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
魏 永 景 ，

湖南道县人 ，
1955年出生。1972

年12月入伍 ，1974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江华县人武部秘书 ，零
陵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南湾

湖军垦农场政委， 湘潭市军分区
政治部主任，郴州市委常委、军分区

政委，湖南省军区副政委等职。2008年
冰灾期间， 时任郴州军分区党委书

记、 政委的魏永景临危受命，出
任京珠高速郴州段破冰保交

总指挥， 连续10昼夜指挥
破冰除雪，终因体力不

支晕倒在指挥岗位
上，被誉为“京珠

铁人”。

故事
晶莹剔透的冰雪， 在我国南

方有时是难得一见的美景。 然而
2008年1月， 湖南郴州那场50年一遇
的冰雪却带来了罕见灾害：郴州境内道
路全部中断， 京珠高速和107国道郴州
段双向拥堵达100余公里。

告急！告急！危急关头，时任郴州军
分区党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的魏永景临
危受命，出任京珠高速郴州段破冰保交
总指挥。 面对5万多群众被困在京珠高
速郴州段，这位自1995年以来参加了湖
南历年抗洪抢险战斗并屡建功勋，被省
委、省政府授予“抗洪功臣”荣誉称号的
我军优秀指挥员，在顶风冒雪详细勘察
郴州路段情况后，指挥打响了破冰保交
“三大攻坚战”。

集中兵力打通北上线。根据京珠高
速南下线出口已经关闭、重型货车滞留
太多、短期内难以疏通的实际，魏永景
果断作出先打通北上线的决策。1月26
日， 在魏永景的指挥下， 京珠沿线县
（市、区）的数万军民紧急动员，打响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冰攻坚战。经过两天
紧张奋战，京珠高速郴州段北上线提前
2个小时全线贯通，一条“生命通道”也
随之开通。

实施107国道大分流。1月29日，京
珠高速郴州段南下线上的3条车道依然
堵得严严实实，魏永景仔细勘察地形后
再次果断决策， 在郴州境内的良田、永
兴、马田高速路打开3个出口，将部分滞

留车辆临时分流至107国道。此时，路面
冰雪层已厚达50厘米，人工破冰非常困
难。魏永景当即调来20多台推土机协同
作业， 大大加快了破冰清障的进度。30
日上午，3个出口成功打开，4000多台
滞留车辆被有序分流到107国道。

全力打通南下线。2月2日， 湖南省
委、省政府下达“命令”：2月3日晚12时
前，京珠高速必须实现南北双线全线贯
通！紧急关头，魏永景当即拿出了“重点
用兵，各个击破”的攻坚方案。

经过10多个小时的艰苦鏖战，2月3
日晚11时， 京珠高速郴州段提前1小时
实现南北双向全线贯通， 瘫痪9天的南
北交通大动脉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战
斗在一线的官兵们都知道，到京珠高速
全线贯通时，魏永景已在冰天雪地连续
奋战了10昼夜，行程3000多公里，瘦了
好几公斤，总共睡了不到24小时。

2008年2月18日，由解放军总政治
部组织的近20家中央省市新闻媒体的
采访团抵达郴州， 对魏永景同志在抗
冰救灾中的感人事迹进行集中采访报
道。200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之际，魏永景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
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
物”。

2012年4月，魏永景退休后，还兼任
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会长。在灾害来临
之时， 他依然率领民间紧急救援队伍，
战斗在救灾一线。

人物
宋文博，1972年12月16日出生于衡

阳，祖籍山东威海，中共党员，原省公安
消防总队邵阳支队洞口大队政治教导
员，武警少校警衔。先后6次受嘉奖，3次
荣立三等功，2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他所带领的部队曾被公安部、省总队评
为“全国公安机关奥运消防保卫攻坚战
先进集体”“全面建设先进大队”“湖南
省执法质量考评先进大队”“湖南省青
年文明号”“湖南省消防部队正规化管
理五星级单位”“全省十七大保卫先进
单位”。

故事
宋文博出生在军人世家，19年的军

旅生涯里， 他参加灭火救援战斗500余
次。1999年5月7日， 洞口县城林苑酒店
发生大火。 宋文博冒着浓烟和熊熊烈
火，几次差点被毒烟熏倒，将一名70多
岁的老人和一名10岁的小孩从火场抢
救出来。2004年8月， 在扑救武冈市老
城区木货街棚户区火灾中，宋文博冲进
火场抢救人员物资，扑灭了大火，他的
左耳和左手臂却被大火烧伤。

2008年1月29日，一综合市场因冰
冻灾害引发大面积坍塌，上百名业主和
顾客命悬一线。宋文博带领官兵冒着生
命危险， 通过4个多小时的人工掏挖和
救援，成功将15名被困群众从冰雪和废
墟中救出。抗冰救灾期间，宋文博组织

消防官兵和志愿消防队员成立了4支
“青年突击队”， 不分昼夜连续作战，为
县重点单位和受灾群众送水除冰。在深
夜凛冽的寒风中，他和队员们的手脚常
常被冻得失去了知觉， 但他们毫无怨
言，出色地完成了10余次送水除冰等社
会救助任务。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宋文
博在第一时间组织官兵为灾区人民捐
款捐物，并带头捐款1000元。在他的带
领下，全队官兵自发捐款6000元。两天
后，他又带领中队17名官兵来到县政府
临时采血点义务献血5000余毫升。

2009年6月8日至9日，邵阳市洞口
县境内普降暴雨，河水猛涨，山洪暴发，
花园镇宝湾、 龙头村200多名群众被洪
水围困。宋文博身先士卒，全然不顾自
己几天来头痛得厉害，带领参战官兵将
220名被困群众全部成功疏散转移。山
洪退后，他强忍着伤病的疼痛，连续作
战，帮助灾民清淤、修房等，开展灾后重
建， 因疲劳过度引发高血压脑出血，经
医院多方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宋文博牺牲后，公安部为宋文博同
志追记一等功，省政府追授其“抗洪模
范”荣誉称号，省直机关工委追授宋文
博为“模范共产党员”，共青团湖南省委
追授其“青年五四奖章”。国务院、中央
军委追授宋文博“爱民模范”荣誉称号。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周小雷
贺威 采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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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每一枚军功章都渗透了英雄的鲜血。和平时期，每一枚军功章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采写或整理了5个建国以来湖南英模人物和团队的事迹，为您讲述他们军

功章背后的故事和感动———

军功章，热血与忠诚的凝铸
人物
彭楚政，湖南古丈县人，1943年出生，

1961年因协助抓捕逃犯有功 ， 被特招入
伍。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古丈县警
察中队（后改为解放军古丈县中队）任战
士期间，由于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成
绩显著，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并出席
了广州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
表大会 。1998年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
1999年晋升少将军衔 。曾被评为 “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全国拥政爱民模范”。
由于扶贫工作业绩突出 ,被评为 “全国十
大扶贫状元”。

故事
彭楚政连续14年奋战在湘西山区扶

贫攻坚第一线， 完成了自治州脱贫史上
的4大壮举———建房、引水、建校、扶贫
开发，湘西山区老百姓亲切地称他“扶贫
司令”。

1984年冬，当国家扶贫攻坚战的号角
吹响，作为全国18个重点扶贫地区的自治
州决定从扶贫建房入手，打一场扶贫攻坚
战。然而，自治州山峰如林，交通阻隔，没
有人能说得出究竟还有多少人栖身在岩
洞里、草棚中。州党委会上，时任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扶贫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彭
楚政主动请缨。

饿了啃一口干粮， 渴了喝一口山泉
水， 困了在岩洞过上一夜。 整整一个冬
季， 彭楚政的足迹踏遍了全州八成以上
的乡镇，走访了900多户无房户人家，行
程逾5000公里，穿烂了5双胶鞋，戳断了
17根拐杖。1985年大年初二， 彭楚政将
一份长达3万字的《关于解决无房群众
住房问题的报告》上报自治州党委，引起
了州党委的高度重视。不久，一场以民兵

为生力军的扶贫建房战役， 在武陵山区
拉开了序幕。 经过两个冬天240多个日
日夜夜的艰苦奋战， 彭楚政带领15万
民兵，义务投工300多万个，帮助群
众建房1.3万栋，使全州7万多无
房群众全部搬进新居。

保靖县阳朝乡梭罗村
是土家族、苗族混居的
山村， 全村540多户
仅靠一条小小的
污水沟生活 。
一年冬天，
彭 楚 政
冒 着
严 寒 率
领县人武部
和 500名 民 兵
进山开渠引水。为
方便施工， 他和民兵
一起挤住在阴冷的岩洞
里。夜里零下十几度，彭楚
政住在最外边挡风。为了找水
源，彭楚政打着火把，身背缆绳带
头探洞，最后在一个100多米深的溶
洞里找到了泉水。施工队一鼓作气干了
3个月， 搬走5万多方石头， 凿出一条
5000米长的水渠， 建起了7个蓄水池，把
水引进了梭罗村。 期间， 彭楚政父亲病
逝， 他甚至没来得及回家见老人最后一
面。

14年间，彭楚政一心扑在扶贫事业
上，使 7万乡亲告别了“山顶洞 ”生活 ，
31万人解决了饮水困难，5.3万名儿童
走进了学堂 ，20万群众实现脱贫 。“生
命像一根火柴， 划着了就要为人民燃
烧。” 彭楚政用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
人生诺言。

团队
天河二号 ,是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

超级计算机系统， 以峰值计算速度每秒
5.49亿亿次、 持续计算速度每秒3.39亿亿
次双精度浮点运算的优异性能，成为全球
曾经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2014年11月17日公布的全球超级计
算机500强榜单中， 中国的天河二号以比
第二名美国“泰坦”快近一倍的速度连续
第四次获得冠军。2015年5月，在天河二号
上成功进行了3万亿粒子数中微子和暗物
质的宇宙学N体数值模拟，揭示了宇宙大
爆炸1600万年之后至今约137亿年的漫长
演化进程，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粒子数最
多的N体数值模拟。

故事
天河二号是国家科技部“十二五”

863重大项目立项研制的项目，国防科技
大学牵头进行了研发工作。 近300人的
研发团队从2011年开始，历时两年多才
研制完成。

在天河二号之前，国防科技大学的团
队曾在2010年研制出了天河一号， 并首
次让中国超级计算机站到了世界冠军的
领奖台上。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8个月，日本一台
名为“京”的超级计算机就将天河一号挤
下冠军台。之后，美国研制的“红杉”、“泰
坦”超级计算机也先后坐上世界第一的交
椅，天河一号排名滑落至第8名。

当外界还在称赞天河一号夺得世
界第一时，天河二号的开发工作已悄然
展开。2013年6月，经过280多人长达2年
多的潜心研发， 天河二号正式研制成
功， 并很快夺回超级计算机冠军的宝
座。

依托5.49亿亿次每秒的超级运算速
度， 天河二号真正实现了“算天、算
地、算人”。

除了助力探月工程、 载人
航天等政府科研项目外，天
河二号目前已逐渐应用
于民用领域，比如石
油勘探、汽车飞机

的设计制
造 、基
因 测
序等。

在 天
河 二 号 一 排
排高大的黑色机
柜 里 ， 一 共 装 有
32000 颗 主 CPU 和
48000个协处理器，共300
多万个计算核心。 拥有如此
多的计算核心让它的运算速度
也非常惊人。

据专家介绍， 传统手段研发新车，
一般要经过上百次碰撞实验、历时两年
多才能完成， 而利用天河二号进行模
拟，只需3到5次实车碰撞、两个月即可
实现。

此外， 天河二号还可应用于娱乐产
业， 现在通过超级计算机制作动漫和3D
电影已经成为潮流。电影《阿凡达》动漫渲
染制作耗时一年多完成。 如果用天河二
号，仅用1个月就可制作出与《阿凡达》动
漫渲染效果相当的影片。

中国商用飞机设计有限公司北
京研究中心利用约2.4万CPU核
开展了大型民机全参数气动
优化设计， 在天河二号计
算6天， 完成了其自身
计算平台约需 2年
的工作量， 极大
地优化了工
作效率。

人物
方红霄，1970年生于岳阳君山许市

镇肖台村，1990年入伍，中共党员，在担
负昆明火车站执勤任务的5年间， 与各
类违法犯罪分子作坚决斗争，做出了突
出贡献。曾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中国优秀青年卫士”、云南省“人民卫
士”、武警部队“护法勇士”等称号，被评
为首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荣膺
“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称号。
现任武警云南总队司令部参谋长。

故事
1993年国庆节的晚上， 方红霄在

昆明火车站进站口例行检查“三
品”，一个捂着肚子称病的小伙

子刚进站就直起了腰。 方红
霄感到其中有蹊跷，追上

去让他接受检查，对
方突然掏出一支

手枪，对着方红
霄 进 行 威

胁。方红霄义正言辞警告：“你可以开枪
把我打死，但今天你无论如何是跑不掉
了！”僵持中，方红霄抓住有利瞬间飞起
一脚将枪踢落，对方朝方红霄的脸上乱
抓乱打反抗，方红霄忍住疼痛，挺胸咬
牙任凭鲜血从脸上流下，双手死死卡住
对方的喉部，同两名战友和几名旅客将
嫌犯制服。

1994年，方红霄作为执勤骨干继续
留队，成了中队唯一一个超期服役的老
兵。4月23日11时， 方红霄带着靳红春、
李明、 孔翔3位战友例行检查旅客的行
李物品时，遇到身材一大一小身藏毒品
的两嫌犯。 其中一小个子嫌犯抽出一
把长刀向方红霄刺来，方红霄闪身用左
手一挡，手表玻璃壳被砍成两块，刀刃
划进了手腕，顿时鲜血直流。面对挥舞
的长刀， 方红霄带头向两名嫌犯追去，
将挥刀的小个子逼到铁路涵洞里后制
服。

在追捕另一名嫌犯过程中， 方红
霄的右脚被一颗钉子扎穿， 他将脚内

钉子拔出，抓起一把土止血，捂住脚背
伤口一瘸一拐继续追击。 嫌犯跳水企
图逃跑，方红霄跳入刺骨的江水中，强
忍疼痛顽强战斗， 与随后赶到的战友
将嫌犯打昏在水里。两天后，方红霄的
左脚伤口因进水开始红肿溃烂， 接着
是持续不退的40度高烧， 在医院经过
专家们半个月的抢救治疗， 才勉强愈
合。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方红霄带领
官兵查缴海洛因等毒品45公斤、各种枪
支41支、子弹2172发、黄色制品957件、
管制刀具3万多把， 抓获各类违法犯罪
嫌疑人1919人。

方红霄两次在枪口下舍身救出被
歹徒劫持的人质，数次冒死排除了即将
爆炸的手雷。在火车站执勤时，他先后
接济过往旅客60多人，帮助数十名走失
的孩子重新回到父母的怀抱。他出色完
成扑救森林大火、 抗击雨雪冰冻灾害、
抗震救灾、奥运火炬传递安保等20次重
大执勤处突任务。

“扶贫司令”

勇攀高峰

忠诚卫士

“京珠铁人”

爱民模范

图⑤2013年11月17日，国防科
技大学科技人员在观测天河二号运
行情况。（资料图片） 何书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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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彭楚政。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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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方红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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