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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林弹雨里走来的“战斗英雄” 窑连载 62

五公里越野
此系英雄

不能
忘却的

9 月下旬袁湖南省邵阳军分
区政治工作处组织拍摄叶纪念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 70 周年要要要邵阳老兵记录
片曳袁 笔者跟随拍摄组来到抗美
援朝老兵曾志宙家中遥

在拜访曾志宙时袁 老人家正
坐在沙发上袁 聚精会神地看着新
闻袁电视机声音并不大遥 野爸爸听
不见声音袁 只能通过看字幕来领
会意思遥 他的耳膜在上甘岭战役
中被敌军的炮弹震破了袁 年轻时

听力就不是很灵敏袁 如今只有右
耳能听见一丝丝声响遥 冶曾志宙的
女儿曾繁君说道遥

曾志宙知道笔者是为了了解
抗美援朝的故事而来时袁 泪水瞬
间涌上眼眶袁双手不住地颤抖袁良
久袁他平复下情绪袁长缓一口气袁
颤颤巍巍地起身袁 蹒跚地走向卧
室袁 拿出一本老相册和珍藏多年
的立功勋章遥

岁月如歌袁 打开这本陈旧的
相册袁 他用手指着一张张褪色的

照片袁 带着大家回忆 70年前袁那
场残酷的战争噎噎

出生于战争年代的曾志宙袁
从小就有一颗报效祖国的心 遥
1949年 8月袁在亲戚的推荐下袁他
报考了中南军大长沙分校袁9月底
被选调转入西南军大第三分校学
习袁10月参军入伍遥

1950年袁朝鲜战场局势紧张袁
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袁 中央作出志
愿军赴朝参战决策袁 拉开了抗美
援朝战争的序幕遥 那是一次奋不
顾身的出征袁 那是一场舍生忘死
的战斗袁 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有
290 万人入朝作战遥 也就是在
1950年 10月袁曾志宙作为 290万
人当中的一员参加了这场大规模

战争遥
1951年 4月 29日晚袁曾志宙

所在的 38 军在行军途中遭遇敌
机轰炸袁 曾志宙被弹片刺入右下
腹部遥 野当时惨不忍睹袁好多战友
牺牲了袁还好我命大挺过来遥 冶老
人家吃力地回忆着院野我还算幸
运袁这是我上战场快半年来袁第一
次受比较致命的伤袁 不少战友刚
到朝鲜就那么没了噎噎冶

1952 年 10月 14日袁上甘岭
战役打响袁美军的冲锋一波接一
波遥炮弹满天飞袁喊杀声不断袁且
当时天寒地冻袁 粮弹供应困难袁
工程器材缺乏袁但志愿军战士们
士气高昂袁顽强抗敌袁击退了敌
军的一次又一次冲锋遥 当时袁曾
志宙作为连队的指导员袁一直奋
不顾身尧冲锋在前袁他背部和腿
上的疤痕现在依然清晰可见遥

1953 年 7 月袁叶朝鲜停战协
定曳签署袁硝烟漫天的战争终于结
束袁曾志宙跟随部队撤离朝鲜袁返
回祖国遥

野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去曾
经战斗过的地方看看遥 冶翻完相册
后袁曾繁君说遥2019年袁曾志宙的家
人为了他的心愿袁带他到辽宁省丹
东市的鸭绿江断桥旁袁已是耄耋之
年的曾志宙凝望着朝鲜边境袁潸然
泪下遥
家里人介绍说袁老人家这辈子

对党的感情相当深袁 老党员的觉
悟袁老军人的作风袁在曾志宙家中
处处可见遥曾志宙经常教育后代要
听党话尧跟党走尧感党恩袁不论在什

么地方工作袁 平时不要老想家袁要
多干事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袁为人
民做贡献遥 在良好家风影响下袁曾
志宙的六个子女有三位是军人遥

野爸爸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袁时
刻用军人的标准要求我们遥 印象
最深的是我弟弟结婚时袁 休假在
家度蜜月袁 恰逢当时发生洪涝灾
害袁得知消息后袁父亲坚持让弟弟
归队袁 即使部队并没有归队的要
求遥他说军人是什么袁就是在最关
键的时候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遥 冶
说起曾志宙的军人作风袁 三女儿
曾武君感触深刻遥

爱国爱党无私奉献是曾志宙
一生的写照遥 曾志宙转业回到地
方后袁立足农村继续干革命袁还自
学成才当起赤脚医生袁 自己上山
采药袁 免费为穷苦人家看病遥 如
今袁 曾志宙虽已不能再跟当年一
般征战疆场袁 但那颗军人的赤子
之心作为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依
然在发光发热袁影响后代遥

笔者一行离开时袁 曾志宙坚
持要送大家袁 并对着笔者一行敬
上一个军礼院野谢谢你们过来听我
说话袁抗美援朝的故事袁一定不能
让后辈忘记浴 冶

脑海中常常会闪映出一

群奔袭的年轻的绿色的士
兵袁 像一波波夏天的麦浪滚
过袁 像挟风裹雷的声音划过
噎噎

毛泽东在 叶百万雄师横
渡长江曳 一文中豪情万丈地
写道院野人民解放军百万大
军袁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袁
冲破敌阵袁 横渡长江噎噎人
民解放军英勇善战袁 锐不可
当噎噎冶

一九三一年夏袁 毛泽东
在叶渔家傲窑反第二次大野围
剿冶曳中写道院野七百里驱十五
日袁赣水苍茫闽山碧袁横扫千
军如卷席遥 冶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十
二月所作的 叶中国革命战争
的战略问题曳 一文中叙及此
事院十五天中渊一九三一年五
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冤袁走七
百里袁 打五个仗袁 缴枪二万
余袁 痛快淋漓地打破了 野围
剿冶遥

士兵们就该是这样一种
状态袁 五公里越野所需要的
也就是这样一种精神遥

五公里越野袁 一年至少
搞两次比赛袁 有时也在夏天
进行遥

你想袁大热天的袁背着背
包尧水壶尧武器几十斤重的东
西袁又是山路袁就是走袁那滋
味也不会好受袁何况是跑遥 在
奔跑的队伍中每次都要晕倒
几个遥 尽管如此袁可还得跑遥
为防止意外袁担架尧救护车随
队前进袁就像上前线似的遥

尤其是以连尧营尧团为单
位对五公里越野进行考核验

收袁或者搞对抗赛时袁场面浩
大袁 气势冲天遥 一些荣誉连
队袁打出了野老虎连冶尧野红军
连冶的旗帜袁猎猎招展遥

我所在部队驻扎在一个

山坳坳里袁营区内不好展开袁
每次搞五公里越野多是到营

区外遥 部队营区前面是一大
片麦田袁 纵横交错着几条曲
曲折折的山路袁 据作训参谋
野考证冶说袁围着麦田转三周袁
正好五公里遥 官兵们私下讲袁
怎么也有八公里袁 这小子至
少野贪污冶了三公里遥

每当我们全副武装地围
着一大片田地转悠的时候袁
老百姓们就说院看袁当兵的又
在消食了遥

五公里越野是最能体
现 野集体主义精神放光芒冶
这一思想的袁 因为记成绩
时袁它以最后一名的成绩算
单位到达的成绩袁这让每一
位战士的心里都惴惴的袁不
敢有丝毫的懈怠袁生怕扯了
连队的后腿遥

野预备要要跑浴 冶一声令
下袁一群士兵飞奔起来袁你追

我赶遥
我一开始还能保持在前

列袁但不久便逐渐落下来袁只
见眼前一个个战士闪电般地

快速越过去遥 而我还没有跑
到一半就上气不接下气袁口
干胸闷袁 两条腿像灌了铅一
样沉袁步子也越来越小袁汗水
模糊了眼睛袁 哪儿擦得净
噎噎

一个尧 两个噎噎不断地
有人冲到前面去了袁 我是既
烦恼袁又无奈遥 我觉得再跑几
步可能就会栽倒袁 真想就此
躺倒地上袁趴着不起来袁甚至
有个念头想不如跑回家干脆
不当兵了遥 又一想不行袁自己
是带着亲人的愿望尧 自己的
理想袁到部队受锻炼袁想当个
好兵的遥 听班长说袁现在正是
适应期袁咬咬牙袁坚持下来袁
过了这适应期就不会这么累
了遥

坚持跑到三公里袁 实在
感觉不行了袁于是变跑为走遥
后面的战士一个个从我身边
跑过袁我沮丧地望着他们遥 他
们也和我一样袁 头上直冒热
气袁 军装湿透了袁 紧贴在背
上袁可他们仍在继续跑遥 又有
几个从我身边呼呼地跑过遥
每一条身影都好像一条鞭子
一样狠狠地抽在我身上尧心
上袁他们能跑袁我为什么不能
跑噎噎别停袁别停袁坚持一下
就到了浴 我的心里又增添了
些许的勇气遥 作为 野收容队
员冶 的班长跑过来不失时机
地为我打气院野最后半圈了袁
注意调整呼吸袁步子迈大遥 冶
坚持袁坚持浴 不能因为我给班
里拉了后腿浴 我发狂地跑起
来袁越过了一个又一个袁我忘
记了疲劳袁 因为我战胜了自
我袁在一种忘我的状态中袁心
中只有一个念头袁 就是不断
地向前冲噎噎

那一刻袁 跑在这一片无
垠的旷野间袁 心情极为坦荡
和明朗遥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奔跑袁 不停地奔跑遥 每
一次在人生濒临绝望的关

头袁 总会想起这一次次人生
的奔袭袁 总在心底一次次告
慰自己院挺住袁过去这一段困
难期就好了浴

成功就蕴藏在 野再坚持
一下冶的努力之中袁五公里越
野是对这句话最好的一种实

践遥 渊文章节选自叶兵生活曳冤

初秋北疆的清晨袁寒意逼人遥
阿不都卡德尔早早来到武

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某中

队营门门口袁他是来给退伍老兵
送行的袁同行的还有他的老伴古
丽巴哈尔尧孙子阿斯汗和孙女麦
迪娜遥卡德尔今年 67岁袁现住天
山北麓的伊宁市巴彦岱镇墩巴
扎村遥自武警第五支队某中队组
建以来袁一茬茬官兵和卡德尔一
家互相帮助袁 结下了深厚的感
情遥

野爷爷说袁要把最好的东西送
给兵叔叔袁 让他们回家路上吃
好遥 冶麦迪娜说袁为了给兵叔叔送
上最好的礼物袁 一家人凌晨两点
半就爬起来袁烤馕尧炸馓子尧做抓

饭噎噎
卡德尔一家与武警官兵的故

事 袁 要从 20 世纪 80 年代说
起要要要

那时中队刚组建袁 没有围
墙袁 和卡德尔家只隔着一块菜
地遥开春袁卡德尔施肥育苗袁官兵
帮忙松土曰秋天袁卡德尔收割庄
稼袁官兵帮忙搬运遥 野两家人冶像
一家人一样遥

有一年袁 卡德尔左眼受伤失
明袁妻子又体弱多病袁一家人生活
陷入困难遥 得知野老邻居冶的境况
后袁中队想方设法帮助他们遥每天
训练后袁 中队都会派几名战士去
卡德尔家打扫羊圈尧清理院子曰农
忙时袁官兵们帮卡德尔收割庄稼曰

羊羔生病尧农作物闹虫害时袁中队
又请来了兽医和农技专家噎噎

维吾尔族人常说院野好人走
过的地方鲜花盛开遥 冶卡德尔把
武警官兵的滴水之恩铭记于心袁
主动给中队打家具袁刷油漆遥 卡
德尔又很倔袁 怎么都不肯收工
钱遥 官兵们一合计袁想出了好办
法院多去卡德尔家野走亲戚冶袁拎
点水果袁提点米面遥可没过多久袁
卡德尔便发现了他们的 野小心
机冶遥越被特别野照顾冶袁卡德尔越
觉得不安遥他好几次去中队反映
情况袁结果官兵们一个劲地给他
塞肉菜和水果袁把他感动得说不
出话来遥 走出中队营区袁卡德尔
下定决心院 以后只要逢年过节袁

就精心准备礼物袁到中队和武警
官兵一起过节遥他这一坚持就是
30多年遥

2015年初袁 一场大雪压塌了
卡德尔的老屋遥一家人正发愁时袁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扶贫
工作组来到墩巴扎村开展扶贫工

作袁 他们协调民政部门为卡德尔
办理富民安居房补助袁 还帮卡德
尔盖了新房遥新房建好了袁卡德尔
一家的好日子也才刚刚开头遥 经
调研袁 工作组为卡德尔量身定制
了野养殖+打馕冶的脱贫方案袁并由
支队保障处协调销路遥 卡德尔手
艺好袁打出的馕饼又香又软袁他又
钻研养殖技术袁 钱袋子逐渐鼓了
起来遥

2018年底袁中队搬迁到 30多
公里外遥但逢年过节袁卡德尔一家
依然如期而至袁 特别是为复退老
兵送行袁野老邻居冶一定不缺席遥今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袁 一家人
担心不能去送老兵袁 急得好几晚
睡不着遥 8月底袁得知新疆疫情得
到控制袁老两口非常激动遥为了能
送自己最亲的野兵巴郎冶袁卡德尔
还带一家人做了核酸检测遥

送行现场袁 卡德尔一家将准
备好的美食一一塞到老兵手中袁
野你们要一路顺风袁有时间多回来
看看我这个老头子噎噎冶

野敬礼浴 冶退伍老兵们整齐列
队袁向野老邻居冶敬上最后一个军
礼遥

通讯员 夏泽彪

天山脚下鱼水情
通讯员 刘 新 安会永 黄 超

抓敌弱点的破击战
革命战争时期袁长期处于装

备劣势的人民军队擅长以巧取

胜袁 极力避免硬碰硬的消耗战遥
穿插迂回战术袁就是在这一思路
下产生并大量运用袁成为我军以
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

传统战法之一遥
抗美援朝战场上袁面对美军等

17国军队的空地立体突击和密集
火力打击袁我军发扬机动灵活的战
略战术袁深入贯彻野你打你的尧我打
我的冶的作战方针袁广泛采取穿插尧
迂回尧包围等战术袁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战争奇迹遥

从 113师穿插三所里尧124师
穿插济宁里尧 第 27军穿插新兴里
等经典战例袁到横城反击战中的穿
插鹤谷里尧三岔口袁及金城战役中
的穿插二龙洞尧奇袭白虎团遥 我军
每一次进攻战役袁几乎都伴随穿插
行动袁 巧妙地抓住敌弱点而入尧奔
着敌要点而打遥
以 124师穿插济宁里为例遥在

距离较远尧地形复杂和道路较少的
情况下袁 该师经战前严密情报侦
察袁 利用突破口从道城岘经巨林
川尧官厅里尧柯芝屯向济宁里穿插遥
这是一条高山连绵尧 丛林密布尧白
雪皑皑的三级公路遥沿途虽有敌机
轰炸扫射袁纵深守敌阻拦袁但由于
地形隐蔽尧道路曲折袁完全出敌意
料遥 我军大胆猛进袁遇敌后尽量靠
近形成交错态势遥 白天向敌纵深大
胆穿插尧边打边进袁8个小时内打了
9仗袁前进 20公里袁攻占济宁里袁切

断南朝鲜军 2师和 5师一部退路袁
圆满完成预定作战任务袁受到志愿
军司令部通令嘉奖遥

习惯于一线平推作战的敌
人袁对我军避实就虚尧迂回包抄的
穿插战术极不适应袁 几乎每次都
被我军抓住弱点尧长驱直入遥
最令美军无奈的是袁穿插迂回

的我军部队袁还时常化装伪装袁屡屡
骗过其空中侦察和后卫部队遥 据美
军战史记载袁云山战斗中袁我第 39
军 116师 246团 4连就化装成南
朝鲜军快速穿插袁路过二滩川大桥
时还和美军握手致意遥 随后我军快
速突入云山城袁搅得美军天翻地覆遥
我军战史也有记载袁在济宁里

等穿插战斗中袁我军利用缴获的对
空联络板袁 向敌机发出错误指令袁
扰乱其行动遥

快速突击的奔袭战
穿插战术强调出其不意尧以快

打慢袁困难的是急速行军遥 由于穿

插迂回行动往往利用敌部署间隙

和侧翼袁一旦为敌所察觉袁就会陷
入重围中遥 因此袁隐蔽性和突然性
是穿插迂回成败的关键袁突击速度
又是达成战役突然性的基础遥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期

间袁第 38军 113师向三所里穿插袁
断敌退路尧阻敌增援遥 该师忍受极
度疲劳袁 在 14 个小时内急行军
72.5公里遥

113 师先后打垮南朝鲜军 7
师尧土耳其旅尧美军 25师和英军 28
旅等敌的阻击骚扰袁先敌 5分钟到
达预定地域遥113师与逃敌尧援敌激
战 50余小时袁 截断军隅里美军骑
兵第 1师的退路袁 打乱敌战役部
署袁为实现战役合围立下头功遥

113 师约 5.1 公里的行军时
速袁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步兵急行
军的纪录遥 几十年后的海湾战争
中袁 美军第 18空降军每小时攻击
前进距离袁也不过 4.1公里遥113师
和我军其他部队的战役穿插袁给美

军造成了心理阴影遥 第四次战役
后袁 志愿军第 12军调至朝鲜东海
岸整训袁从美军视野中消失遥 美军
以为第 12军又要穿插迂回袁 不知
会从什么地方出现袁派出大批飞机
侦察遥 由此可见我军穿插战术之
威遥

前后夹攻的围歼战
抗美援朝战争中袁我军多次进

行中远距离穿插袁各级指战员多次
实施大大小小的围歼战袁准确打击
敌要害袁造成敌混乱袁割裂敌防御
部署遥 这对于加快战役战斗进程袁
夺取进攻作战胜利袁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遥

以新兴里歼灭战为例袁志愿
军第 27 军 238 团 4 连利用美军
部署间隙袁直扑其 7 师 31 团野北
极熊团冶指挥所袁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捣毁该指挥所袁 毙其团
长尧夺其团旗袁一举瘫痪该团指
挥系统袁 为全歼该团拔得头筹遥

新兴里一战袁我军 4 个建制团歼
灭美军 1个加强步兵团袁穿插战
术功不可没遥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的沙
坪村袭击战袁114师 341团 2营利
用南朝鲜军 7师两个团的结合部
缝隙袁 在敌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袁渗
透至敌炮阵地附近遥 该团采用野一
点两面冶战术袁分割包围敌炮兵阵
地和营指挥所袁 然后发起突袭袁仅
两个小时就端掉 1个榴弹炮营袁为
全歼敌军创造重要条件遥

无论是师级单位的战役级穿
插袁 还是营连级别的战斗穿插袁我
军各级指战员都能发扬革命战争
时期的丰富经验袁实施各种规模的
穿插迂回包围袁 使敌腹背受敌尧四
处挨打袁轻则乱敌部署袁重则断敌
后路袁 极大减轻正面主攻部队压
力袁 把战争指挥艺术发挥到极致袁
真正实现战役尧战术层面的精确打
击和体系破击遥

(摘自叶中国国防报曳)

阅读提示院野如果没有阻力袁中国人的整个纵队会
穿过防御工事袁一直深入到耶联合国军爷阵地后方冶野中
国人擅长穿插到我军薄弱部位实施袭击和强攻袁把我
军阵地分割成若干小目标各个歼灭噎噎冶以上这些文
字袁来自美国尧韩国不同年代的朝鲜战争官方战史袁描
述的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神入化的穿插战术遥

扫一扫二维码袁
聆听更多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