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敬“人民子弟兵”!
——“八一”建军节特别报道

责任编辑 丁昌忠
视觉编辑 张珍妮
邮箱 qnrb999@163.com 2021年8月1日 星期日

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 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

● 地 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剑江南路9号 ● 邮 编：558000 ● 总值班：兰森 ● 总编辑：周德扬 ◆ 新闻热线 ：0854-8361166 ◆ 广告热线 ：0854-8367008

无论是祖国领土受到侵犯，还是人民群众的安危受到威胁，总有一群
人挺身而出，出现在最需要出现的位置，尽最大努力保家卫国，他们被誉为
“最值得信赖的人”。

他们的名字叫“人民子弟兵”。“人民子弟兵永远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
城”，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他们把生命和青春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不畏艰
险、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彰显着革命军人的信仰和本色。

和平建设时期，依然是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无论是各种
危急关头，还是抢险救灾现场，又是“人民子弟兵”一马当先，挺身而出……
他们深知，他们守护的是国家前途、社会和谐、百姓安危，绝不能后退半步，
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人宗旨。

一代又一代可爱而伟大的“人民子弟兵”，用责任和担当践行着初心和
使命，让军旗高高飘扬在神州大地每一寸山河的上空。

“炮声、枪声、手榴弹声，还有
人的叫喊声，一阵阵撕心裂肺、欲
聋震耳，让人肝肠寸断，至今还在
记忆中。”

1979年 2月 19日，是中央军委
下令攻打惩罚越南黄连山省老街
的第三天，整个战斗异常艰辛、残
酷无情。1976年2月入伍的黄学军
穿梭在枪林弹雨中，身边战友一个
个倒下，他不顾伤与痛，义无反顾
冲锋陷阵。

越南老街桥头堡 10 号高地是
越军苦心经营的一个高地，配制火
力强大，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我
军一一八团一营从 25号高地向 10
号高地发起猛攻，整整攻打了一个
早上，每次发起冲锋，都有战友和
年轻战士献出鲜血和生命。时间
在一分一秒过去，冲锋战斗一次次
失利，一营营长杨长发的头上滴下
了豆大的汗珠。

按时拿下10号高地，为全军取
得全面胜利提供保障是一营的主
要任务。黄学军是一营的报话机
员，也是团通信连的技术骨干，他
曾经在 1978 年 6 月份在昆明军区
无线电报务、收发报、密语、军语的
通话比赛中夺得全能冠军。

面对易守难攻的高地和多次
冲锋的失利，当时黄学军的心情和
每个战士一样着急，身为报话机员
的他，也顾不上危险，捡起一支半
自动步枪，瞄准一名越军机枪手，

一枪将其击毙，随后又击毙一名正
在冲锋的敌军步兵，与战友一起并
肩作战。

但越军交叉火力太猛。这时
师指挥部直接呼叫黄学军报告战
况，营长和教导员电文向师指报
告，要求炮团炮火全力支援一营，
向 10 号高地目标发起攻击。由于
越军狡猾，加之我军一线部队英勇
顽强，拼命攻击，敌人感觉支撑不
住，向 11、12 号高地的桥头堡方向
拼命逃窜，一营迅速占领了10号高
地，正准备向逃往 11、12 号高地敌
人追击。

与此同时，我军支援的炮火向
10号高地袭来，意外炸伤10多名战
友。在这千钧一发之时，黄学军未
经请示，由发报改为明语，直接通
知师指挥部炮群，我方已经占领 10
号高地，要求火炮向敌11号高地实
施延伸射击，修正目标 50 米、100
米，及时避免了一场重大的误伤，
拯救了一营的官兵，同时又将逃往
11、12 号高地的敌人覆盖歼灭大
半，溃不成军。

经历 2天 12个小时的时间，我
军顺利攻下了从小曹无名高地到
老街桥头堡的所有高地，提前完成
了攻占老街的任务。战后，英勇顽
强、视死如归的黄学军荣获一等战
功，并出席了云南省边防部队庆功
大会和北京英模报告会。

时光无法抹去的记忆
——记战时一等功臣黄学军

本报记者 谢义将

回首人生经历，最让王科元引
以自豪的是:他曾经是一名军人。

王科元 1959 年出生在惠水县
花红镇幺关村一个朴实的苗族家
庭，1978 年，他穿上了梦寐以求的
绿军装，来到广州军区第 55 军 163
师489团3营7连当战士。

在新兵摸底考核中，全班 10个
新兵，数王科元成绩最差，归队的路
上，新兵们念起了顺口溜:“投弹二
十五，跳马骑屁股，跑步像跳舞，打
靶不用糊。”每一句话像钢针一样扎
在王科元心上，他恨不得找个缝钻
进地里去。

“我要埋头苦干，加班加点，非
争口气不可。”他暗暗下定决心。

操课之余，他笨鸟先飞，别人练
一次，他练两次，别人用一个小时，
他用两个小时。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 当新兵训练结束的时候，王科
元在结业考核中，每个科目都达到
了优秀水平。

1979 年 3 月 4 日，王科元跟随
所在连到凉山市攻打南郊 391 高
地，越军部署3门37高炮、一挺高射
机枪，凭借着居高临下的地形，对奇
穷河大桥组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
战争的残酷惨烈使人无暇他顾，只
知奋勇冲杀。

“我端着轻机枪，利用低姿匍匐
的战术动作，在全班火力的交替掩
护下，迅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通
过奇穷河大桥后，我凭借着山高洞

多、草深林密的地形爬到半山腰。
突然，发现 3 名敌人从山顶上向我
猛扑过来，我牙关一咬，迅速端起轻
机枪进行抵近射击，一梭子弹将其
全部撂倒。当我冲至离敌阵地 15
米处时，一名越南兵从草丛中朝我
猛扑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枪管，我
顺势用左手抓住敌人的脖子，使尽
全身力气将他按倒在地，右手猛扣
扳机，一枪击毙了这个敌人，然后迅
速朝山顶冲刺，离阵地2米时，纵身
一跳几个翻滚，冲入敌高炮阵地，当
时发现六名敌高炮射手在高炮架上
装弹瞄准，我一下拉燃两枚手榴弹，
左投一个右投一个，顿时一阵乱枪
朝我扫来，我迅速卧倒，子弹从头顶
飞过去，我奋不顾身地继续抱起轻
机枪，对准了六名敌人迅速扣动扳
机，全部子弹射向敌群。战友们迅
速跟进，一鼓作气占领了391高地，
缴获37高炮3门，击毙敌军十余人，
为部队冲击扫除了障碍。”回忆起战
斗时的场景，王科元一脸自豪。

根据王科元在战斗中的表现，
连队党支部批准他火线入党，战后
他个人荣立一等功，所在班荣立集
体一等功，七连被中央军委授予“攻
坚英雄连”荣誉称号。

“回忆起血与火的经历，我常常
激动不已，能够为祖国奉献自己的
青春年华，无怨无悔。”王科元激动
地说道。

战火中的山鹰
——记战时一等功臣王科元

本报记者 彭悦

1979年8月，祝晓海考入了昆
明陆军学校，1982年4月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1983 年至 1985 年祝晓海在步
兵第 94 团任团作训参谋、侦察参
谋和特务连副连长期间，先后参加
了中越边境董干地区侦察执勤作
战，老山地区防御作战，马林地区
侦察执勤作战。其中老山地区防御
作战发生在1984年8月，那时祝晓
海所在的步兵第 94 团担任了老山
主峰方向的防御作战任务。至 11
月底，他们接到师部命令，要求对
1072高地前沿前越军968高地实施
出击作战，消灭 968高地之敌，巩
固老山主峰防御，扩大防御作战成
果。

所谓的“968高地”位于老山
主峰 1422.2 高地向南延伸的山脊
上，距我军前沿支撑点 1072 高地
约 900米，越军有约一个连的兵力
防守，其前沿 74 号高地距我军前
沿 75号高地仅有 80米，从 75号高
地到 968高地期间一共有 5个小高
地（从74号高地至968高地依次编
为1至5号高地），纵向排列在一条
山脊上，正面较窄，防御弹性好，
易守难攻。

作为团侦察参谋的祝晓海对作
战地区的地形和敌情掌握得非常清
楚，他想，如果我军从 74 号高地
正面开始实施攻击，需要连续攻克
5个高地，一旦其中的某一个高地
形成反复争夺，必将增大攻击难度

和伤亡，不易达成战斗的突然性和
速决性。于是他向团首长建议，可
使用侦察和工兵小分队提前在1号
和2号高地侧翼隐蔽开辟通路，渗
透至越军 2 号和 3 号高地之间潜
伏，待攻击发起后，抢占 3 号高
地，而后引导步兵分队直接从3号
高地向 4 号、5 号高地发起攻击，
以缩短攻击距离，迅速解决战斗。

11 月 25 日，在攻击发起前 3
天，接团首长命令，祝晓海率侦察
和工兵各 2 个小组利用大雾作掩
护，在 1号和 2号高南侧开辟了一
条通路，并于当日下午行进至2号
和 3 号高地之间潜伏。等到 11 月
28 日凌晨，团部开始发起攻击，
祝晓海率侦察分队抢先占领3号高
地，而后引导步兵向 4号和 968高
地冲击，并首先冲上 968高地！战
斗中祝晓海毙敌2人，指挥攻击分
队占领了968高地。

由于祝晓海作战英勇，战后记
一等功，光荣地出席了原昆明军区
和陆军 11 军“两山作战庆功大
会”，并在 2019年 9月荣获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
念章》。

祝晓海 2007 年退役后，先后
于 2007 年和 2009 年当选都匀市东
山社区支部委员，2013 年当选平
桥社区支部书记，2016 年被选为
都匀市人大代表，2019 年再次被
选为都匀市人民陪审员。

老山上的侦察兵
——记战时一等功臣祝晓海

本报记者 石学业

“原谅我，我必须要赶1点钟的
飞机回部队。”

“你走吧，我们可以改为线上
婚礼。”

2017年 1月 18日，一场浪漫的
婚礼即将开始，却被一个电话中断
了这份喜庆，部队紧急命令他立即
归队。他向她敬了一个军礼，便匆
匆离去。当时，她分不清自己眼中
的泪水是幸福还是委屈，但她知
道，这是一个对党忠诚、不辱使命
的军礼。

她叫高威，老家在山东革命老
区。她的外公曾是一名军人，相框
中泛黄的照片，丝毫不影响外公身
着军装敬礼的自豪感。外婆曾说：

“外公的军礼肩负的是‘革命军人
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使
命。”

“儿时的我不懂何为‘使命’，
但那个军礼在我心里埋下了‘初心
’的种子。”高威说，长大后，她怀着
这份“初心”嫁给了军人。

高威的丈夫在福建泉州一个
有着“炮击紫石英号”美誉的野战
部队服役。2017年，丈夫到新疆库
尔勒驻训，两个月杳无音信。她只
身一人来到库尔勒，恶劣的天气，
风卷黄沙无情地拍打着她的脸颊。

“ 你 在 哪 ，我 怎 样 才 能 找 到
你？”“库尔勒”在维语中的意思是

“眺望”，高威就这样在这座陌生的
城市苦苦寻找和“眺望”。直到第 7
天，一辆军车向她驶来，停在跟前，

车上跳下来两名同志端正地向她
敬了一个军礼，说：“嫂子，我们是
73146 部队的，我们来接您了！”此
时，双眼模糊的她，哽咽着已经说
不出话语。

相聚 3 日，夫妻俩告别时没有
眼泪，只有“军礼”，这是他对她的
至爱表达。

“你不是爸爸，我的爸爸在手
机里。”他俩的女儿就要两岁了，如
同许多军娃一样，孩子对爸爸的概
念模糊。丈夫在休假的这些日子
里，每天都在教女儿敬军礼，直到
假期最后一天，女儿向爸爸敬了人
生中的第一个军礼，喊道“爸爸叔
叔”。高威感慨：这是一个志向传
承的军礼，这是一个憧憬未来的军
礼！

高威和女儿的军礼好似一个
“轮回”。今年 1 月 8 日，高威带着
襁褓中的女儿来到黔南，光荣地成
为都匀军分区的一名新兵。“我心
系国防绿，逐梦孔雀蓝，怀着与‘君
’共‘武’、军营齐飞的憧憬。”

她穿上军装，带着军分区首长
的嘱托前往贵定县人武部报到，同
志们笔挺而庄严地向她行“军礼”
表示欢迎。她骄傲地昂首挺胸，名
正言顺地抬起手臂回敬“军礼”。

“这一刻，我深知这是一个勇
于承担职责的军礼，更是一个甘于
不断奋进的军礼，我要为初心奉献
我的力量，实现从为‘小家’到为

‘大家’的转变。”高威说！

一个军礼，让她“嫁”入军营
本报记者 曾宪华

他曾是一名在川藏线上为过
往部队服务的炊事兵，服役的地方
叫荣喜兵站，兵站坐落在川藏线东
达山318国道旁，海拔4100米。

他叫岳前龙，曾在西藏服役 12
年。在那里，夏季多雨，经常发生
山洪、滑坡和泥石流，道路被冲毁
是常有的事；冬季很冷，一年有8个
月都是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30
至40度。蔬菜和水果运不上来，并
且特别容易被冻坏，由于身体长期
没有维生素补充，导致许多官兵出
现指甲凹陷、嘴角开裂、嘴里长满
了溃疡。

在那里，空气中的含氧量仅为
内地的 47%，意味着即使平地行走,
也像在内地负重 20公斤,即使躺着
不动，心脏负荷也是内地的好几
倍；紫外线强度是内地的 5倍,长期
在那里生活的人，都会染上高原
红，脸不仅是酱紫色的，而且还脱
皮，嘴唇的颜色是乌青的。

在那里，最难熬的就是孤独。
整个兵站多的时候也就十来个人，
少的时候只有六七个。由于兵站
条件过于艰苦，接待的车队很少，
时间长了，就算很健谈的人上去待
上半年也会变得沉默寡言。用一
句话来形容那种孤独感就是：“白
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

岳前龙告诉记者：“我们兵站
来过很多将军,他们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在这里，你们躺着就是

奉献！’”
氧气不饱信念补，没有财富有

忠诚。就在这片被医学界称为“生
命禁区 ”的地方,一代又一代的高
原官兵却发出了“不把领土守小了,
不把主权守丢了 ”的铮铮誓言。因
为他们有“艰险多吓不倒、条件差
难不倒、任务重压不倒”的川藏线

“三不倒”精神作支撑。
纵使雪山改变容颜,也无法改

变军人卫国戍边的决心。纵使冰
风侵蚀肌肤,也无法动摇军人守望
和平的梦想。这就是像岳前龙这
样千千万万的高原军人，用自己的
全部向党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由于长期在高寒缺氧的环境
里工作，2020年4月，岳前龙被查出
患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急
性冠脉综合征，并 2次下达病危通
知书，现在他需要终生服药……

生命只有一次，健康也不是用
金钱能买回来的，这个道理谁都
懂。但岳前龙从不言悔。他动情
地说：“作为一名军人，就要懂得奉
献和牺牲，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高原
战士，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
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资本，虽然我
的身体已不再健康，但我有一腔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
还’的热血，我有一名高原军人该
有的信仰和情怀，更有一名共产党
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的信念！”

岳前龙：我的青春在高原
本报记者 牟泗亭

他，是训练标兵，是全国先进工
作者，一直以来，他始终坚守着共产
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在工作中兢兢
业业，他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红门
工匠˙追梦鲁班”鲁文贵。

“心有所信，方能远行”，回顾鲁
文贵 23年的消防工作历程，可以用
这八个字概括。

鲁文贵出生在一个偏僻小山
村，小时候的他，无时无刻都在想逃
出这片大山，终于，他等来了机会。
1998年 12月入伍后，鲁文贵总会在
写给家里的信中提到：部队太好了，
天天都吃大米饭，我要一直干下
去。起初的他，只想单纯留在部队
改变命运。然而，在一次救援行动
中，鲁文贵意识到自己的初心不应
仅仅只是留队。

喂，119，119，赶紧来救命，车上
有70吨炸药！

2011年11月1日11时28分，一
声刺耳的警报突然响起，战士们一
个个急速的奔向消防车，迅速向事
发现场赶去。

到达现场后，鲁文贵和战友们
一次又一次的冲进火场，把受伤人
员一个一个背出来，终于，不知道是
第几次走出火场时，鲁文贵双脚开
始颤抖，因为刨土渣，手指指尖失去
知觉，但依然坚持着。

里面还有没有人？能听得见我
讲话吗？他拼命地向废墟里喊道。
11月的天气，鲁文贵身上的战斗服
已被汗水浸透，眼睛被浓烟熏得模
糊，体力严重透支的他，跪倒在地。

一旁的战友心疼老班长想让他休
息，他说：“别管我，先救群众。”33个
小时，他们解救了 30 余名受伤人
员。

已经三十多岁的老兵鲁文贵像
往常训练一样，系着安全绳，从三楼
一跳而下。或许是年纪不饶人，这
一次鲁文贵没能踩稳，从三楼窗台
摔落下来，导致他严重腰肌损伤，后
来被调到装备科。一天，看着战友
们一桶一桶的把泡沫从地面运输到
车顶，这十几年中不知重复了多少
次，鲁文贵心想：要是能造一个既省
时又省力、便于携带、操作方便的输
转装置该多好，这样战友们就省事
也省力了。

说干就干，从简易塑料压水器
得到启发的鲁文贵经过反复琢磨和
实验，做出了便携式泡沫液输转装
置，将过去的人力输转从 3 吨每小
时提升到 3 吨每分钟，效率提高了
整整 60倍，解决了传统方法费时费
力的大难题。

2013 年，鲁文贵的父亲查出了
肝癌，家里人都希望他能多回家陪
陪父亲，可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再
等等，我忙完一定回去。”这一等，就
是好多年。2018年正值全国两会安
保战备关键期，任务重、事情多，直
到父亲离世，鲁文贵也没能和父亲
好好说上几句话。

在鲁文贵的内心里，自己是一
个不称职的儿子，但他心中永远铭
刻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这也是他
父亲毕生最大的骄傲。

鲁文贵：血与火铸就的铁汉
本报记者 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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