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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战争年代的枪林

弹雨我们无法体会，但英勇

无畏、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

是一脉相传的”

站在团史碑前，团政委的话，让身披
绶带的一营二连二班班长李君笑的呼吸
有些加快。

2月底，张富清老人的事迹经媒体
报道后，他们团的官兵发现，老英雄从军
时所在的 359旅 718团，正是该团前身部
队。几天后，李君笑在参加这次比武前
的集训时，得知老英雄的老连队就是他
所在的二连。这让他倍感骄傲，但压力
似乎又重了一分。

2015年入伍的李君笑，和同组的两
名队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大型比武。当
指导员告诉他，他们被抽中参加步兵战
斗小组比赛时，他的第一反应是紧张。
毕竟，平日里他的训练水平在连队算不
上最优秀，两名队友，一个同年兵，一个
二年兵，能力还稍逊于他。

可李君笑知道他们背负的期望。
参加比武，他们代表的是这支拥有光荣
历史和优良传统的红军团，代表的是二
连。在二连的连史馆里，最醒目的几个
大字“英勇善战模范连”，是二连的前身
部队 359旅 718团 2营 6连，在 1948年的
壶梯山战斗中表现英勇而获称的。那
场战役，作为突击组员的张富清，炸掉
了敌军的暗堡，第一次荣立一等功。
“我回过头一想，这也是个难得的机

会，必须好好训练，带点什么回来。我们
只有为英雄团队争光的义务，不能给他
们抹黑。”李君笑说。

一连班长张三虎作为教练员，是亲
眼看着他们三人在为期 2个月的集训中
如何淬炼成钢的。“训练中的艰辛就不
用说了，我最感动的是他们意志上的胜
利。其实集训时李君笑的痔疮就犯了，
比赛时因气候不适，症状更加严重，可
李君笑就是到卫生队要来高锰酸钾冲
洗了一下，硬是坚持到了比赛结束。”

李君笑有些不好意思。他觉得，队
友黎安康比他更不容易。“黎安康有腰肌
劳损，2个月的集训中一直是强忍着疼痛
和我们训练，他说不想拖大家的后腿。”

此前曾多次代表团队参加比武并取
得优异成绩的张三虎，很明白李君笑他
们备战参赛时的那种心境。“红色基因要
代代相传，传承究竟靠什么？靠的是日
常教育的熏陶和大项任务的历练，尤其
是参加大项任务，一喊出口号、喊出团
训，那股豪气涌上来，真的是眼睛都红
了，为使命而生、为荣誉而战的责任感会
油然而生，也就能领悟到那些英模前辈
为什么会去冲锋陷阵。”

李君笑对此深有体会。他们团是
“三猛”精神的传人。1948年 2月的宜瓦
战役中，718团对国民党整编第 61旅实
施猛烈突击，一举突破敌防御系统，并发
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勇猛追击，全歼敌
军，被 2纵授予“猛打、猛冲、猛追”荣誉
称号。张富清就是在那场战役结束后加
入了解放军，至此全团官兵始终发扬着
“三猛”战斗精神，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
胜利。

“张富清老英雄奋勇杀敌的事迹，对
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遥远。虽然战争年
代的枪林弹雨我们无法体会，但英勇无
畏、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是一脉相传
的。”比武开始前，李君笑小组三人一起
大声喊出“三猛”口号相互激励：“猛打敢
担当，猛冲不畏惧，猛追夺胜利！”最终，
在 9个竞赛课目、连续 23个小时的角逐
中，李君笑小组和二连另一个参赛小组
分别夺得陆军第五名和第七名。

就在李君笑他们归队的那天上
午，二连四班官兵和张富清老人进行
了一次视频通话，四班班长刘明鹏把
二连这次取得的好成绩给老英雄做了
汇报。屏幕那一端，老人听完后咧着
嘴开心地笑了，情不自禁地朝他们竖
起大拇指。
“好！很好！”

“从团史馆里一段段光

荣历史的记载里，从回团探

访老兵的讲述中，从张富清

老前辈的英雄事迹里，我看

到的都是‘忠诚’和‘奉献’”

了解到张富清老英雄的事迹后，该
团宣传股长帕力哈提觉得并不陌生。

在该团营区大门口左侧，挺立着一
座明显带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筑风格
的旧式大礼堂，方正、朴素、庄重。尽管
这座老礼堂如今看来已“不合时宜”，但
当年这是该团驻地的第一座大礼堂。

这几年，帕力哈提接待过很多回团探
访的老兵。看到大礼堂，睹物思景，他们
都会深情回忆起当年修建大礼堂的场景。

1949年 2月，359旅整编为第一野战
军 1兵团 2军 5师，于 10月开始解放新疆
的大进军。官兵进驻新疆后，遵照毛主
席“你们到新疆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
民多办好事”的指示，大力弘扬 359旅的
南泥湾精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
运动，广大指战员精打细算，节衣缩食，

用节约下来的军费作资金，兴建了钢铁
厂、纺织厂、发电厂、煤矿等厂矿企业。
“1962 年，为解决官兵长期露天进

行教育集会的问题，团党委决定自建礼
堂。”老兵告诉帕力哈提，当年全团官兵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烧砖、伐
木，家属义务缝制幕布，花了两年时间建
成礼堂。

帕力哈提记得“雷锋式战士”彭义全
给他讲过的一个故事。上世纪 70年代，
该团支援修建独库公路，一个战士挂在
悬崖上用力打炮眼，累到不知不觉晕死
过去。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把白床
单都蒙到他脸上。谁知一口气缓过来，
他又醒了，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去施工。
“从团史馆里一段段光荣历史的记载

里，从回团探访老兵的讲述中，从张富清
老前辈的英雄事迹里，我看到的都是‘忠

诚’和‘奉献’。就像张富清老前辈说的那
样，坚决听党的话，党叫做啥就做啥。”

帕力哈提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党的
十九大代表。“我从一个汉语都说不好的
维吾尔族青年，到战士提干，到成为党代
表，一路都是在团里成长起来的。”帕力
哈提的外公和母亲都是党员，从小外公
常给他讲共产党如何带领他们翻身过上
好日子，入伍前母亲对他的嘱托，也是
“听党话、跟党走，人生才会有出路”。

但直到来了部队，帕力哈提才对共
产党员有了更真切的认识。
“连队每次有了急难险重任务，都是

党员冲在最前面。比如说在高原驻训，
过河时车坏了，最先跳到冰冷河水里去
推车的，一定是党员，之后战士们就会跟
着跳下去。”帕力哈提说，“所以，我们给
战士宣讲党的政策和传统，讲得再好，也
要让他们看到党员是如何在实际行动中
履职尽责，如何在军事训练和维稳执勤
中践行使命担当。这样，他们对党忠诚、
听党指挥的信念就会更加坚定。”

该团团史馆里，陈列着一张已经泛
黄的节目单，第 7 个节目被标注出来：
小合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1964年，该团业余演出队赴北京参加全
军文艺汇演，一举唱响此曲，自此这首
歌曲开始传遍大江南北，久唱不衰。
“前不久，我们找到了那次汇演的老

片子，计划用现代手段翻拍一下，让如今
的官兵能重温经典，唱响经典，指引大家
像歌词中唱的那样，像张富清老英雄一
辈子践行的那样，永远听党的话，‘哪里
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军人也是普通人。只

不过，我们可以吃苦，可以

坚持去吃苦；可以奉献，可

以坚持去奉献。这源自这

身军装赋予我们的信念和

责任，源自英模前辈和官兵

的代代相传”

眼看着凯旋的战友迈着齐整的步伐
向营区走来，站在欢迎队列里的机枪连

战士刘亮，把手掌都拍红了。
刘亮是个军迷，从小崇尚军人，崇尚

英雄。高三备考最忙的那段时间，他还在
翻看有关抗美援朝的书籍，品味战争的惨
烈残酷和中国军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高中毕业时，他报考了海军大连舰艇学
院，却因为视力问题没能如愿。不甘心的
他选择了一所和大连舰艇学院“听上去很
像”的地方院校，大连海事大学。
“上了大学得知大学生可以参军入

伍，我又动了当兵的心思。”2017年，大连
海事大学大学生征兵共有 7个赴新疆的
名额，被最先来应征的同学“一抢而光”。
“我明白大家的想法，既然去当兵，

就想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练一下。”
来新疆之前，刘亮自认为做了最

“坏”的打算。但到了军营，他还是强烈
感受到现实的“骨感”。

“我想过军营生活不会时刻都像征
兵宣传片里那样热血沸腾，但没想过‘直
线加方块’的生活会日复一日的重复下
去。”

但刘亮还是想留在军营，他正准备
报考陆军工程大学。
“这两种想法并不矛盾。有人说，

大学生来当兵，多少都有些理想情
怀。我以为，军人的价值就在于牺牲
奉献，我们可能会长久地重复一种生
活，就是为了等待那一次任务的出现，
为了在那个时刻能第一时间冲到最前
面去。”

新兵下连时，刘亮和新战友刚到团
里，发现很多门上都贴着封条。一打听，
老兵们上高原轮训了。“新兵班长给我们
讲高原上有多苦，一个连的兄弟刚卸车
准备搭帐篷，就接到命令要去执行一项
任务，他们直接背起背囊负重急行军，在
任务地点坚持了十几天，一度没有水喝、
没有饭吃，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选择了喝
尿。”

那种场景，刘亮想象不出来。今年
年初，结束高原轮训的一批老兵回营，
“他们从卡车上下来，裹着布满尘土的军
大衣，嘴唇干裂，指甲凹陷，黝黑的脸上
泛着高原红，像野人一样。”但那一刻，刘
亮觉得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光芒。
“没当兵之前，尽管看过一些书籍和

影视剧，军人在我心中还是有些神秘。
但到了部队，我发现军人也是普通人。
只不过，我们可以吃苦，可以坚持去吃
苦；可以奉献，可以坚持去奉献。这源自
这身军装赋予我们的信念和责任，源自
英模前辈和官兵的代代相传。我想，张
富清老英雄就是抱着这种信念和责任，
才会在后半生不改军人本色，甘于隐姓
埋名，无私奉献。”刘亮若有所思。
“你认为张富清老人离你们遥远

吗？”
“不远，他就是我们团的老前辈。”
“但精神和境界上呢？”记者抛去最

后一个问题。
“老英雄高尚的精神境界，我们目前

当然还无法企及，但这也给了我们前进
的方向。一直以来，这就是部队的光荣
传统，向英模学习，向优秀的人学习，只
要努力不断向他们靠近，我们就会变得
更加优秀。”

老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
——与张富清老部队新疆军区某团官兵一席谈

■唐继光 董云杰 本报记者 柴 华 安普忠

霭霭暮色中，新疆军区某团全团官兵整齐列
队，迎接一支队伍的凯旋。

官兵欢迎的队列，从营区大门口一直延伸到
主楼前的赭红色团史碑，碑上“三五九旅是模范”
七个金色毛体大字，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熠熠生
辉。

这一次，它又将见证一群勇士的归来。踏着
全团官兵如潮的掌声，这群身披“精武标兵”绶带
的士兵，来到团史碑前合影留念。在不久前结束

的陆军“轻突奇兵-2019”比武中，他们夺得了步兵
战斗小组第五名和第七名，分列新疆军区参赛小
组的前两名，在夜间自动步枪射击单项课目较量
中还获得了陆军第一名。

这并不是该团近些年在各项比武中取得的最
好成绩，但由于按赛事要求，参赛选手并非团里优
中选优的尖子队员，而是随机抽组的普通战士，佳
绩因此显得尤为来之不易，也让现场致辞的团政
委王英涛有些激动。

“咱们团的前身 359旅 718团，抗战时期也叫
‘平山团’，曾被聂荣臻元帅誉为‘太行山上铁的子
弟兵’，这个称号就是当年老前辈在抗日战场打出
来的。这次大家有幸被抽中作为代表参赛，取得
好成绩，充分展现了我们‘三猛’勇士的作风。而
且，二连作为老英雄张富清的老连队，参赛队员在
这次比武中取得的名次最多，就像老英雄那样，坚
决听党的话，训练不怕苦，打仗不怕死，没有给老
英雄丢人！”

该团官兵苦练本领，矢志打赢。 马振超摄

近日，该团政委王英涛（左）代表全团官兵赴来凤县看望张富清老前辈。 别 增摄

他们，相距八千里；

他们，相差七十岁。

他们，是不相识的陌生人；

他们，似久别重逢的战友。

他们，看似没有共同的语言；

他们，却有强烈的心灵共鸣……

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一头是湖北省来凤县95岁离休老干

部张富清，另一头是新疆军区某团的

90后官兵。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是

那个永不磨灭的番号——原西北野

战军359旅718团。

（一）

“老班长您好，我是二连四班班长

刘明鹏。我代表全连官兵向您致敬！”

一句亲切的问候，一个标准的军礼，令

4000公里外的张富清老人热泪盈

眶。他立刻举起右手，向屏幕那一端

老部队的年轻战友回敬了一个军礼。

刘明鹏所在的新疆军区某团一

营二连，前身就是张富清老人所在的

原 359旅 718团 2营 6连。1948年

11月永丰战役打响时，张富清就担

任四班班长。

“真没想到，团里还有一位解放

战争时期的老英雄健在！”2月底，该

团政委王英涛从网上看到张富清老

人的感人事迹后，立即指派正在湖北

老家休假的组织股长陈辑舟、勤务队

战士吕长明，带着团里的慰问信赶到

来凤县去看望张富清老人。

走进张富清老人十分简朴的家，

陈辑舟和吕长明眼前处处呈现出军人

的印记：家具虽然陈旧，但井然有序，

一尘不染；床上的被单铺展得平平整

整，就连阳台上的一盆盆绿植，也像列

队的士兵一样整齐地“站”成一排……

看到老部队来人了，张富清老人

格外兴奋，双手按住沙发扶手用力一

撑，竟用单腿站立起来，给他们敬了

一个标准的军礼。他招呼陈辑舟、吕

长明在自己身边坐下来，饶有兴致地

聊起军旅往事。

从来凤县回来后，陈辑舟和吕长

明颇有感触，他们立刻把看望老人的

有关情况向团里做了详细汇报，之后

传达给全团官兵，大家都被老人家淡

泊名利、深藏功名、无私奉献的事迹

所感动，一场“学张富清先进事迹，当

新时代打赢先锋”的主题教育活动随

之在全团展开。

（二）

“老班长，我带您参观一下咱连的

荣誉室。”刘明鹏把镜头移向一块块展

板，上面详细记录了该连从革命战争

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光荣历史

沿革。张富清老人在小儿子张健全的

“翻译”下，认真听着连史介绍，不时为

连队屡立功勋竖起大拇指。

“老班长，这张照片就是您参加

过的永丰战役。”在一张黑白照片前，

刘明鹏停住了脚步，“当时您作为突

击组员，和战友们发扬‘三猛’精神，

炸掉敌人的碉堡，为团主攻部队扫清

了障碍。”

“这是咱们军人应做的事情，是

咱们的职责。”即使离开军营已经64

年，但张富清老人在言语间，仍然视

自己为一名军人。

荣誉室的展柜里，陈列着老人给老

部队的一封信。2个多月前，老人收到

老部队的慰问信后，就一直琢磨着给官

兵们写一封回信。信中这样写道：

“64年来，我很想念部队的生

活，没有忘记部队的优良传统，工作、

学习、生活中始终保持着当年突击队

员的本色，努力为党工作，从未给老

部队丢脸。如今我已近期颐之年，看

到我们的部队在习主席强军思想的

指引下不断强大，老部队‘猛打、猛

冲、猛追’的战斗精神得到传承发扬，

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军人生来为战胜。作为“三猛”

精神的传人，该团每年坚持评选“三

猛”好干部、好班长、好战士，激励官

兵苦练过硬打赢本领，强化“训练不

怕苦、打仗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老班长，您放心，我们的本领一

定会越练越强，连队建设一定会越来

越好！”二连指导员周巍代表官兵向

“老班长”表态。

“我放心，我很放心！”“老班长”

高兴地鼓起了掌。

（三）

随着镜头的转移，张富清老人还

“参观”了官兵们的宿舍和学习室。

学习室里的一排排电脑，窗明几净的

宿舍里摆放整齐的官兵日常用品，都

吸引着老人的目光。

“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过去好

了好多倍。”老人很有感触地对官兵

们说，“我们那时候没有寝室，寝室就

在大山上。”当年，张富清和战友们行

军打仗十分艰苦，经常连吃饭都在赶

路，用帽子、衣襟、树叶盛上饭边走边

吃，而且很少有鞋子穿，有时候一两

个月全是光着脚板走路。

“老班长，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吗？”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官兵和

张富清老前辈已经视频通话了半个

多小时。结束通话前，周巍请老人再

给官兵讲几句话。

张富清老人顿了顿声，挺直了身

板，郑重地说：“今天能看到大家我很

高兴。你们在训练中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发扬了当年359旅的精神。今

后，大家要坚决听党的话，保持官兵

一致，努力练就过硬的本领，团结起

来拧成一股绳，才能在党和人民需要

的时候挺身而出，勇于献身。这是我

对大家的一点希望。”

“老班长，我们一定会牢记您的

嘱托，听党的话跟党走，不怕苦、不怕

累，练好打赢本领，当习主席的好战

士。非常希望您能回老部队来看一

看，再给我们讲一讲您的英雄事迹。”

“我现在身体不大方便，左腿是假

肢，但我还是争取一定来看看你们！”

一位耄耋老兵，与一群青年官

兵，有了一个美好的约定。

上图：张富清老前辈开心地与老

连队官兵进行视频通话。刘 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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