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5 日袁
武警广西总队来
宾支队通过开展

野我与国旗同框冶
野歌唱祖国冶等活
动袁 表达对祖国
的热爱之情遥 活
动现场袁 武警官
兵们挥动国旗为
祖国点赞袁 向祖
国表白遥 渊果志

远/摄影报道冤

在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即将
到来之际袁 湖南
省益阳市国教办
在湖南工艺美术
职 业 学 院 举 办
叶国礼曳首映礼活
动袁 以此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
年遥 渊王茶茶 尧陈
建中/摄影报道冤

9 月 20 日
下午袁武警兵团
总队野我和我的
祖国冶网上歌咏
比赛拉开帷幕遥
官兵们用嘹亮
的歌声献礼祖
国袁深情地演唱
出对伟大祖国

深深的爱遥 渊毛
松尧张鹏尧赵凯

杰/摄影报道冤

9 月 25 日袁国
庆节前夕袁武警海南
总队官兵来到五指
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袁举行野不忘初心袁
牢记使命冶主题党日
活动袁并与 89 岁老
红军王召书一同举
行升旗仪式尧重温入
党誓词尧向先烈敬献
花篮等活动遥渊雷辙尧
王翔宇/摄影报道冤

长沙市

人防办举行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报告会

记得刚到部队袁新兵排长把我接到连里

后袁就指着一个挂着两道杠的兵对我说院野他
就是你的班长袁以后你就听他的袁有什么事

给他说遥 冶当时我心里猜测他是何许人也袁让
我听他的遥 到班里后袁他立即给我铺床位尧整
东西尧倒水遥 我心里感到他挺亲切的遥 班长为
我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面遥 听说这叫

进门面遥
后来我才发现班长很是苛刻院上厕所也

得请假袁不准乱说话袁在饭堂要坐得笔挺笔
挺的袁听到野开饭冶的口令才准动筷子遥 班长

说袁这叫纪律遥 那段时间袁心里紧张兴奋之
余袁总觉得眼睛里滚烫的泪水往外溢袁有几

分委屈袁更有几分不习惯遥
不长时间袁新兵连有人总结了这样野八

怪冶院 被子叠成豆腐块儿袁 脸盆摆成一条线
儿袁毛巾必须边对边儿袁枕头包里有八大件

儿袁脸盆成了万用盆儿袁牙刷也能刷地板儿袁
白天站着能睡觉袁晚上睡觉睁着眼儿遥 这怪

那怪还好说袁 最怪的还是我的这个新兵班

长袁每每让我们不得要领遥 刚开训不久袁有一

次部队组织队列训练遥 各班带开袁班长将我
们班带到指定位置后袁便在前面边讲解齐步

动作要领袁边示范动作遥 时间一长袁我突然觉
得脸上痒痒的袁似有一个小虫儿在爬袁用两

眼的余光看看其他战士袁大家都聚精会神地

听班长讲解袁强使劲忍了忍袁还是忍不过袁就
不由自主地抬起手来搔了搔遥 鬼知道这个小
动作竟被班长发现了袁他正讲到野齐步时袁要
噎噎冶这时袁他猛然顿住袁狠狠地盯了我一
眼袁似乎想说什么袁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遥 顿

时我脸一红袁而后朝班长微微一笑袁既是一

种道歉袁也包含着对违反队列纪律的一种不

好意思遥 谁知他竟大为不满袁 大声叫道院
野兵浴 冶我心里一个激灵袁忙答野到浴 冶野出列浴 冶
我硬着头皮朝前迈出一步遥 接下来袁便是班
长风卷残云般的批评院什么队列里站要有站

相袁小动作说明你作风养成差袁有事要报告袁
更不允许嬉皮笑脸遥 我满脸涨得通红袁把一
入伍我对班长的好感袁一古脑地抛得一干二

净遥 这还不算袁批评一通之后袁训练休息时袁
班长又安排我从操场的这头走到那头袁又从

那头走回这头袁一遍一遍袁反反复复遥 我私下
以为班长这是野杀鸡给猴看冶袁给自己树威信

呢遥 毕竟是新兵袁班长的一番话字字句句敲
得我心惊肉跳遥

这是我当兵以来第一次挨训袁心里委屈

得不行遥 我知道自己确实违反了纪律袁但我

那一笑不已是野相逢一笑泯恩仇冶了吗钥 何以
上纲上线给我冠以如此大的罪名钥 这一通训

话极大地伤了我的自尊袁以致晚上躺在床上
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地睡不着遥 我在想院这
一次给部队留下了坏印象袁还能干好吗钥 我

在想院这么多人袁班长为啥偏偏给我野小鞋

穿冶袁不是故意找我麻烦吧钥 我在想噎噎只是
特别想家遥

日复一日地出操尧授课尧看新闻尧晚点
名尧熄灯噎噎新鲜的生活袁也渐渐变成了日

复一日的单调枯燥的重复遥 从叠被子尧洗衣

服尧吃饭袁以至换灯管尧修门窗尧给棉衣缝一

个边儿噎噎尤其是袁 每天天刚一麻麻亮袁这
边起床号一响袁那边班长的哨子就响了院野集
合袁队列训练浴 冶一听这声音袁心里便腻歪了袁
隐隐有了几分厌烦和抵触情绪袁训练起来便

不再那么用心了遥 班长似乎也略有察觉袁便
主动在休息时间组织我们唱唱歌袁或给我们

表演单尧双杠动作袁使我们又全身心地投入
到训练中去袁渐渐地我也把以前的不愉快抛

到九霄云外去了遥
班长讲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袁一点委

屈都受不了还能干什么袁这是在训练间隙唱

歌时唱出来的遥 那天训练小憩时袁他手持一

只野手榴弹话筒冶袁一句是院你挑着担袁我牵着
马曰一会儿又来一句院风霜中袁我们长大遥 这

一句袁我信遥 恍然间袁想起当初自己的野小心
眼冶袁心里忽然觉得有几分愧疚袁远远望着老

班长上下翻动的厚嘴唇袁不禁笑了遥
渊文章节选自叶兵生活曳冤

2019年 9月 30日 见习编辑/罗佳艺 美编/何若芙

有这样一群人袁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袁
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袁 用脚步跑
出了生命延续的轨迹曰 烽火硝烟的岁月
里袁他们无惧连天炮火袁将那些奄奄一息
却又鲜活的生命转移出战地遥 已年过九
旬的安栓华就曾是这样一名奔跑在抗日
战场上的卫生员袁 那段她始终在疾速奔
走的血色峥嵘岁月袁她不曾忘记遥

入伍参军
1924 年袁安栓华出生在山西省晋中

市榆次县一个贫困家庭袁家中除了她袁还
有五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遥 9 岁那年袁安栓
华的父亲去世袁 母亲和哥哥们为了养家
糊口在外拼命干活尧受尽欺凌遥为了减轻
家人的负担袁1942 年袁年仅 18 岁的安栓
华离开了家袁在山西辽县入伍参军遥

参军后的安栓华袁 在晋察冀根据地

太行军区后勤部当卫生员遥 野当时袁我们

要去战场上运送伤员袁 经常看到被日本
飞机炸伤的战士到处横躺着遥 有些战士
痛得嚎啕大哭袁 我们也只能跟着一起
哭遥 冶每次转移伤员袁对安栓华和其他卫
生员而言袁都如同在刀尖上行走袁惊险非
常遥 野一路上日军飞机都在不断扔炸弹下
来袁我们 6 个女卫生员一起抬一个伤兵袁
每个人都要弯着身子赶路袁 不敢站直
了遥 冶因为山路崎岖袁安栓华她们每运送
一个伤员进山洞袁 都至少要花上半个小
时遥 一次转移伤员的途中袁因为走得比较

快袁安栓华提前将一名伤员转移出战地遥
待到她准备回头去帮助其他战友时袁落
在后面的战友却已经牺牲在了敌人的炮
弹之下遥 面对战友的遗体袁安栓华悲痛万
分袁却只能强忍泪水争分夺秒袁在炮火连
天的战场里继续运送伤员袁 完成战友未

尽的使命遥 野日军飞机停止轰炸后袁我回

到山路上望了好久遥 一个 17 岁袁一个 18
岁袁 这两个卫生员是跟我同时参军的山
西老乡袁结果就这样没了袁不知道下一刻
我是不是也会死去遥 冶

峥嵘岁月
战争的残酷袁不仅体现在充满硝烟

和厮杀的战场上袁也存在于伤员救治的
过程中遥 因为药品的紧缺和运送的困
难袁即便面对重伤员袁身为卫生员的安
栓华也必须狠着心谨慎控制药品用量遥
事实上袁不仅是药品袁当时连绷带都非

常珍贵袁一些换下来的脏污绷带必须在
清洗消毒后给下一个需要的伤员使用遥
医疗物资的匮乏对伤员和卫生员而言袁
都是一种残忍的折磨遥 野对于大多数伤
员来说袁我们除了鼓励尧安慰他们袁也只
能不停地为他们清洗伤口遥 冶在这样恶

劣的条件下袁大部分受伤的战士很多时

候都只能靠硬扛遥 野扛得过就活下来了袁
扛不过去袁就牺牲了遥 很多牺牲的战士
年纪都不大袁他们的父母找过来袁却得
到孩子已经不在的消息袁这些可怜的父
母也只能抱着我们大哭遥 冶

1949 年之后袁安栓华跟随部队南下
辗转袁最后被调到中南军区建筑部担任
报纸收发员遥 1960 年袁在组织的介绍下袁
安栓华跟当时的中南军区建筑部主任
周广庆同志结婚袁并有了孩子遥 今年 96
岁的安栓华如今依然留着齐耳根的女

兵发型袁几十年来袁关于战争的记忆从
未在她的记忆中消散袁正如那在她生命
里无法抹去的革命颜色遥 野想想那些牺
牲的战友袁他们没吃过一顿饱饭袁甚至
连名字都没留下就离开了袁我却活了下
来袁还有了家庭子女噎噎如今的日子对

我来说已经是一种莫大的幸福遥 冶

战略支援部队是什么
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袁一支新型

作战力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袁
它就是战略支援部队袁 它与陆军领导
机构尧火箭军一同挂牌袁正式亮相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野大家庭冶浴 它也将成为
我军新质作战能力的重要增长点和决

胜未来战争的关键力量遥
2011 年 5 月袁 美军击毙本窑拉登

的作战行动袁为世界各国军队上了生
动一课遥 表面看来袁是两架野黑鹰冶直
升机和 24 名野海豹冶突击队员在执行
任务袁但其背后却有着一个庞大系统
在支撑院 若干颗侦察和通信卫星尧一
架担负实时传输和无线监听任务的
隐形无人侦察机尧多架空中待战掩护
的 F/A要18 战斗机尧一支担负战略支
援的航母编队尧两个中亚基地和五个
指挥中心袁以及近万名各类支援保障
人员噎噎这种小规模行动尧大体系支
撑的作战样式袁充分展示了现代作战
的制胜机理遥 信息主导尧体系支撑尧精
兵作战尧联合制胜袁已成为现代战争
的基本特点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袁这
也是我国决定成立战略支援部队的
原因遥

简单的来说袁 战略支援部队就是
支援战场作战袁保证作战的顺利进行袁
它是联合作战的重要力量遥形象地说袁
战略支援部队为全军提供准确高效可

靠的信息支撑和战略支援保障袁 撑起
全军体系的野信息伞冶袁它将与陆海空
和火箭军的行动融为一体袁 贯穿整个
作战始终袁是战争制胜的关键力量遥

高度融合袁联合作战
战略支援部队组建之初袁 就紧紧

盯住制约我军联合作战的瓶颈袁 以组
织开展军事工作筹划研究起步袁 围绕
如何理解任务尧如何建设发展尧如何在

更高起点上开好局袁 组织不同类别部

队尧军地相关领域的领导和专家袁广泛
开展调查研究和座谈交流袁 对部队职
能定位尧编成结构尧领导指挥体制等重
大问题进行持续研究论证遥

据统计袁一战时期袁武器装备研制
涉及的工业行业技术门类数以十计曰
二战时期袁扩展到数以百计曰到海湾战
争时期袁则是数以千计遥近些年来袁美尧
英尧法尧德尧日等发达国家军事专用技
术比重越来越低袁 而军民通用技术已
超过 80%袁 军队信息化建设 80%以上
的技术均来自民用信息系统遥

为与新时代高端技术融合发展袁
战略支援部队提出袁要从规划尧机制尧
资源尧项目尧运用和人才等方面持续推
动深度融合遥 在战略部队组建后袁部队
谋划建设的多项战略工程中袁 就已出
现不少军工企业尧 科研院校专家的身
影袁一座立足部队尧面向全国尧服务强
军的野云智库冶初露端倪遥

新质能力新型力量
进入 21 世纪袁新军事革命的冲击

波汹涌而来遥 特别是随着信息尧智能尧
隐形尧 纳米等战略新兴技术的持续突
破袁 新型作战力量成为军事能力跨越
式发展的野增长极冶袁成为军事强国竞
争的新野宠儿冶遥

公开资料显示袁 美国组建太空作
战部队袁建成了下辖 10 万部队的网络
司令部袁 打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
络战力量遥 俄罗斯整合空军与航天作
战力量建立空天军袁 组建了网络战指
挥机构和部队遥 英国启动新锐网络战
部队野第 77 旅冶袁通过脸书网站平台专

攻野非常规信息战冶遥日本则通过叶宇宙
基本法曳加快太空军事化进程袁积极组
建野网络空间防卫队冶遥 面对这场新军
事革命的汹涌浪潮袁谁洞察先机袁谁就

能赢得未来遥
围绕加速培育新质作战能力袁部

队确立了技术武器化尧力量体系化尧能
力实战化的发展方向袁 以进入战备为
指标袁分阶段推进实战化能力建设遥 部
队建设向打仗聚焦袁 各项工作向打仗
用力遥 据了解袁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坚持

在前瞻性尧先导性尧探索性尧颠覆性技
术手段上求突破袁 研发的某新型作战
装备已通过评估袁 毁伤效能能达到国
际同类装备先进水平遥

锐意创新袁未雨绸缪
作为一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

战力量袁 战略支援部队把创新视为抢
占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的动力之源袁
聚力创新新型作战力量的作战理论尧
组织形态和发展模式遥

在组织形态创新上袁 着眼新的领
导指挥体制袁 加强对新型作战力量编
成模式和领导指挥关系的研究探索遥
着眼实现跨越发展袁 部队提出了以作
战需求为牵引尧以技术突破为驱动尧以
问题倒逼为导向尧 以竞争超越为途径
的发展模式袁摆脱尾追式尧模仿式发展
的被动局面遥

维护和平的最好方法袁 就是根据
自己的条件来重新定义战争遥 围绕加
快部队职能转型尧 积极适应使命任务
拓展袁 战略支援部队紧跟世界新军事
革命发展趋势袁 超前谋划新型作战力
量布局袁确立自己主导的野战争规则冶袁
实现非对称竞争优势遥随着大数据尧云
计算尧3D 打印尧 纳米技术等高端技术
的出现袁 现代战争早已不是过去上阵
撕打的时候袁 更多需要的是把未来新

技术运用到军事上的未雨绸缪和防范
于未然袁就像一句话说的那样袁军人谋
划和准备的袁永远是明天的战争袁甚至
后天的战争遥 渊王茶茶/整理冤

庆祝新中国成立
永不褪色的军礼

奔走生死边缘 铭记烽火岁月
要要要记九旬抗战女兵安栓华

见习记者 罗佳艺 通讯员 徐美龄

庆祝新中国成立
军种与祖国共成长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走进神秘军种要要要战略支援部队

倪光辉 宗兆盾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薛栋 李华时冤9
月 23 日袁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开展野我
与国旗合个影冶尧向国旗宣誓仪式尧拍
摄祝福祖国视频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袁
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遥 该医院领
导介绍袁在全院范围内开展野我与国
旗合个影袁我为祖国送祝福冶主题宣
教活动袁就是要以此为契机袁激发爱

国之情袁强化爱国之志袁激励和动员
全院官兵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袁 不忘初
心尧牢记使命尧永远奋斗袁全面展现全
院官兵昂扬奋发的精神面貌袁把一颗
颗爱国心尧一片片爱国情汇聚成磅礴
的精神力量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苏好冤近日袁湖

南省衡阳市珠晖区苗圃小学全体师
生带着虔诚和祝福与国旗留下最有
意义的合影袁 用最纯真的笑脸表达
对祖国母亲的敬爱之情袁 用实际行
动为祖国母亲的 70 华诞献礼遥 庄严
的国歌声中袁 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袁全体师生庄重地行礼袁一个个

稚嫩可爱的面孔袁 一张张朝气蓬勃

的笑脸袁在国旗下定格袁在国旗下绽
放遥 同学们用画笔画出对祖国热忱
的爱与祝福袁 足球健儿在赛场上挥
舞着国旗袁奋力拼搏袁这些精彩瞬间
被相机一一记录下来遥 通过与国旗
合影袁 表达了师生们对伟大祖国的
祝福袁加深了同学们的爱国情怀遥

窑连载 23

新兵班长
此系英雄

黄河奔腾袁昆仑巍峨袁江山旷辽遥
赏月辉星煜袁乾坤朗朗袁
薄烟缭绕袁惬意朝朝遥
大漠葱茏袁岭南春色袁万里长城钱水潮遥
抬头望袁尽繁荣景象袁兴作讴谣遥

中华壮丽丰饶袁俱自力更生赖俊豪遥
有懿行千载袁嘉言万代曰
改天换地袁捷报登高遥
国庆佳时袁阅兵场上袁横扫雄风走浪涛遥
何所惧袁看忠诚卫士袁气贯云霄遥

沁园春.国庆
献礼祖国七十华诞

陈安国

诗歌鉴赏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邹雅杰冤9 月 20
日袁湖南省长沙市人防办举行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宣讲
报告会遥 市人防办党组成员谭园春作
主题宣讲报告袁党组成员汤立新主持
宣讲报告会遥 办领导班子全体成员袁
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尧直属各单位党政
负责人尧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党政负责人参加报告会遥 会议强

调各党支部要严格落实市办下发的
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主题宣讲活动活动方案曳袁 结合各自
工作实际开展宣讲活动遥 通过这次主
题宣讲袁进一步激励和动员了我办全
体成员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的决心遥
大家纷纷表示袁要立足本职岗位做出
贡献袁把爱党尧爱国尧爱岗精神作为推
动人防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遥

珠晖区

苗圃小学举办
“我和国旗合个影”主题活动

四川省

武警总队医院开展
“我与国旗合个影”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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