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长征副刊 E-mail:jfjbqjwh@163.com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袁丽萍

强军文化观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45分 印完5时05分

12

海军某基地发挥官兵主动性，用群众智慧丰富官兵文化生活，打造特色军港

文化。图为该基地官兵正在制作红色墙报。 梁 磊摄
第5083期

作品背后的故事

走进南部战区海军某综合保障基
地营区，主干道旁陈列的罗永峰、宋卫红
等 10余名基地保障尖兵的事迹备受瞩
目，富有战味、兵味的文化气息扑面而
来。自组建以来，该基地着力打造以“忠
诚、胜战、绿色、智慧”为主要特点的军港
文化品牌，激励着军港水兵扬帆起航。

一

又是一个周末，四级军士长梁磊
正和战友忙着给连队的“文化石”清

洗 、补 漆 。“ 牢 记 使 命 ”“ 忠 诚 ”“ 强
军”……一颗颗原本并不起眼的石头，
经过水兵们的精心雕琢，成为启迪心
灵的艺术品。
“官兵从担负的使命任务中汲取创

作灵感，让基层连队的文化景观各放异
彩。”该基地领导说。依托狭长甬道布

设而成的特色洞库文化，打造手绘安全
警示漫画墙和“油龙战鼓”表演的油库
文化，以“水鼓精神、防波堤精神、缆绳
精神、缆柱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码头文
化，小而精、小而活、小而美、小而暖的
“四小”方舱文化……因地制宜、就地取
材，一个个贴近战位、深接地气的营连
文化景观成为装点营区的别样风景。
“年轻官兵是文化建设的主体。我

们要打造年轻官兵喜闻乐见的文化产
品。”去年上半年，该基地政治工作部宣
传科科长贺跃民在严守保密规定的同
时，先后组织人员创作了“军港三部曲”
短视频——《听，军港传来青春的答案》
《闻，军港上的火药味》《看，军港水兵个
个乐开怀》。“三部曲”经上级微信公众
号推出后，赢得多方点赞。

去年 6月初，他们开通本级强军网
网站，最大限度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和
信息公开。前不久，他们利用强军网
反馈平台，通过广泛征集官兵意见建
议，把身边的先进典型请上“综保讲
堂”，定期组织开展“身边的感动”宣讲
活动，让官兵从身边的榜样事迹中汲
取强军正能量。
“一个人负责一条街 128 户 345 人

的所有生活保障……”近期，在“学战
‘疫’英雄，当强军先锋”故事会上，某监

测站高级工程师郑元春翻开妻子邹海
燕的抗疫日记《我的阵地》，跟官兵分享
了其中的几篇。日记中所展现的坚强、
奉献等精神，引发了现场官兵的情感共
鸣。很快，故事会被录制成视频，上传
至强军网，让更多官兵受到教育感染。

二

“咚、咚咚、咚咚咚……”傍晚时分，
军港码头一块宽敞的平地上，传出金木
和鸣的声响。整齐划一的鼓点、雄浑大
气的和鸣、富有特色的“油桶战鼓”，吸
引着官兵的注意。
“这是‘油龙战鼓’队，由某油料技

术保障大队官兵组成。他们创演的节
目多次在文化活动评比中获奖。”该基
地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说。

2008 年，在一次退伍老兵欢送仪
式后，看着熟悉的班长即将离开，心情
伤感的上士陈新，无意间拿木棍敲击
了摆在路边的油桶。“咚”的一声，引得
众人回头。羞赧之余，陈新也突然有
了灵感：这些油桶即将报废，何不当鼓
来敲？既不浪费资源，又独具油料兵
特色。

说干就干，在连队支持下，陈新和

战友将 20多斤重的油桶打磨抛光，喷上
红色油漆，贴上独具海军特色的蓝白反
光条，还在桶底加装了便于转换队形的
万向轮。就这样，凝聚官兵智慧的“油
龙战鼓”诞生了。12年来，154名官兵曾
在这支鼓队敲响战鼓。他们一茬接一
茬练，不断提升打鼓水平和整体效果，
在军地各级联演中演出30余场次。
“把舞台交给官兵，人人参与、人

人受益，用群众智慧丰富官兵文化生
活。”该基地领导说，他们按“坚持基
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
地位和首创精神”的要求，集纳兵言兵
智，充分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
活动，不断提升官兵参与感、归属感和
自豪感。

今年年初，在该基地迎新年晚会
上，节目全部由官兵自编自创、自排自
演。当晚，指导员任智辉等改编的音
乐剧《致敬英雄》《航母 disco》，展现热
血男儿的热情奔放；讲述基层官兵克
服困难、坚决完成任务的小品《假话真
情》《选择》，让大家笑中带泪……一个
个兵味浓郁又感情真挚的节目，受到
官兵的高度好评。

军 港 律 动
■董 鑫 方 侠

基层文化景观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官兵赓续传承“红军师精神”，用红军战史砥砺无畏勇气，让敢打必胜的红色基因与改革强军的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图为该师官兵在

进行高寒山地徒步机动。 刘 永摄

在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师史馆，那本
翻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
书》，记录了这支诞生于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的红军部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辉
煌战史。

初心如磐，征途如虹。该红军师是
1932 年 3 月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和领导的、
目前全军仅存的一支整建制师的西北
红军部队。近 90年来，该师孕育形成了
以“对党忠诚、信念坚定，长攻善守、勇
猛顽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热爱人
民、甘于奉献”为主要内容的“红军师精
神”。“红军师精神”犹如跃动的火焰，激
励着新时代红军传人谱写光荣篇章。

一

“他说：‘这里是我的根，不论走到
哪，我都要回到培养我的地方贡献力
量。’”去年 10月下旬，新疆军区在该师
所属部队召开“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
座谈会。会上，一名干部讲述了新排长
林祥从军校毕业后，主动申请回到红军
师工作的故事。

作为该师某红军团保送提干的优
秀士兵，林祥曾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2017”“安全环境”项目比赛，并荣立个
人一等功，军事素质全面过硬。毕业
后，他毫不犹豫地回到西北边疆。

情感认同，折射忠诚底色。林祥对
团队的感情，折射出一茬茬红军师官
兵“铁心向党、无悔追随”的心路历程。

该红军师的创始人之一，是红军将
领刘志丹。在领导西北武装革命斗争
中，刘志丹经历无数艰辛曲折，但他始
终坚持真理，反复向部队强调：“革命利
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
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

1935 年 10 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到达陕北后，西北红军自觉接受中央统
一整编。从此，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红
军北上抗日的出发点，成为中国革命的
大本营和红色圣地。1943年 1月，毛泽
东同志为西北红军领导人题赠“党的利
益在第一位”。

6支步枪建队伍、血战兰州城、甘南
剿匪、星夜进西藏……近 90年来，这支
部队先后转战陕、甘、宁、晋等 9省区，始
终听党话、跟党走，历史光荣而厚重。

二

延安宝塔山、兰州中山桥、西藏布
达拉宫、新疆天山雪松……该师营区
内，“红军师精神”雕塑群犹如一张张鲜
亮的“红色名片”，诉说着该师红区举

旗、陕北会师、保卫延安、边境作战、戍
守边陲的光荣历史。
“新兵入伍、新学员报到后的第一课，

就是参观‘红军师精神’主题红色文化建
筑群，让官兵在浓郁的红色文化氛围中受
熏陶、受感染、受激励。”该师领导介绍。
近年来，该师“红色文化大讲堂”也越办越
红火，一茬茬官兵通过一段段光辉师史，
激扬强军梦想，厚植忠诚底色。
“时刻听从党召唤！”每次“红色文

化大讲堂”上，战士讲解员张倩倩，总习
惯把这句话连同“红军师精神”一起，当
作开讲第一篇章。从陕北“闹红”到边
区屯田，从保卫党中央到西藏平叛，从
边境作战到戍守新疆——创建以来，该
师历经 30 余次改编整编、10 余次换防
调整，坚决听从党的召唤。

1998年，该师一个曾经立下战功的
红军团依令撤编。向军旗告别那天，闻
讯而来的老首长和官兵用颤抖的手抚
摸团队战旗，眼含热泪，依依不舍。“领
导干部要带头把工作放到大局中思考
定位。”时任团长袁思舜，第一个站出
来，疾笔写下“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请首长放心，即便脱下军装，我还

是红军团的兵……”战士王维本是团里

的干部培养苗子，接到命令，他背包一
打，走得从容。时任营长谢强华仍清晰
记得，一声令下，仅用了 40天时间，700
多名官兵退役，数十名年轻干部交流到
艰苦边远地区工作，团队顺利完成精简
调整，无一人向组织提条件。

岁月更迭，忠诚不改。该红军师官
兵“铁心听党话、绝对听指挥”的忠诚基
因一脉相承。
“红军师的官兵，就是要在位一分

钟、干好六十秒。”去年年底，该师面临
调整改革，多名干部被确定为转业对
象。他们坦然接受组织安排，自觉做到
坚守岗位标准不降，不为进退走留分心
走神。

待转业期恰逢疫情防控期。该师某
团参谋长尚阳被确定为转业对象后，仍
主动请缨上任务一线，多次带车赴机场
接返营官兵，坚守疫情防控一线 72天。
尚阳说：“进退去留的时候，是考验人的
时候，我们不能丢了红军传人的本色。”
“忠诚，关键要落在行动上，绝不能

把忠诚当作挂在嘴边的说辞、喊在嘴上
的口号。”这是该师官兵的共识。该师
坚持把厚植忠诚底色与赓续优良传统
相结合，以“红军连队样样红、红军传人

个个行”活动为牵引深化红色基因传
承，将红色战例、红色故事、红色歌曲等
素材嵌入经常性思想教育，不断凝聚起
忠诚使命、听令景从的力量。

三

尘沙漫天，铁流滚滚。2015年7月至
10月，该红军师整建制奔赴喀喇昆仑参加
高原使命课题训练。数月苦训，官兵的血
性意志在海拔5200多米的雪域高原得到
检验。参演分队在极高海拔、极端严寒、极
限距离上，数十类火器打出满堂彩。
“雪山之巅，风餐露宿，穿插百里，

血染边土，先辈们把红军传人的战旗插
上敌阵地……”开训前，官兵来到我国
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康西瓦烈士
陵园，缅怀先烈，回顾先辈们南征北战、
卫国杀敌的热血场景。

在那场边境作战中，该师官兵人均
负重 35公斤，连续 7天 6夜急行军，数日
以炒面充饥、靠冰水解渴，翻越 5座海拔
四五千米的高山，深入敌后，切断敌军
退路，圆满完成作战任务。

近年来，该红军师把提高官兵胜战

本领，作为延续传承部队辉煌战史的根
本途径，紧盯打仗需求苦练精兵。

天山南麓，孔雀河畔，“国际军事比
赛-2019”库尔勒“安全环境”核生化侦
察竞赛现场，中国陆军第一车组整装待
发。“2017 年，我的教练刘威在这里夺
冠，为红军师、为陆军争得了荣誉。今
年我有幸代表团队出战，唯有拼尽全
力，继续为红军师战旗添彩。”该师某红
军团中士朱立琪作为第一车组驾驶员
兼侦察员，目标笃定。

令旗猛然挥下，战车若箭离弦。猛
拉手闸、打满方向、踩离合……朱立琪
驾驶战车爬坡过坎，第一个冲过终点。
最终，中国陆军车组包揽了该项比赛单
车赛、接力赛、射击赛及团体赛 4个项目
的“第一”。

铁血忠诚铸就有力铁拳。近年来，
该红军师深入开展“战史、战功、战例、
战将”学习实践活动，将保卫延安“三战
三捷”、解放兰州“直取锁钥”、边境作战
“迂回奇功”等 17个经典战例，编印成战
术教材，作为政治教育、战法集训的“必
修课”，用红军战史砥砺无畏勇气，让敢
打必胜的红色基因与改革强军的时代
脉搏同频共振。

红军传人的“忠诚密码”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特约通讯员 史建民

有一个连队，地处山坳之中，被四
面大山夹在中间。休息时间，每当久
违的阳光照射下来，连队官兵便三五
成群、席地而坐，畅谈起“晒太阳”的故
事……情景剧《心中升起“红太阳”》生
动讲述了火箭军某旅阵管连官兵忠诚
奉献的故事，感动了众多官兵。
“‘抬头一线天’，用在我们那儿真

不算夸张。阳光对于连队官兵来说，
是一种‘奢侈品’。”谈及节目背后的故
事，该连原指导员刘强说起了那些动
人的点点滴滴。

到连队任职后，细心的刘强发现，
一到冬天，每天上午 10点半，第一缕
阳光才会照在饭堂的第 9块瓷砖上，
而不到两个小时，最后一缕阳光便会
从宿舍窗沿下悄悄溜走。为了把湿冷
的衣服晒干，战士们几乎每天都要与
太阳“赛跑”。中午本来是休息时间，
营院里却总会出现一群拿着衣服“追
阳光”的战士——他们一会儿将衣服
摊在草坪上，一会儿挂在树枝上，一会
儿又搭在石头上。

刘强见战士们对太阳很是向往，
就在休息时间见缝插针地组织开展
“晒太阳故事会”。大家围坐在一起，
你谈理想、我叙衷肠，好不热闹。在这
种氛围中，战友们的心贴得更近了，原
本孤寂单调的生活也变得丰富有趣起
来。后来，连队配置了全自动烘干洗
衣机、修建了阳光晒衣棚，生活条件一
天天改善，官兵再也不用追着太阳晒
衣服了。2019 年，刘强组织官兵将
“晒太阳故事会”编排成情景剧，准备
搬上旅文艺汇演舞台。节目编排完，
有战士提出质疑，一个谈天活动，大家
会喜欢吗？刘强回应道：“对于战斗生
活在大山深处的官兵来说，阳光是生
活必需品，更是理想的代名词。追太
阳，就是在追梦，就是在奉献。我相
信，这个节目能让无形的太阳照亮更
多人的心灵。我觉得这个节目能行。”

果然，不出刘强所料，汇演那天，
许多官兵是眼含热泪看完的节目。一
位四级军士长还专门找到刘强，激动
地说：“感谢你们为默默奉献的官兵
‘代言’。”这位四级军士长，名叫李加
华。感动之余，他也给刘强说了一个
自己与太阳的故事——

幽深的地下阵地，需要有人值
守。遇到演习训练任务，官兵连续值
班半个月、甚至 1个多月，也是常有的
事。时间长了，值班官兵的时空感知
会产生紊乱，甚至会不分昼夜。经常
有值班战士拽住送饭的战友问：“现在
是白天还是晚上？这顿饭是早饭还是
晚饭？”

有天晚上，通信班班长李加华，感
觉睡上铺的新兵张鹏翻来覆去睡不
着。在他的追问下，张鹏回答：“班长，
咱们有半个月没见到太阳了，我心里很
难受……”李加华安慰了张鹏两句，没
有多说什么。单调枯燥的值班结束了，
张鹏对阳光渴望的神情却一直在李加
华脑海中闪现。冥思苦想后，他有了主
意。趁着外出，他特意买回纸笔和颜
料，认认真真画了一个火红的太阳。

还是那个阵地，还是那个机房，又
轮到李加华和张鹏值班。那天清晨，张
鹏正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班长在耳边
喊：“起床了，太阳都晒到屁股了。”他无
奈地回应：“班长，这地下哪来的太阳？”
“是真的，不信你起来看！”张鹏满是疑
惑地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班长手中
那一轮冉冉升起的“红太阳”。他一下
子愣住了……此后，每天清晨，他们都
会把一幅“太阳画”张贴在巷道里。久
而久之，该旅“地下龙宫”里，就有了“升
太阳”这个特殊仪式。

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刘强。
他联手李加华，将“升太阳”的故事与
“晒太阳故事会”结合起来，创作出了
情景剧《心中升起“红太阳”》。节目在
该旅诸多“小散远”单位演出后，引起
了热烈反响。随着节目的广泛传播，
情景剧中讲述的故事进入更多人的视
野。前不久，火箭军发布征兵宣传
片。当视频中那一轮手画的太阳冉冉
升起时，该旅不少官兵都热泪盈眶。

追阳光
■黄 洋 冯金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