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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个人，
将赫赫战功镌刻在史册，用牺牲奉献、血性胆气铸就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
碑。“纪律重于生命”“钢少气多、永不言败”“忠勇善战、创新争先”“英勇、鏖
战、坚守”“无私奉献为人民”……这些经过血与火淬炼的宝贵精神，被英雄

传人融入血脉，代代传承，成为激励新时代官兵矢志强军、建功军营的强大精神动力。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我们开设“英雄血脉·文化传承”专栏，走进英雄连队，感悟英雄精神，汲取奋斗力量。

开 栏 的 话

1950 年 11 月，在抗美援朝第二次
战役中，志愿军第 38军 113师奉上级命
令向三所里穿插，以 14小时急行军 145
华里（72.5公里）的速度，先敌 5分钟抵
达指定地点，成功阻击南逃北援之敌，
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穿插攻击的奇迹，
赢得了“飞虎”美誉。

翻开历史的卷帙，先辈的搏杀呐喊
犹在耳畔，辉煌的足迹清晰如昨。七十
载栉风沐雨、砥砺奋进，陆军第 83集团
军某旅官兵接续传承“忠勇善战、创新
争先”的“飞虎精神”，将红色基因转化
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在改革强军新
征程中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新的“三所里
战斗”。

一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在天寒地
冻的战场上，志愿军第 38军 113师是一
支令美军闻风丧胆的志愿军部队。“尤
以 113 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
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三所里战
斗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亲自草拟
的嘉奖令中，对 113师的突出贡献给予
极高评价。

时间回到 1950年 11月 27日 14时，
113 师指挥所内的电话铃骤然响起。
电话中，军长梁兴初首先转达了毛主
席用“大胜利”这个词对德川之战的评
价，而后下达了“以歼灭美军第 1师、第
2师、第 25师的主力为目标的战斗”的
新指令。
“必须在 11 月 28 日早 8 点前占领

三所里！我要求你们，不怕一切困难，
千方百计插到三所里！”梁兴初斩钉截
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截断敌南逃的
退路！”

能否按时赶到三所里阻住敌人，
是彭德怀总司令预计与美军决战的关
键一步棋。对此，全师官兵不敢怠慢，
在零下 3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冒着敌
人空中飞机袭扰和地面部队围追堵
截，迅速向三所里挺进。终于，在 28日
8时前，他们先敌 5分钟占领三所里，随
后与敌激战三昼夜，阻击南逃北援之
敌，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从战争到和平，从革命到建设，
栉风沐雨数十载，这支流淌着英雄血
脉的劲旅，接续传承“忠勇善战、创新
争先”的“飞虎精神”，不断谱写新的
辉煌。
“在英雄部队当兵，就应该有英雄

传人的样子！”这早已成为全旅官兵的
共识。每逢旅成立周年纪念日，各营
都会开展主题为“穿插小三所里”的活
动——组织官兵武装越野奔袭 14.5 公
里，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牢记光辉战
史、保持冲锋姿态，练就“哪怕只剩最后
一口气，也得冲下去”的精气神。

近年来，该旅着力打造“飞虎”品牌
系列活动，引导官兵在英雄血脉的传承
和红色文化的滋养中，持续激发练兵动
力。他们先后整理汇编《“飞虎劲旅”红

色基因》人物集和故事集，帮助官兵深
入了解“飞虎劲旅”的光辉战绩、优良传
统；拍摄制作“‘飞虎劲旅’向前进”岗位
练兵视频集锦，结合大项比武和演训任
务，开设“飞虎精兵”讲武堂，提振官兵
士气、激发战斗豪情。

二

在该旅合成一营二连荣誉室，一把
锈迹斑斑的军号被放置于显眼之处。
70 年前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嘹亮的
军号声，总会让来犯之敌心惊胆战。如
今，作为英雄的传人，二连将这把从抗
美援朝战场上传下来的老军号，作为连
队官兵的精神图腾。
“在激昂的冲锋号声里，二连的前

辈们打出了国威军威，也给我们留下了
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指导员杜昊介
绍说，“每年，我们都会组织一场特殊的
交接仪式，由新任司号员从上一任司号
员手中接过这把军号。”

上一任司号员，是连队的装甲技师
侯金亮。

去年 8月，二连组织步战车战斗射
击考核，参考的 210号车动力系统突发
故障。现场情况十分紧急，故障车辆正
停在射击跑道的中间位置，前边和后面
的车都还在射击，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
误击误伤，后果不堪设想。

千钧一发之际，侯金亮冲上前去，
对车辆进行检修。炎炎夏日，车内气温

高达 50多摄氏度，动力舱更是烫得让
人下不了手。侯金亮冒着危险，迅速完
成启动电机线路的接续。短短 5分钟
后，车辆重新恢复性能，顺利完成实弹
射击任务。
“作为二连的兵，遇有急难险重任

务时，就应该敢于冲锋、敢于亮剑。”接
过军号，新任司号员叶治江的耳旁久久
回荡着侯金亮的这句话。

在该旅，“忠勇善战、创新争先”的
“飞虎精神”，在官兵血脉中代代传承，
不断激发起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

时至今日，该旅装甲侦察连连长刘
浩，仍然难以忘记两年前的那次比武。

2018年 12月，在“精武-2018”军事
比武竞赛隐蔽行军课目的比拼中，刘浩
带领参赛班组克服伤病的疼痛和严寒
的考验，一路披荆斩棘、过关斩将，铆足
了劲儿向终点进发。临近尾声，当赛程
只剩下最后 3 公里时，大家兴奋地发
现，他们仅用时 2小时 18分钟，这比平
时训练的成绩要好得多。
“同志们，前面几项课目中，我们的

发挥并不尽如人意，相信你们心里都憋
着一口气。”见状，刘浩一边组织大家整
理身上的装具，一边跑到队伍左侧，激
励大家向第一名的荣誉发起冲击：“同
志们，我们是‘飞虎传人’，哪怕只剩最
后一口气，也要冲下去！”

一声令下，大家的战斗精神瞬间被
点燃。队员们咬着牙、拼了命地往前冲，
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以最快的速

度到达终点。最终，他们以优异成绩在
所有合成旅中排名第一。

战火硝烟去，铁血今犹在。人们欣
喜地看到，忠勇善战的“飞虎”血脉，依
然在这支部队官兵的身上流淌着。

三

东非内陆，骄阳似火。2017 年 11
月，“飞虎旅”抽组的第四批赴南苏丹
（朱巴）维和步兵营奔赴维和战场。刚
抵达任务区不久，步兵三连排长杨永强
就经历了一起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
当时，他正带领官兵执行武器禁区巡逻
任务。忽然，远处传来两声枪响。官兵
没有丝毫犹豫，迅速登车朝着枪响的方
向赶去。
“下车后，我立即和武装人员交涉，

告知他们这里是武器禁区，不允许持枪
械进入。对方情绪较为激动，并朝天鸣
枪示威。”杨永强回忆说。

面对数倍于己的武装人员和黑洞
洞的枪口，他们沉着应对、据理力争，最
终成功将武装人员驱离。对此，联南苏
团给予高度评价：“中国维和军人临危
不惧、反应迅速、处置稳妥，高度负责任
的精神值得称赞。”
“头顶天空蓝，臂挂中国红。身处

维和战场，必须要展现好大国军队的良
好形象。”虽然任务地区条件艰苦、疾病
肆虐、危机四伏，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
蓝盔勇士们纷纷表示：“‘飞虎传人’敢

于直面生死考验、敢于逢敌亮剑！”
除去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

所惜。在“飞虎”官兵看来，肩负起新的
使命、新的担当，更需要传承好“飞虎精
神”。

豫中某地，热浪袭人，“跨越 -
2019·确山 B”实兵对抗演习激战正
酣。“飞虎旅”作为红方参演部队，担负
夺控要点的任务。

战斗打响后，红方各攻击分队在己
方猛烈炮火和烟雾掩护下，兵分多路向
蓝军前沿阵地快速开进。然而，在阵地
前沿外，蓝军预先布设的铁丝网、三角
锥和雷场组成的组合障碍及各型火力，
给红方部队造成了极大阻碍。
“尖刀排，跟我来！”战场胶着时刻，

代理排长汪金伟带领全排一头扎进密
林，一路穿插奔袭，直捣纵深核心阵地，
成功割裂蓝军防御体系。

正当大家庆祝胜利时，下士张玉波
却发现，汪金伟右边脸上有血迹。走上
前去才看清，汪金伟的右眼角上被划出
了一道长约5厘米的伤口。
“其实当时没有任何感觉，唯一想

的就是怎么把这个任务完成好。”如今，
再次谈起这道伤疤，汪金伟骄傲地说道，
“这算是‘飞虎传人’的光荣勋章吧！”

英雄血脉永流淌，接续传承谱新
章。前不久，一场实兵对抗演练在某野
外综合训练场悄然打响。“飞虎旅”官兵
高擎旗帜、奋勇争先，又一次向“敌方”
高地发起猛烈冲击……

铁血今犹在
■程致远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 越

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接续传承“忠勇善战、创新争先”的“飞虎精神”，将红色基因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图为重大演训任务前，该旅组织

官兵重温光荣战史，在抚今追昔中汲取精神养分、激发强劲动力。 胡 庚摄

一首经典军歌，总会在那些当过兵

的人的记忆中荡漾。歌里面或饱含了

深情，或奔腾着激情，或张扬着精神，每

个人的感觉皆有不同。我独喜爱《我的

老班长》这首歌。它不仅让我永远难忘

自己生命中 16年当兵的经历，也让我

于这优美的歌声中，想起我永远都要感

恩的一个人——我的新兵班长。

我的班长有着 1米 81的个头，其

军政素质在当时5个新兵班长中，可以

说是佼佼者。强将手下无弱兵。班长

对他手下的新兵，自然是要求非常严

格。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他不近人

情。

当时，在队列、学习条令等方面，我

是班里的尖子兵。大家都知道火箭炮

连有个新兵潘洪伟，很是了得。但是，

这样“得意”的日子没过多久，随后到来

的5公里越野训练，让我犹如霜打的茄

子——蔫了。我从小到大就不擅长跑，

5公里越野，简直不敢想。在全连的一

次例行训练测试中，我便垫了底，拖了

班里后腿。就在我为此感到自责、情绪

低落时，一向严厉的班长找到了我，鼓

励我说：“洪伟，这次你不行，并不能代

表你永远不行。一定要相信只要经得

住、耐得久钢铁般的摔打，你是可以完

成向真正士兵的转变的。”说完，他把一

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郑重地放在了

我的床上，让我利用双休日好好看一

看，还撂下一句话，“打今晚起，熄灯号

后我就带你‘吃小灶’去。”“吃小灶”？

尽管我听得一头雾水，但也只能硬着头

皮答应下来。

当日晚，熄灯号后。夜很静。偌大

的训练场上，就我和班长两个人在奔跑

着。“平时没时间，你这5公里的弱项只

能现在来帮你‘进补’了。希望你能通过

加时训练把训练成绩提上来。”哦，原来

“小灶”是这意思啊。班长说要每晚带着

我加练1个半小时，这“小灶”吃起来，可

真不怎么“美味”。

那段时间，连队里正在学唱由小曾演

唱、在军营飘红的军歌《我的老班长》：“我

的老班长，谢谢你给我了坚强，天黑我已

不会再害怕，再苦也不会掉眼泪……”此

后，在一个来月“吃小灶”夜训中，我还真

从这首唱给“军中之母”的歌中，感知到

了班长之所以送我书的良苦用心，汲取

到了力争上游的力量。我望着跑在我前

面的那个高大背影，兵之初的点点滴滴

也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班长教我叠

“豆腐块”时的不厌其烦，教我稍息立正时

的一丝不苟，教我们战术训练动作时摸爬

滚打不怕脏、不怕累地冲锋在前……我

便一次又一次在长跑中打消了半途下

场的念头。

再后来，在我调到团政治处工作的

第二年，班长服役期满了，要脱下军装

告别军营。在我们送班长离开时，班长

那充满殷切期望、依依不舍的目光，至

今我都记忆深刻。那时，我的心里面有

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愫焦灼缠绕。我是

那么地舍不得班长离开。泪水流下的

那一刻，我再一次理解了何为“军中之

母”——班长为了把我们从一个个社会

青年带成一名名合格士兵，用尽了母亲

一样的心和力，付出了母亲一般的情和

爱。我永远感谢班长当年“狠心”的鞭

策和锤炼，否则哪有我在军营一步步地

茁壮成长。

现在，我已经离开军营 10多个年

头。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仍

会不由自主地想念我的老班长。值得感

喟的是，这首歌曲目前仍然在军营中被

广为传唱着，也是我们每逢八一战友聚

会时的必唱歌曲。这歌音绵长，如生命

的浪花，激越过我们蓬勃向上的青春；这

歌声如酒，使人在品啜昨日的战友情中

不时为之感动、振奋。

“我的老班长，我真的好想再跟着

你，我要为你再编一支歌，弹起你爱听的

吉他，等到我们再重逢的那一天，一起放

声把歌唱。”前不久的建军节，我和老班

长等战友们又相聚在一起。这首歌成为

了大家情感“焰火”的助燃剂，让我们的

战友情更浓更深。歌声之中，我们笑着，

乐着，眼睛湿润着，心中的情感如江水一

样激荡不已。

激荡情怀的歌声
■潘洪伟

岁月留声

●近日，武警湖南总队长沙支
队组织文艺轻骑队下基层开展巡演
活动，受到广大基层官兵热烈欢
迎。巡演采取基层官兵与文艺轻骑
队队员同台共演的方式，带来了以
身边人、身边事为素材创作的独
唱、舞蹈、小品等节目，让官兵在
“兵演兵、兵唱兵”的氛围中感受到
文化魅力。

（谭卓廷）

几场雨后，锡林郭勒草原生机
勃勃。一支文艺轻骑队正巡演在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官兵驻守
的地方。

训练场上杀声震天，官兵正在全
力备战上级组织的“北疆卫士杯”比
武竞赛。训练间隙，队员们与官兵一
起，在训练大棚前跳起《军营卡路
里》，带来阵阵欢笑。“我听见祖国召

唤，在硝烟之中呐喊”，列兵曹源激情
唱响《生而为战》，引发众多官兵合
唱，激扬起火热的战斗豪情。

某边境执勤哨所，队员们为巡逻
归来的哨兵献上专场演出。这里全
年风沙天气多达 210 天，冬季时间长
达 7个多月。哨兵们说，这场充满真
情的文艺演出，让他们心里很暖。演
出中，队员包赛楠接过哨兵邓开竟的
一捧草原小花，不经意间看到邓开竟
那双指甲凹陷、满布老茧的双手，顿
时鼻子一酸，便主动要求再唱一曲。
她与队员王捷凯共同演出了边防特

色浓郁的歌伴舞《风雪荣光》，触动哨
所官兵的心灵。

某野外驻训场，官兵正利用驻训
“黄金期”，开展各类野外条件下的专
业技能训练。阵地前，队员们唱响一
曲曲嘹亮的战斗歌曲。振奋人心的旋
律，激荡官兵的练兵热情。欢声笑语
中，驻训官兵卸下训练疲惫，也为下一
个训练目标攒足了动力。

草原绿毯铺展天际，雄健战马昂
首嘶鸣。某骑兵分队正在组织骑乘
训练。只见他们动作娴熟地展开马
上劈砍、乘马越障、镫里藏身、卧倒

隐蔽等课目演练，锋利的马刀闪耀锐
光。训练间歇，骑兵列阵在前，文艺
轻骑队的队员们放声高歌《战士与祖
国》，激情洋溢的歌声感染了现场官
兵。第一次参加军马培训的列兵们，
用已被磨出血泡的手高举起马刀，向
巡演分队表达敬意……
“把最美的节目送给亲爱的战

友”，9天时间里，这支文艺轻骑队走
进偏远的边防连队、来到热火朝天的
训练场，为戍边官兵带去 28 场慰问
演出，在北疆边防留下一个个精彩瞬
间和温暖记忆。

最美的节目送给战友
■周子琦 徐 鹏

文艺轻骑队风采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