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在异乡为异客袁
每逢佳节倍思亲遥 在中

秋佳节到来之际袁初次

来到军营尧 正在经历
野蜕变冶 的学员们对亲

人的思念更显绵长遥 他
们用准军人的内敛袁将
思念汇聚笔端要要要

个人卫生
此系英雄

连队生活是紧张的袁有时一忙起来袁个人问题就

常常被抛于脑后遥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我军的一贯

做法袁叶内务条令曳专门就军人的卫生问题作出了明确

规定院
经常进行健康教育袁培养官兵良好的卫生习惯袁做

到饭前便后洗手袁不吃渊喝冤不洁净的食物渊水冤袁不暴饮

暴食曰勤洗澡袁勤理发袁勤剪指甲袁勤洗晒衣服被褥噎噎
战士们大都十八九岁的年龄袁在家里虽然过的不

是衣来伸手尧饭来张口的生活袁但像洗衣尧种菜尧挖地

等活也是很少做的袁而到部队后袁洗洗涮涮却再无人

代劳袁只好自己动手了遥
尤其在新兵连的训练和生活袁 是紧张而又艰苦

的遥 每天都要进行队列训练袁时不时还要搞上几个回
合的五公里越野袁一个月下来一双解放鞋几乎都踢掉

了帮袁每个星期下来全身都是臭烘烘的遥 部队规定每
个星期六上午洗澡袁所以每到那时大家便都像过节似

的袁欢天喜地尧痛痛快快地把这一星期的臭气洗掉遥 通
常大家都整整齐齐站队集合袁唱着野噎噎一天不摸枪

手头就发痒噎噎冶的歌袁手里鼓鼓囊囊地提着换洗的

行头遥 部队生活连洗澡都是与众不同的遥 时下每个连

队都有了淋浴室袁战士每天都可以洗热水澡了遥
而后袁痛痛快快地一排尧二排噎噎按编制序列洗

过澡袁战士们就愈发清洁干练袁精神焕发遥
洗澡回来袁你看吧袁洗漱间里满是洗衣刷鞋的年轻

的战士们袁门前的晾衣架上挂满了一面面绿旗子遥
但对有的战友来说袁洗衣服也是不大不小的一件

棘手事遥 洗吧袁洗不干净袁放在水里三涮两冲便挂出去
了袁晒干后上面便像地图一样袁这儿一块那儿一片的

是未冲洗掉的碱花遥 不洗吧袁那味袁绝对不受欢迎袁况
且穿着也不舒服遥

这时候袁部队大学校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遥 班长

会找到你袁跟你谈理想袁谈个人卫生问题袁并时常和你

一块洗衣服袁教给你洗衣的技巧袁什么洗尧淘尧漂如此
等等袁在一招一式中锻炼洗衣服的积极性和耐心遥

日子一长袁你洗的衣服一件比一件干净了遥
近年来袁连队大都配置了洗衣机袁但个人卫生岂

是机器所能替代的呢钥
过去袁有时部队驻地的大姑娘尧小媳妇会专门组

织到部队专门洗衣缝被袁场景颇为壮观袁这是拥军项
目之一遥 渊文章节选自叶兵生活曳冤

东风快递 使命必达
要要要解密神秘部队火箭军

光阴沉淀了战火的记忆袁 血火淬

炼了不屈的精神遥 当年浴血沙场的勇

士如今鬓发已白袁 但闪耀在胸前的勋

章却依旧映出一片赤胆忠心遥 刘占荣袁
这位戎马一生的陕北老红军袁 在战火

纷飞的岁月里袁 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

民的解放尧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袁将个人

生死置之度外袁 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滚

滚洪流中遥 他袁是那段浩气热血尧激情

革命时光的见证者袁亦是亲历者遥
1921 年袁刘占荣出生在陕西省延

川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遥 1935 年袁他
加入了红军袁 成为了红 27 军 84 师 1
团少先队连的一员遥 刚参军不久的刘

占荣便赶上了劳山战役袁 年仅 14 岁

的他在紧要关头毅然报名参加敢死

队袁爬云梯攻打衡山县城遥 虽然最终

衡山没能成功攻下袁连长也在战斗中

壮烈牺牲袁但这支队伍视死若生的作

风深深震慑了敌人遥回忆起那段满是

硝烟的历史袁刘占荣仍然能记得许多

细节遥 野红军打仗靠缴获敌人的装备

武装自己袁 那时每人 5 发子弹袁1 颗

手榴弹袁我背着一支马管枪袁就是把

长枪的枪管锯一半袁 锯到二道环袁当
马枪用冶遥

在往后的兵戈岁月里袁刘占荣无

数次浴血奋战在战斗前线遥 抗战时袁他
参加了东征尧 西征战役以及抗日敌后

游击战争遥 解放战争时袁他参加过羊马

河尧沙家店尧打蟠龙尧保卫延安等战役

战斗遥 伤痕与荣耀袁深深地印刻在刘占

荣的生命里遥 野解放战争时袁在陕西关

中地区梁庄打胡宗南美械装备的 123
旅袁我当 1 营教导员袁和营长带领部队

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抗击敌人正面这个

旅袁用迫击炮送炸药包轰击敌人遥 敌人

的前锋是 369 团袁使用了化学迫击炮袁
一仗下来我们营就消灭敌人两三千

人袁打了个大胜仗袁我们全营 700 多人

伤亡了 80 多人袁俘虏的敌团长是个军

校生袁戴着金戒指袁输了还不服气袁说
我们不讲战术袁 要摆开再来一次袁我
说袁兵不厌诈嘛浴 冶也因为这次战斗袁刘
占荣所在全营荣立一等功袁 刘占荣本

人也被第一野战军授予了野战斗英雄冶
称号遥

在戎马生涯中袁刘占荣始终满腔

热血投身革命袁辗转南北袁在战争中

屡立战功遥 1950 年袁刘占荣荣获西北

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袁
1957 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尧三级独立

自由勋章尧二级解放勋章袁1988 年被

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

红星功勋荣誉章遥烽火岁月里的艰苦

磨砺袁令刘占荣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

的革命战士袁历任广州军区炮兵副司

令员尧 广州军区炮兵原政治委员尧湖
南省军区司令员遥

野若有战袁召必回遥 如果习主席发

布命令让我上战场袁我义无反顾袁勇往

直前噎噎冶今年已 98 岁高龄的刘占荣

满怀激情地告诉记者袁 他对戎装的热

爱一辈子不会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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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老爸老妈院

你们的小凉席院关曾昕
2019年 9月 8日

中
秋
月
更
明

尺
牍
寄
相
思

来到军校
我们带着的除了自己的梦想和远方
还有父母的嘱托与思念
时值中秋佳节
虽然我们不能陪你们
但我们一直深爱着你们
父母在袁不远游
但袁游必有方

亲爱的爸妈院

儿子院陶世元
2019年 9月 8日

亲爱的老爸老妈院

儿子院窦鸿禹
2019年 9月 8日

亲爱的爸妈院

你们的女儿院杨俊美
2019年 9月 8日

庆祝新中国成立
永不褪色的军礼

庆祝新中国成立
军种与祖国共成长

赤胆忠心为革命 血脉深处耀红星
要要要记九旬老红军刘占荣

见习记者 罗佳艺 通讯员 孙涛

中秋寄语
周楚涵尧谭雨桐尧赵智轩

最美的月光
仗剑天涯

前身院第二炮兵
中国成立之初袁 国内百废待兴袁

国外一些国家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中
国遥 超级大国之间竞相扩充核武库袁
企图压制中国袁 而刚成立的中国袁导
弹核武器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遥 面对

这样的形势袁毛主席以伟大的政治家

的气魄和远见卓识提出院野我们不但

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袁还要有原子

弹遥 在今天的世界上袁我们要不受人

家欺负袁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浴 冶遥 为

了捍卫共和国安全袁 党中央审时度

势袁 决心创建中国的战略核力量院
1956 年作出了重点发展导弹尧原子弹

等尖端武器的历史性决策曰1957 年袁
中国逐步组建了战略导弹的科研尧训
练和教学机构和人民解放军地地导

弹训练大队遥1959 年我国第一支地地

导弹部队正式建立袁1964 年深秋袁中
央军委下达了在某地组建第一个战
略导弹阵地的命令袁来自全国各地的

数万名官兵袁开始陆续汇集遥
当时国内官兵们一没经验尧二没

装备尧三没专业人才遥 在这样艰苦的

条件下袁他们白手起家袁用萝卜刻成

元器件袁用白铁皮敲成仿真导弹模型

和发控台袁摸着石头过河遥 在他们的

努力下袁一批批不同型号尧不同发射

方式尧不同样式的能打尧能防尧能贮

存尧能指挥尧能生活的战略导弹陆续
被创造出来遥 1964 年 10 月 16 日袁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遥 从此袁美尧
苏等少数大国的核垄断被彻底打破遥
1966 年 7 月 1 日袁中国战略导弹部队

的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了遥 因国际环

境袁为了保密袁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院
第二炮兵遥

发展院砥柱中流
1967 年 5 月 26 日袁 我国自行设

计制造的一枚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

功遥 这是我国战略导弹走向成熟的标

志袁为进一步研制远程和州际导弹奠

定了基础遥1967 年 6 月 17 日袁我国在

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由飞机空投了

一颗当量为 300 吨的氢弹爆炸成功遥
这标志着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袁成为继美国尧前苏联尧英
国之后世界上第 4 个拥有氢弹的国

家遥 从 1968 年起袁随着导弹核武器的

迅速发展袁第二炮兵先后组建装备有

中程尧远程和州际导弹遥 战略导弹部

队开始壮大发展袁成为我国国防战略

防御中的砥柱中流遥 叶中国武装力量

的多样化运用曳白皮书对此是这样表

述院第二炮兵是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

力量袁主要担负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

核武器尧遂行核反击和常规导弹精确
打击任务遥 如果中国遭到核袭击袁将
毫不犹豫地实施反击遥

时间飞逝袁中国迅速崛起袁这支

由核导弹部队尧常规导弹部队尧作战

保障部队组成的战略导弹方阵袁传承

弘扬野两弹一星冶精神袁野干惊天动地

事尧做隐姓埋名人冶袁默默无闻地扎根

于大山深处尧戈壁荒漠袁倾心铸就袁做
对祖国和党绝对忠诚尧 绝对纯洁尧绝
对可靠的野国之重器冶遥

第二炮兵组建以来袁 党中央尧中
央军委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

决策袁指引战略导弹部队不断跨越发

展袁为维护国家主权尧安全和发展利

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遥
作为担负特殊使命的和平利剑袁

在世界关注的目光中袁中国战略导弹
部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院 家族壮大

了尧体形更小了尧威力更强了尧打击精

度更准了尧机动范围更广了噎噎
1984 年 10 月 员 日袁中国战略导弹

部队威武的长剑战车袁以滚滚野巨龙冶方
阵第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袁 瞬间成为

万人瞩目的焦点曰 海内外人士纷纷感

叹中国这个沉睡的狮子早已醒来!
上世纪 90 年代袁刚刚步入野而立之

年冶的他们袁在一系列大规模联合军事
演习中袁接受中央军委赋予的导弹发射

任务袁首次向世界公开展示战斗力遥
1999 年 愿 月袁他们成功进行新型

远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袁标志着中国

战略导弹部队不断迈向现代化遥
进入 21 世纪袁 南方雨雪冰冻灾

害尧汶川大地震尧甘肃陇南泥石流灾

害噎噎哪里有需要袁这支部队也就出

现在哪里袁做到召之即来尧来之能战尧
战之必胜遥

未来院野中国利剑冶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袁亿
万民众一起见证院火箭军以 远 个方队 苑
种导弹型号尧 上百枚大国长剑的空前

规模袁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遥
2015 年 12 月 31 日袁中央军委举

行仪式袁将第二炮兵正式命名为野中

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冶部队袁并授予军

旗袁第二炮兵也由原来的战略性独立

兵种袁上升为独立军种遥 火箭军由此

正式成立袁开创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

发展的新纪元遥
半个世纪前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成功后袁就向世人宣告院中国掌

握核武器袁完全是为了防御遥 在任何

时候袁任何情况下袁绝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遥

几十年来袁中国从未改变过自己

的和平承诺遥 2015 年 缘 月袁公开出版

的叶中国的军事战略曳国防白皮书袁再
一次作出庄严承诺院野中国始终奉行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袁坚持自卫

防御的核战略袁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

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袁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

赛噎噎冶
作为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袁大国

地位的战略支撑袁国家安全的重要基

石袁他们用野随时能战尧准时发射尧有

效毁伤冶的要求牵引战备建设尧实战

化训练和考核检验袁用实际行动提高

战略威慑与核反击和中远程精确打

击能力遥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袁火箭军始终

聚焦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袁时刻

用 野我们能打仗吗钥浴 我们能打胜仗

吗钥浴 冶警示教育部队袁深入开展战斗

力标准大讨论袁牢固树立官兵打仗和

准备打仗思想遥 东风快递袁使命必达浴
渊王茶茶/整理冤

窑连载 21
中秋将至袁身处离家一千多

公里的异乡袁我这个你们眼中的
不善于表达情感的孩子袁不知道
为何莫名多了许多感慨袁思来想
去袁唯有这种方式可以让我更自
然地和二位说说我的心里话遥

来长沙已经一个多月了袁
我慢慢地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
活遥 和我一个班的兄弟们都挺
团结的袁 大家互帮互助的氛围
让我感觉这里是我的另一个

家遥可能这就是战友情吧袁始终
给予我前进的力量袁 所以大可
不必担心我遥 再一个想对你们
说的就是你们常提到的伙食问
题遥 每次视频的时候你们都心
疼我袁觉得我瘦了很多袁担心我

是没吃饱饭遥但请放心袁这里的
伙食很好袁 我每天都吃得饱饱
的遥至于瘦了袁那是因为锻炼得
多了袁 减去了身上的肥肉赘肉
呢浴随着身体变得越来越结实袁
我的劲儿也大了好多袁 要是再
和爸爸掰手腕袁我绝对能赢浴

亲爱的老爸老妈袁 我在你
们的羽翼保护下生活了十八
年遥可雏鹰总有长大的一天遥在
部队军营的锻炼下袁 我相信我

一定可以长出丰满的羽翼袁在
这片广阔的天空自由翱翔遥 而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自己袁
要学会享受生活遥 我在这边不
怎么花钱袁 兴许偶尔还能赞助
你们出去旅游一次呢遥

一转眼袁 新训已经过去了一个
月袁马上要到中秋节了袁你们不用担
心袁我过得很开心遥 虽然每天都很累袁
你们也老是吐槽照片里的我看起来
很野憔悴冶袁但是我仍乐在其中遥 之前袁
我因为没有被录取上我最心仪的学
校而老是郁郁寡欢袁你们也因此而互
相埋怨对方说没有帮我填好志愿袁让
我一个女孩子在这吃苦遥 但现在的我
很想大声告诉你们院我很庆幸被军校
录取袁这里的生活充满挑战袁一定会

让我拥有与众不同的精彩人生遥
虽然以前我有很多毛病袁尤其爱跟

你们顶嘴袁 但我真的很爱很爱你们袁爱
你们在临行前为我准备各种药品怕我
磕着碰着袁爱你们在我发牢骚时的嘘寒
问暖袁爱你们对我毫无理由的包容噎噎
还有一个多月我就要成年了袁请你们放
心袁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袁也相信在
军校这个大熔炉里袁我一定会成为更好
的自己袁不辜负这一身军装袁不辜负你
们袁不辜负自己遥 爱你们浴

你们好浴
爸袁妈袁许久不见袁马上又要到

中秋节了袁你们还好吗钥听班长说袁
你们常常熬到深夜向她了解我的
情况遥爸袁妈袁你们要保重自己的身
体袁请别担心我袁我在军校大家庭
里过得真的很好遥

爸袁报到那天袁您离开时叮嘱
我院野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袁就要初

心不改袁一往无前地走下去袁别给
我当逃兵遥冶在此袁我很欣慰地给您
汇报袁我一直谨记您的嘱托袁虽然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袁 我变黑
了袁变瘦了袁但我从没有抱怨过尧退
缩过袁 反而更加激起了我的进取
心袁让我在快乐中成长蜕变遥

妈袁还记得报志愿时您一再让
我考虑袁让我多看看袁多挑选遥我知

道袁您是担心我一个女孩子不能适
应军校的环境袁 怕我吃不了这个
苦袁怕我以后会后悔遥但是妈妈袁我
想对您说院野女儿真的很庆幸能够
来到这里袁体验着别人一辈子都不
会有的经历袁我会在磨练中不断成
长袁不断进步遥我相信袁当我穿上军
装授衔的那一刻您也一定会为我
感到骄傲吧遥 冶

临近中秋袁 我猜你们和我
一样有着万千感慨和思念要诉
说袁 毕竟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第
一次度过这样一个分离的中
秋遥提笔伏案袁我的脑海里闪过
的是高考完那个晚上袁 咱们一
家三口坐在一起吃饭时的场
景遥那时的我还调侃爸爸袁让他
多陪陪我袁少去外面应酬遥结果
现在看来袁 倒是我没办法陪伴
在你们身边了遥

送我来军校的那天袁 你们
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院野以后的路
要自己走啦袁 总有一天你会离
开我们的遥冶当时的我以为这只
是你们分别时的辗转不舍遥 可

渐渐的袁我明白了你们的心意遥
是的袁 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
放军军人袁 我的职责使命是保
家卫国遥国家国家袁国永远在家
的前面遥尽管我初入军营袁还在
兵之初的阶段袁 但我已经清楚
了自己内心的选择遥 从前的我
对国家大事毫无概念袁 而现在
的我渐渐明白了身上的责任和
担当遥

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袁
也许在你们眼里我还只是一个
孩子袁有着青春的悸动与烦恼袁
但是我一定会用恣意的青春书
写不一样的成长袁 希望你们能
够始终支持我遥

诗歌

又是一年中秋至
我在寻找
那最美的月光
她穿越在五千年的风雨中
历经远古洪荒
点亮漫长黑夜
映照华夏文明

我在寻找
那最美的月光
她璀璨在唐诗宋词的文字里
表达相思哀愁
诉说人间冷暖
抚慰创伤心灵
星河依旧灿烂
用深遂迷人的星光
照耀你我前行的路

我在寻找
那最美的月光
其实
她深藏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里
她羞涩在黄昏后的柳梢头
她斑驳在故乡的桂树下
她依偎在边关的哨所旁
她融化在慈爱的目光里
她照耀在扶贫的小路上
她飘荡在相思的夜色中

今夜
月光如水
明亮却不耀眼
我醉情在最美的月光里
守护美丽家园
遥寄美好祝福
仰望灿烂星空
写意阑珊
轻轻剪下一片最美的月光
装饰梦的衣裳
还装饰了纯洁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