员赵童都会在
点名前，高声呼喊杨子荣的名字，全连官
兵高声答“到”。

杨子荣，成为这个连队每名官兵共
同的名字。杨子荣赤胆忠诚的精神，成

为一代代连队官兵的不变信念。
连队荣誉室里，有一张珍贵的老照

片：1969 年 10 月 1日，“杨子荣排”官兵
作为英模团体代表，被特邀登上天安门
城楼，观看国庆20周年庆典。

下连后第一次走进荣誉室，士兵牛
广来盯着这张照片看呆了。“原来，我们
连这么厉害！”后来，每次来打扫荣誉室，
牛广来都会多看这张照片一眼。

最近，连队荣誉室添了一张新照片：
擎旗手牛广来手握战旗，参加国庆 70周
年阅兵庆典。

自己能成为连队光荣历史的一部
分，是牛广来从未想到的。

2019年 6月，作为“杨子荣英雄侦察
连”唯一一名代表，牛广来扛着连队战
旗，走进阅兵训练基地。

战旗，对每个荣誉连队而言，都意义
非凡。承担这份光荣使命的同时，擎旗
手势必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盛 夏 北 京 ，地 表 温 度 常 常 超 过
40℃。由于进驻训练基地比战友都晚，
牛广来一度跟不上训练节奏，站军姿不
到两小时，便吐了。

这一吐，牛广来成了替补。他害怕
自己胜任不了这个神圣的任务，给连队
丢脸。

拨通指导员赵童的电话，牛广来多
想说出那句：“不如换个人来吧……”

电话那头，传来指导员赵童坚定的
声音：“老牛，你就干吧！你一定可以，你
就是我们全连的希望！”

从那刻起，牛广来下定决心，一定要
让战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上。

对不善交际的牛广来而言，来到陌
生的训练基地，连队的战旗就是他唯一
熟悉、亲密的伙伴。看到连旗上几个金
黄色的大字，他就感到心安 。“连旗在身
边，就相当于战友在身边。”他说。

训练场上，牛广来把旗杆握得很
紧。“我们连队的旗在我手上。”想到先辈
曾经的付出，想到战旗传递到自己手中，
他一遍遍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

磨破3双战术手套后，牛广来擎着战
旗，从替补的位置换到战旗方阵第一排。

牛广来希望，这面旗，经过他的手，
再放一次光。

第一次预演，伴着激昂的鼓点，从天
安门前经过，牛广来的眼泪不由自主掉
下来。

金灿灿的阳光，打在鲜红的旗帜上，
仿佛真的在发光。

正式受阅那天清晨，牛广来更是激
动得全身发抖。分列式开始前，他特意
用手紧握了一下旗杆，对它说：“兄弟，我
们要开始接受检阅了。”

阅兵结束，长安街每一个路口，都挤
满兴高采烈的群众。人海之中，牛广来
听到一个清脆稚嫩的声音：“解放军叔
叔，我爱你。”

那一刻，这句来自陌生孩子的“我爱
你”，让牛广来觉得：“身上这身军装，穿
得真有意义！”

（采访中得到赵童、陈洁、邹吉庆、康

良庆、谭晓通、周胜、兰志红的协助，特此

致谢。）

版式设计：梁 晨

走进“杨子荣英雄侦察连”——

用 传 奇 致 敬 传 奇
■本报记者 李一叶

图①：陆军第 82集团军某部
“杨子荣英雄侦察连”在太行山深处

的驻训地。 杨 朔摄

图②：1969年10月1日，“杨子
荣排”官兵作为英模团体代表，被特

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20周

年庆典。 资料图片

图③：“杨子荣英雄侦察连”在
野外驻训。 杨 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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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一位小女孩抬头仰望，

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湛蓝的天空上。

望着小孙女花朵一样的脸庞 ，62岁

的老兵李连春感慨万千。经历过枪林弹

雨，他比常人更加珍惜和懂得现在美好

生活的来之不易。

老兵李连春来自一个传奇的英雄连

队——“杨子荣英雄侦察连”。这个英雄

连队，沙场浴血奋战，屡建奇功，在数百

次战斗中出色完成各项任务。

连队荣誉墙上，有“卫国英雄”李连

春、“钢铁战士”刘庄、“战斗英雄”李占

元、张景耀……他们中，最被世人熟知

的，是侦察英雄杨子荣。

1947年，杨子荣被追授“特级侦察英

雄”荣誉称号。他生前所在排，被命名为“杨

子荣排”。从此，“不怕流血牺牲，越是艰险

越向前”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连队官兵。

李连春永远记得这个口号，更永远

忘不了那些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

那年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战友刘庄执

行任务时触雷负伤，高位截肢。经历6次

大手术后，刘庄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只剩不

到一米，可他当众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战友赵振海入伍没多久，就找到连

长李连春，主动要求上战场。“我不怕

死！”他说，“家里除了我，还有3个孩子，

我牺牲了，家里还有他们！”连队里，和赵

振海一样主动请缨的人还有很多。

作战期间，李连春受邀代表连队参加

了全军英模大会。1987年12月，连队被

中央军委授予“英雄侦察连”荣誉称号。

“在和平年代，我们这样的部队，有

时显不出什么来。可一旦打起仗来，我

们的作用和厉害就显出来了！”李连春

说，“因为，我们有内功。”

李连春所说的“内功”，绝不是一天

两天练成的，英雄也不是喊口号喊出来

的，而是“杨子荣侦察连”一代代官兵一

点一滴积累出来的。

“杨子荣英雄侦察连”的兵，到哪里都

要当精英。转业成为交警，李连春把连队

的精神带到地方，仍用建一流连队的标准

严格规范自己，在任务中再立新功。

今年，是四级军士长曾明武进入“杨

子荣英雄侦察连”的第15年。记者采访

当天，恰是第82集团军某部老兵退伍的

日子。曾明武曾见过战友们临别前依依

不舍地紧紧相拥；见过两名战友一把鼻

涕一把泪，哭得分不开；还见过送老兵的

车就要开动，有人就是扒着车不下来。

凌晨4点，老兵付建锋哭得像个孩

子。曾明武特意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幕，

“笑话”他没出息。

付建锋打心底舍不得离开，可他是

家中独子，父母盼他早点回家。

离开前，付建锋说自己有个心愿：想

把自己用过的军被继续留在连队，证明

他曾来过。

从来没有老兵提过这样的“要求”，

连队很为难。记者告诉付建锋：“你的被

子估计不能留下，但你的名字我可以帮

你留在写连队的报纸上。”

听到这，付建锋开心极了。就在记

者写下这篇文章时，他还发来消息说，离

开连队后，感觉只有两个字：后悔。

总有些人留不住，总有些事会随着

时间改变。可也有一些东西，永远不会

消失。

在“杨子荣英雄侦察连”哭过笑过的

那些日子，一茬茬官兵经历风雨锤炼，获

得了不一样的“内功”。

“我们都叫杨子荣。”他们用这样的

话语宣告：传奇永远都在。

一个名字和一支连队
■本报记者 李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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