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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军人的“勋章”
——“八一”建军节特别报道

当他们奋战在抗击敌人的战场，鲜血染红了胸前的勋章，为了祖国的
和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用真枪实弹捍卫着祖国崛起的希望，用自
我的牺牲诠释着革命军人的信仰。

他们就是“人民子弟兵”。几多枪林弹雨，几多风雨彷徨，他们用自己
的身躯铸造成抗击敌人的盾牌，为了祖国血战到底。而他们的家人，以他
们为荣，让子孙后代参军，让世世代代铭记胜利的来之不易并以他们为榜
样。

再看和平年代，一批批军人退伍不褪色。不管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
退役军人村支书，还是在抗击疫情中冲锋在前的军人家庭，或者是卸下戎
装穿上敬服的人民警察……他们克服困难，不怕牺牲，从军队中来，到群众
中去，真正展现了军人的本色。

若有战，召必回！这是人民子弟兵的保家卫国誓言，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这是人民子弟兵的承诺与践行。守护每一片天空、大地和江海是他们
豪迈的宣言，也是他们誓死捍卫的尊严。

1985 年 7 月，为保证河口至马
关、文山两条公路运输线的畅通和
农场的安全，十一连三排奉命扼守
1076高地。在这恶劣的天气和地理
条件下，战士们没有一个叫苦，英勇
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连续攻击。

狠抓战备工作落实，激发战士
战斗士气。通过侦察发现敌人兵力
足足高于我军8倍之多，听到这么大
的兵力差距战士们士气有些低迷。
为了鼓舞士气，排长杨平用越军向
我军挑衅的事实进行战备思想教
育，不断激发战斗士气，使得战士们
保持较高的警惕性。

为了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全排
利用没有战事的时间，坚持早操进
行轻装爬山训练，50 来度的坡、106
个台阶、530 米的环形防御阵地，每
一位战士都拼劲全力训练。通过高
强度的训练，全排占领阵地的时间
由原来的 5分钟缩短到 2分钟，作好
了随时投入战斗消灭来犯之敌的准
备。

越军把 1076 高地视为眼中钉，
在我军防御正面配备了高于我军 8
倍的兵力，企图伺机攻占。1986年3
月 18 日下午，越军利用植被干燥和
风向等有利条件，在 1076 高地正面
放火烧荒，企图趁火势蔓延之机，偷
袭我军阵地。当时负责站哨的罗怀
德发现阵地前沿突然起火，他当即
向领导报告，副连长喻刚俊、排长杨
平判断敌人可能捣鬼，命令全排各
就各位，戴好钢盔，严阵以待准备战

斗。眼看火势不断蔓延起一丈多高
的火柱伴随滚滚浓烟向我阵地前沿
卷来，排长杨平迅速指挥准备战斗，
并安排人扑打山火，保护阵地设
施。扑火中，观察员发现约一个加
强连的越军分 3 路向我阵地快速接
近。随着一声令下，我军轻重火器
集中射击，敌军遭我军突然火力打
击后溃散后逃，但仍不甘心失败，又
两次向我方阵地发起进攻，我三排
战士忍着饥饿疲劳、日晒火烤、浓烟
熏呛，英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连
续攻击。

战斗中，来自黔南州平塘县的
重机枪手罗怀德英勇顽强，沉着果
断，毙敌4名，伤敌1名。排长杨平更
是哪里危险就在哪里指挥战斗，完
全不顾自身安危，在最暴露、最危险
高机阵地观察敌情指挥战斗。八班
长邱永祥，当天上午带班里的几名
战士去砍柴烧火做饭刚回到排里，
饭还没有吃便上了阵地，忍着饥饿
和疲劳，4 次打高机，震得头昏眼花
仍坚持射击，直到战斗结束。傈僳
族新战士余华忠分到连队后，主动
要求上前哨排，上阵地第二天就赶
上了战斗，他脸不变色心不跳，毙敌
1名。这次反偷袭战斗，三排取得了
毙敌22名、伤敌16名，而我军无一伤
亡的成绩。总政治部郭林祥、副主
任周克玉赞扬十一连三排打了一次
漂亮的反击战，随后荣立了集体一
等功，更是被成都军区命名为“坚守
英雄排”。

一场漂亮的反击战
——记战时一等功臣罗怀德

本报记者 陈文章

走进夏锦忠家里，第一眼就会
被挂在墙上的照片给吸引，一张年
轻时候在中越边境演习留影，一张
在昆明军区庆功大会合影，一张庆
祝老山战役胜利 30 周年合影，三张
照片占满了半张墙壁。时光在老照
片中定格，回到了 35 年前的老山战
役中。

1984 年，22 岁的夏锦忠参加老
山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老山战区最
为惨烈的“7.12”战斗中，夏锦忠担任
机枪射手。战斗中他勇敢战斗，勇
敢救护战友，他的机枪被炸飞后，他
又捡起其它武器继续战斗，一连毙
敌六名，与其他十四名战友死守阵
地，一天两夜没有进食、没喝一口
水，连续打退敌人一个加强营的多
次进攻，直到增援部队赶到一同夺
下表面阵地后才撤下阵地，15人中5
人牺牲，其余10人全部负伤。

战后，夏锦忠等 15 位同志被誉
为“十五勇士”。1984 年 9 月 8 日原
昆明军区出版的《国防战士报》，老
山“十五勇士”的照片和事迹首次出
现在媒体上，记录了“十五勇士”的
英雄壮举。在这场战斗中，作为重
机枪手的夏锦忠勇敢战斗，救护战
友，他的机枪被炸飞了，但他捡起其
它武器坚持战斗，一连毙敌六名，荣
立一等功。回忆起当年的战斗场
景，夏锦忠还是记忆犹新、历历在
目，说到关键处，眼眶也泛着泪光。

脱下戎装，穿上警服，不变的是
军人本色和作风。从沙场上战胜归
来的夏锦忠退伍后，先后在瓮安县

粮食局、瓮安县公安局工作。在县
公安局工作的20多年里，他在巡警、
督查、国保大队等多个岗位工作，恪
尽职守、兢兢业业，始终以人民警察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忘我工
作、敢想敢干、敢打敢拼，工作中多
次立功受奖，协助破获多个大案要
案。

用夏锦忠自己的话说：“我是一
个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和
国家、人民需要我牺牲奉献的时候，
我就得去牺牲，尽自己最大努力为
国家做一点贡献。”

2018年是瓮安县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关键时期，他已经是接近退休
的年龄，加上战斗中受伤，本来可以
选择过轻松一点的生活，但他没有，
他继续发扬“老山精神”“勇士精
神”，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积
极主动投身到脱贫攻坚工作中，下
沉到雍阳街道办事处仙桥社区，成
为一名网格包保工作人员，同其他
年轻人一样，走村入户、挨家挨户做
工作，给老百姓排忧解困，帮助建档
立卡户实现脱贫致富。

年轻时参加的是枪林弹雨的战
斗，取得了战斗胜利，老年后参加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同样要取得胜
利。在他心里，消除贫困和打退敌
人一样，都容不得丝毫退缩，都要时
刻以战斗的姿态继续战斗。2020
年，在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夏锦忠还带
领其他退役老兵，共同向县红十字
会捐赠抗疫资金28888元。

发扬老山精神 永葆军人本色
——记战时一等功臣夏锦忠

本报记者 龙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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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
战中，退役军人禹海林一家上下一
心，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奔走在阻击
疫情的一线，共同战“疫”。

禹海林的父亲禹龙学曾服役于
云南陆军 62医院，是一名从军 15年
的军医。

禹海林与禹亚林两兄弟生在军
营、长在军营，耳濡目染下，他们光
荣入伍，分别成为了优秀士兵，荣立
过三等军功，双双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哥哥禹海林服役陕西武警，作
为 2004 年一级士官光荣退伍；弟弟
禹亚林服役云南陆军某部队，作为
2005年一级士官光荣退伍。

禹龙学如今 68 岁，由于工作需
要，已经退休的他服从组织安排，返
聘为主治医师已连续工作8年。

当面对祖国援鄂的号召时，他
坚定有力地对小儿子禹亚林说：“现
在国家有需要，作为一名党员、退伍
军人和医务工作者，你必须去！”

自退伍后，禹海林进入到贵州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都匀惠水供电局
工作，15年来，他从非电专业人员成
长为贵州省电力行业协专家、贵州
电网技术能手。

他连年获“黔南州五一劳动奖
章”“惠水县涟江骄傲人物”“惠水县
道德模范”“南方电网先进个人”等
各级各类表彰87项。创新发明获得
全国电力创新“三等奖”、贵州省职
工创新“一等奖”、贵州电网创新大
赛“金奖”等各级各类表彰 37 项，并

为企业培养出多名行业专家、工程
师及精良人才。

疫情期间，禹海林在妻子及父
亲、弟弟等医务人员奋战一线的情
况下，成立“战疫带电作业攻坚队”，
负责惠水县防疫指挥中心及 4 家医
院一对一的供电保障服务，确保了
县城供电安全稳定。

禹海林在弟弟禹亚林投身湖北
鄂州一线支援抗疫时，第一时间将
弟弟的家眷接到家中悉心照顾，每
日通过电话、视频给远在鄂州的弟
弟加油鼓劲。

在部队当过驾驶兵的禹亚林，
有着过硬的专业驾驶技术，现任惠
水县人民医院 120 急救中心专职驾
驶员。“我去！”当接到党和国家自愿
出征湖北抗疫一线的号召时，禹亚
林第一个踊跃报名，赶赴抗疫一线。

当时，因心脏病于 2019 年底在
上海做了心脏手术的四个月大的小
女儿，成了禹亚林心中最大的牵挂
和不舍。

在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他
义无反顾地开着急救车，千里驰援
湖北鄂州。在赴鄂的30多个日日夜
夜中，禹亚林身着白色“战衣”，成为
疫线“摆渡人”，一次次出色地完成
急救医疗任务。凭借着认真的工作
态度和甘于奉献的精神，禹亚林得
到了患者和鄂州中医院同事们的一
致好评，先后荣获“湖北省最美逆行
者”、“鄂州市荣誉市民”、“黔南州优
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军人世家抗“疫”一线展风采
——记全国抗疫最美家庭、退役军人禹海林“一家兵”

本报记者 蒙帮婉

从 2005 年被授予“贵州省劳动
模范”称号到2020年被评为“全国劳
动模范”，工作中，刘胜林一直戒骄
戒躁、兢兢业业。“荣誉是动力，也是
压力，我要对得起这份荣誉。”刘胜
林说。

1981年 10月，刚满 18岁的刘胜
林怀揣一个报国梦参军入伍，服役
于云南省宜良县陆军 14军 35204部
队，担任过报务员、连队无线班班
长。

1983 年，刘胜林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1984 年 2 月，一场战争打响了。
刘胜林记得特别清楚，大年初二那
天接到上级电话指示，他们部队要
奔赴云南边境的某县集结。“出发！”
一声令下，大家负重20公斤急行军7
个小时，到达某前线指挥所，保持无
线电静默。凌晨 3点整，电话响起，
全阵地核对时间。

“当时内心虽然斗志很足，但是
面对战争，难免还有些恐惧。”那晚
的阵地一片寂静，刘胜林和战友们
在静谧的黎明等待着命令。

5点 50分，电话再次响起，身为
无线专业士兵，刘胜林立即将指令
传达到前线。子弹已经上膛，战争
一触即发。6分钟后，他们连同兄弟
部队对老山主峰支撑点662高地，发
起了饱和式炮火打击。

““当时的炮火真是染红了半边当时的炮火真是染红了半边
天天！！””刘胜林回忆刘胜林回忆，，在炮兵和地面部在炮兵和地面部
队的配合进攻下队的配合进攻下，，预计预计 11..55小时拿下小时拿下
的高地的高地，，仅用时仅用时99分钟就拿下分钟就拿下。。

地面大军长驱直入地面大军长驱直入，，原计划原计划66小小
时全面拿下老山主峰时全面拿下老山主峰，，只用了只用了11个半个半
小时就实现全面控制小时就实现全面控制。。圆满完成任圆满完成任

务，打赢先遣战役，为大部队直达老
山主峰创造了宝贵条件，刘胜林也
因此荣立“三等功”。

1985年3月，刘胜林进入贵定卷
烟厂工作。尽管换了衣着，但他不
失军人本色，永葆党员初心，在工作
岗位上继续发扬军人作风，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从未接触过卷烟机械的他，工
作后在机修班担任机电维修工。他
刻苦学习卷烟设备原理，迅速掌握
了设备操作和维修技能。凭借自身
努力，他不仅成为制丝车间设备技
术骨干，而且在 1998 年被任命为车
间甲班生产大班长。

在班组管理中，他带头落实民
主管理，实施班务全公开，有效维护
了班组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极大
地调动了班组员工的主动性、积极
性。同时，他带领班组员工群策群
力，寻找设备最佳工艺参数、改进产
品工艺流程，努力提升产品质量，积
极探索降本增效新路子，不断降低
生产能耗，为工厂节约梗丝生产成
本100余万元。

刘胜林带领的大班，命名为“蚂
蚁班组”，取蚂蚁具有的团结、奉献
精神之意。

“蚂蚁班组”在刘胜林的带领
下，团结奋进、成绩卓越。他们开发
完成了制丝过程数据监控与防差错
系统，保证制丝设备按照正确的参
数运行，杜绝了因参数错误引起的
产品质量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在车间组织的在车间组织的““标标
准化操作微视频准化操作微视频””大赛中大赛中，，““蚂蚁班蚂蚁班
组组””荣获一等奖荣获一等奖，，为车间生产操作提为车间生产操作提
供了标准化范例供了标准化范例。。

刘胜林：从退役军人到全国劳模
本报记者 龙毓虎

“放下枪杆子、取上笔杆子、努力
挣票子、买个好房子、开个好车子、娶
个好妻子、生个好孩子、幸福一辈
子。”15 年前的退伍励志名言，三都
县九阡镇月亮山村党支部书记潘凤
师通过努力打拼，早就达到这个目
标，过上幸福生活。

然而，潘凤师觉得，作为一名退
役军人、一名共产党员，有义务带领
群众发展致富。他毅然选择脚踏泥
泞、俯首躬行，在贫瘠的月亮山村挥
洒汗水，带领群众走出大山。

潘凤师把了解真实民情、听取群
众意见作为为民排忧解难的工作举
措，深入走访、召开群众院坝会，同劳
动、拉家常。他亲近建档立卡户、残
疾人户、老人户等特殊家庭，真实记
录着他们的致贫原因、家庭现状等。

帮助群众搬出大山，挪穷窝、拔
穷根是他努力的方向。贫瘠的月亮
山腹地是一方水土养不富一方人的
典型村落，家庭条件较好的村民已到
集镇买地建房搬出大山，剩余不愿意
搬迁依然居住在老村的群众有思想
陈旧和缺乏内生动力的共同特点，潘
凤师带领村支两委逐户公关，到
2019 年底全村易地移民搬迁 334 户
1299 人，包括在集镇买地建房在内
的587户群众已经搬出大山。

“搬得出、稳得住、融得入、能致
富”是他攻坚的重点。很多老人找不
到家，他就带领网格员到搬迁点巡
逻，教老人识别楼栋；门被反锁了，他
就像蜘蛛侠一样翻窗为群众开门；为
群众疏通下水道、教老人使用电磁
炉；他走访听取移民意见，耐心讲解
搬迁政策，消除群众顾忌，帮助群众

增强信心。
潘凤师主动对接高速公路项目

部、中电新能源公司、海鲜菇厂、酒厂
等驻地企业为群众争取就业岗位
100余个，以及向政府申请生态护林
员、社区保洁员、学校保安等公益性
岗位近 200 个。他积极向群众宣传

“当兵是光荣的、努力是可以改变命
运的”思想，倡导群众“先富脑袋、再
富口袋，做不成大老板也要做成大师
傅”的志向，有效激发群众的内生动
力。

推行村社合一，潘凤师提出把合
作社建设成为企业的理念，承接垃圾
转运、旧房拆除复垦复绿等业务，为
合作社创收30万元；他探索“飞地产
业”发展路子，带头在驻地流转水库
养鱼、流转土地种辣椒，引导群众流
转土地种白茶、刺梨、水稻等；在老村
通过合作社盘活搬迁群众“三块地”，
让群众无后顾之忧，全村发展蓝靛、
朝天椒、金沟藤、白茶等产业，带动群
众就业 2000余人次。全村产业实现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转变。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潘凤师连
续39天冲锋在疫情防控一线。每天
第一个到办公室打开语音宣传；在疫
情执勤卡点，他穿戴防护服，是第一
个与过往车辆和群众接触的人；他俯
下身子入村入组入户宣传，全程靠前
指挥，全时冲锋在前。

现役好士兵，扶贫好支书。潘凤
师把群众装在心里，做群众的贴心
人，先后获得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全州优秀共产党员”“贵州省劳动模
范”等荣誉称号。

潘凤师：大山里的“雁归”人
本报记者 牟泗亭

“走光明正道力报祖国恩，做忠
厚的人行正确之事”这是独山县麻
尾镇中阳村田锦萍老人自己拟写的
春联，虽没有平仄格律，对仗也缺乏
工整，但字里行间却饱含老人对党
和国家的深厚情谊。

故事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 。
1967 年，20 岁的田锦萍嫁给了邻村
的莫顺能。婚后不久，春季征兵的
消息传到了村里，莫顺能也想和千
万铁血男儿一样参军入伍，而此时
的妻子已有身孕，让他犯了难，当天
夜里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第二天
天一亮，他还是忍不住把真实想法
跟妻子说了出来。

“男儿有志守家国，你去吧，我
会永远等着你回来！”听到丈夫有如
此志向，田锦萍十分高兴，她没有丝
毫的犹豫，立马鼓励丈夫参军入
伍。尽管她知道作为一名军人的妻
子，会承受和付出更多的艰辛。

从军十年，他们通过书信互述
衷肠，在每一次守望中等待对方的
回应。1979 年 2 月 17 日，对越自卫
还击战打响了，时任团侦查参谋的
莫顺能和千千万万解放军战士一样
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在一次高地阻
击战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生命就
此定格在了 32 岁，长眠在祖国南疆
河口大南溪烈士陵园。

战争开始，田锦萍就一种不祥
的预感。“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那久盼音讯不至时的迫切心情让她
多次往返于邮局，可依然杳无音可依然杳无音
信信。。当看到遗物的那一刻当看到遗物的那一刻，，坚强的坚强的

她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脆弱，当即
昏倒在地，苏醒后的她撕心裂肺地
放声痛哭。

远赴云南料理完丈夫后事，田
锦萍从此独自面对生活的艰辛，撑
起了这个家。然而不幸再次降临，
2010年田锦萍正值壮年的儿子意外
去世，儿媳不堪重负，丢下两个年幼
的孙子。生活的重担再次压在了这
个花甲老人的肩上。经历了丧夫丧
子之痛，年迈的田锦萍没有怨天尤
人，继续抚育着两个年幼孙子。

两个孙子一天天长大，爷爷的
抗战故事早已耳濡目染，2013年 10
月，孙子莫松添光荣入伍。当天，二
十多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兵
齐聚莫家祝贺老战友的孙子光荣入
伍。田锦萍看着孙子穿上军装精神
抖擞，自豪地笑着说：“九泉之下的
老莫知道孙子参军，肯定会很高
兴。”

女儿出嫁那天，乡亲们都问她：
“二十多年了，有那么多次机会，你
就没想过要走？”她指着堂屋里的全
家福，几度哽咽：“我走了，这个家就
散了。我不走，是为了让他们都能
走，我留下来，是为了他们都能回
来！”

她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她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只有只有
默默的坚守付出默默的坚守付出，，也从未向组织提也从未向组织提
过要求抱怨过过要求抱怨过。。20202020年年11月月，，她被评她被评
为全省军为全省军（（烈烈））属先进个人荣誉称属先进个人荣誉称
号号。。她用坚守和奉献她用坚守和奉献，，诠释了一名诠释了一名
普通的农村妇女普通的农村妇女、、一名军嫂一名军嫂、、一名军一名军
烈属的家国情怀烈属的家国情怀、、责任和担当责任和担当。。

田锦萍：一生坚守一世长情
本报记者 韩延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