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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巴烈属及老兵赴巴祭奠英烈纪实

■ 徐亚平 李格文 姜蔚 汪令维

此次参加祭奠英烈活动的烈属代表有 24 人
田茂翠 王德新 邹 涤 方 德 肖际玉
何翠菊 何翠萍 贺光群 周银安 李 振
吴家斌 高 军 王洪礼 周 锋 汪辉焱
刘 杰 徐 敏 张 凤 方苗苗 韩 颖
方 敬 孙智莉 巩玉侠 郑春波

此次参加祭奠英烈活动的援巴老兵代表有 14 人
张春祥 田念胜 潘 俊 杨述今 邵建平
何英林 刘玉群 徐罗生 李春田 杨金录
江从高 马富胜 张统秀 张荣礼

传承英烈志 凝聚民族魂

说起巴基斯坦，国人皆称“巴铁”。 40
年前， 中巴两国英雄儿女就用鲜血和生命

共同修筑了堪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中巴

友谊之路———喀喇昆仑公路。 前后 13 年，

中国共有 168 人献出宝贵生命， 其中 88
人长眠在巴基斯坦吉尔吉特中国烈士陵

园。 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称他们为“巴中友

谊奠基人”。

今年清明节前夕， 湖南日报社和中巴

友谊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路桥巴基斯坦办

事处等牵头组织全国 9 省的 24 位烈属、

14 名老兵， 首次踏上了集体异国寻亲、扫

墓圆梦之旅；《湖南日报》开辟“圆梦‘巴铁’

祭英魂”专栏进行全线跟踪报道。 中国驻巴

基斯坦大使馆党委称赞本次活动为“40 多

年来援巴烈属首次集体跨国祭祀， 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

4 月 9 日，“中国援巴烈属及老兵访问

团”全体成员心情舒畅、平安顺利抵家。

众家服务 赴巴之旅

山川阻隔， 困难重重。 40 多年来，
100 多个援巴烈士家庭难以出国为亲人
扫墓，这成了他们心中的隐痛与梦想。

为了帮助烈属们圆梦，湖南日报社
岳阳分社联合中巴友谊传播有限公司，
从去年 8 月开始策划“援巴烈属圆梦之
旅”活动。 犹如大海捞针，从全国 9 省找
到了 24 位烈士亲人和 14 位烈士生前
战友，组成了“中国援巴烈属及老兵赴
巴访问团”， 聘请了中国驻巴大使馆大
使姚敬和前大使张春祥，中国武警交通
指挥部后勤部原副部长王建业大校，中
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王
小军，湖南日报社社长孔和平、总编辑
龚政文任顾问。 中国驻巴前大使张春祥
全程陪护烈属及老兵访问巴基斯坦，为
活动的成功举办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是一次跨国公益活动。 中巴友谊
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远大科技集团巴基
斯坦公司、湖南德龙置业有限公司、岳阳
市玉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赣中
航运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的倾情支持，
确保了活动的顺利开展， 他们还和岳阳
市江豚保护协会一同派出优秀志愿者全
程服务。 湖南远大科技集团驻巴基斯坦
办事处负责人伍波和杨玉明随团万里奔
波，不辞辛劳。

在巴华人 义重如山

早在去年 10 月，在了解到活动组
委会的策划方案以后， 在巴华人杨文
宇先生就在 4 个微信群中发布信息，
为中国烈士家属开展募捐活动。 前后
有 185 人捐献 186 笔爱心款， 总额为
人民币 4.2 万多元、卢比 18 万元。 3 月
30 日举行了捐献仪式。 白宫、花苑、中
巴友谊促进会等 4 家宾馆优惠接待了
祖国亲人。

访问团进入吉尔吉特以后， 当地湖
南籍志愿者伍小平组织 15 台高级越野
车接送访问团成员， 并带大家重走喀喇
昆仑公路。

4 月 8 日离境归国当天， 华人志愿
者杨长青、李文等调集多台小车，将访问
团成员送到拉合尔机场，依依惜别。

当晚，24 位烈属、14 位老兵以及访
问团随团岳阳志愿者平安归国。

喀喇昆仑公路 。
彭宏伟 摄

两国政府 倾情支持

深思熟虑、扎实准备之后，活动组
委会将活动方案报告给中国驻巴大使
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 两国大使馆
先后向本国外交部报告后，两国外交部
都十分认同，表示支持。 两国大使馆都
向巴基斯坦建议由拉合尔、 伊斯兰堡、
吉尔吉特军警全线护航。 拉合尔派遣特
殊保护部队 12 位官兵全线护送访问团
到伊斯兰堡，24 小时寸步不离。 伊斯兰

堡警署也增派了 2 位武装警察在代表
团驻地值夜。 吉尔吉特市调动了 50 位
军警执勤， 空中 2 架军用直升机巡航。
同时，还调动救护车和医护人员随团行
动。 我国大使馆参赞陈伟称：“这是中巴
两国建交以来，对国内来访的人员首次
使用当地医护力量随团而走。 ”

4 月 3 日， 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先
生，在总统府亲切接见了访问团 7 位代
表， 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深深感谢之
情，衷心祝愿“巴中友谊万岁”。

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先生亲切接见中国援巴烈属及老兵访问团代表。
（巴基斯坦总统府供图）

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先生与中国援巴烈属及老兵访
问团代表合影。 （巴基斯坦总统府供图）

访问团走进吉尔吉特中国烈士陵园。 彭宏伟 摄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参赞陈伟慰问
烈士陵园守墓人。 彭宏伟 摄

驻外使节 情深似海

访问团抵达伊斯兰堡后， 我国大使
馆参赞陈伟召集访问团负责人到使馆召
开专题会议，进一步落实活动实施方案，
就国旗、花圈、花篮、花束、水果、白酒和
烈属的座椅等进行研商，并分工到人，准
备到位。 使馆一秘贾伟两次到驻地座谈
和会商，了解访问团的需求，跟踪服务。

4 月 3 日， 大使馆邀请访问团全体
成员到使馆作客。使馆前大使张春祥、公
使衔参赞赵立坚、参赞陈伟、一秘贾伟在
办公楼前迎候祖国亲人； 随后陪同客人
参观馆史室并宴请大家。

为了保证访问团的绝对安全以及高
龄烈属的健康， 大使馆设法联系两架专
机， 护送访问团飞抵吉尔吉特。 祭奠当
天，使馆前大使张春祥、参赞陈伟、一秘
贾伟等人全程陪护。

4 月 7 日， 访问团离开伊斯兰堡返

回拉合尔之际，大使馆参赞陈伟、一秘贾
伟与访问团负责人交流， 同时派出一秘
贾伟为访问团全体成员送行。

访问团抵达拉哈尔后， 中国驻拉合
尔总领事馆热情接待了访问团。 总领事
龙定斌，副总领事王大学，领事唐西游、
杜根起与烈属代表开展座谈， 并宴请了
访问团成员。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前大使张春祥、
参赞陈伟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

彭宏伟 摄
中国驻巴基斯坦前大使张春祥出席

活动并讲话。 彭宏伟 摄

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伍玉龙， 志愿者
金力为烈士墓覆盖五星红旗。 徐亚平 摄

“战地记者” 日夜奋战
为了宣传中巴友谊、“一带一路”、

“中巴经济走廊”等重大主题，湖南日报
社紧扣国际国内关注的热点，抓住清明
祭祀的时间节点，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英雄情怀的系列论述，深入喀喇昆仑
公路建设现场、吉尔吉特市中国烈士陵
园等地，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滚动式报
道。

随团 5 名前线记者精心策划，每天
确定一个报道主题， 做到心中有数、忙
而不乱，大家用文字、图片、视频、航拍
发布大量独家的新闻资讯，一切只为讲
好中巴友好故事。《万水千山来看你，千
呼万唤心念你》《“这一天， 我等了 15
年”》、《万水千山总是情》等讲述了现场
一幕幕感人故事。

由于气候、时差、网络障碍，5 位记
者回国前就病倒了 4 位。大家拼的是体
力和意志，每天忙到凌晨 1 时，早上 5
时又要开始跟国内同步工作，几乎每天
工作 18 小时。大家克服困难，深度发掘
一手材料，快速撰写当日新闻，确保了
新闻的时效性。

中国援巴烈属及老兵赴巴祭奠英烈活
动组委会主任徐亚平和援巴老兵李春田向
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 彭宏伟 摄

岳阳志愿者吴群陪护烈属田茂翠、李振
祭奠亲人。 彭宏伟 摄

坚强后盾 保障有力

作为前线记者的坚强后盾，湖南日
报编委会、市州新闻中心、编辑出版中
心全力以赴， 与前方记者密切联动，快
速编发大量独家新闻。新湖南客户端首
先安排岳阳频道做专题报道，点击量达
60 多万人次； 新湖南客户端总部将其
推荐至首页，截至 4 月 9 日，点击量达
到 113 万人次，总点击量达到 173 万人
次，创造了新湖南创办地方专题以来点
击量新纪录。通讯《烈士哥哥们，请给妈
妈一个拥抱》 点击量达 10 万人次，《巴
中友谊万岁》点击量高达 23.8 万人次。

此外，新华网、人民网、搜狐网、新
浪网、中新网、中国日报网、湖南卫视、
岳阳电视台、岳阳日报等多家媒体也报
道或转载了这一活动实况。

毫无疑问，“圆梦‘巴铁’祭英魂”系
列报道是国内媒体跨国开展红色基因
宣传的一次有益尝试，是新媒体时代宣
传工作从形式到内容的一次大胆创新，
也是弘扬传承英烈精神和社会正气、让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一次重大实践，将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激发
强大的精神力量。

每一座烈士墓都覆盖了五星红旗。
徐亚平 摄

援巴老兵潘俊、刘玉群、田念胜、江从高、李春田、杨述
今、杨金录、邵建平（从左至右）向烈士致敬。 彭宏伟 摄

致敬烈属 致敬老兵

中巴友谊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巴基斯坦办事处

湖南远大科技集团巴基斯坦公司
岳阳市玉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德龙置业有限公司
江西赣中航运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

岳阳市绿化管理中心
新华社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日报网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岳阳日报社
岳阳电视台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岳阳市绿江南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鸣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