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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炎琰

“我要当一个王喜班长一样的好兵，
争做习主席好战士。 ”这是我参军后在微
信朋友圈里发的第一条微信。快两年了，
这条微信陪伴我经历了难忘的艰苦训练
和竞赛， 陪伴我在王喜班长的特勤排班
里一路成长。这不仅是我的目标，也是战
友们的想法。

还记得新兵训练时， 就有战友说最
想去“王喜班”。真幸运，因新兵训练被评
为优秀新兵，我进了这个班。她有什么吸
引大家的呢？老战士异口同声地说，是不
怕苦、不怕死、不服输的“王喜精神”。 这
位大我六岁的“90后”战功赫赫，当兵8年
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
获得“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全国向
上向善好青年”“三湘勇士”等荣誉称号。

从小，王喜是听着战争故事长大的。
他的家在云南大山的小村子， 离老山主
峰10公里。 父亲是当年老山前线担架队
的民兵， 他心中早早地埋下了从军报国
的种子。2011年底父亲离开了他，弥留之
际留给他最后一句话：“一定要当兵，一
定要当个好兵！ ”这年底，经过三次应征，
他终于入伍了， 从此开启了一位共和国
卫士的激荡青春，大型安保、处突维稳、
抢险救援、禁毒打黑、摧毁暴恐组织联络
点、抓获犯罪嫌疑人、解救被困群众……
他将父亲的叮咛变成了一个个传奇故
事。

当兵免不了要吃苦， 更何况要当个
好兵。刚入伍时，王喜的军事素质并不是
最出色的，但他坚信“笨鸟先飞”，每天除
了吃饭睡觉就是疯狂训练， 经常累得上
厕所蹲不下腿， 拿筷子手不听使唤……
皇天不负苦心人， 他成为同年兵中的第
一个特战队员！

军营的苦，我有深切感受。 特勤排里，
队列、军体、格斗、射击、5公里跑……一天
四次，日复一日，重复训练，汗水渗进眼里
刺得生疼，身上的迷彩服湿了干、干了湿，
太阳越大越晒不干。 吃得了苦，本领过硬，
才有佳绩。 2014年6月，武警湖南总队举行
首届特勤排应急班比武考核。开赛前一天，
王喜训练中右膝盖撞地，肿得像馒头，医生
建议休息两周。可他咬牙高标准完成攀登、
射击、五公里武装越野等47个课目竞赛，摘

取首届“三湘勇士”荣誉勋章。
2014年10月，犯罪嫌疑人彭某劫持

小学女生到教学楼三楼。 他和战友开展
空中索降抓捕行动。然而，索降位置无法
固定绳索， 王喜就把索降绳的一头交到
两名队友手里， 冒险尝试从未训练过的
无固定索降。 趁谈判人员吸引住彭某的
视线， 他和战友从教学楼的另一端悄无
声息地爬上四楼。王喜系上绳索，从四楼
降至三楼阳台顶部，身体悬在半空，伺机
突击。绳索摇晃剧烈，稍不小心就可能碰
到身后一米处的高压线， 所有人都为他
捏了一把汗。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一小
时、两小时……近4个小时过去，王喜靠
紧绷的身体支撑“悬停”。 这时耳机里传

来命令：谈判失败，救人!
� � � �嫌犯不顾一切地抱起人质， 企图跳
楼自尽，在向阳台外侧翻坠下的瞬间，王
喜沉着冷静，用力一蹬外墙，利用身体惯
性突入三楼阳台，在身体下落的同时，两
脚死死夹住人质， 顺利将嫌犯和人质分
离，抓捕队员飞身扑向嫌犯，将其制服。

王喜不喜欢怂兵， 干什么事都不服
输，把一个个新兵变成了好兵。班上战士
进步得慢，他就边刻苦训练边注重总结，
提出的“小兵种大集训”等实战训练法在
支队推广， 特别是他收集狙击手射击数
据，绘制50多张图表，摸索出“一挺二正
三平”训练固定操枪姿势方法，班里战士
的射击水平迅速提高。 2017年总队年度
军事考核， 王喜在快速精度射击科目中
打出98环的优异成绩。

过硬的军事素质，过人的胆识，年轻
战士都很崇拜王喜。在他的影响下，我所
在的永州支队成了“好兵的摇篮”，2014
年以来参加总队军事比武竞赛均名列前
茅， 先后有18人获评“武警部队极限勇
士”，10人获评总队“三湘勇士”，6人获评
总队优秀教练员，7人获评总队训练标
兵，圆满完成抢险救援、反恐处突等急难
险重任务150多起。

在王喜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也得到充
分锻炼，入伍一年多就荣立三等功，上个月
入选总队预提指挥士官集训。 拿回手机，
突然看到两年前朋友圈里的那条微信下
面有王喜的点赞，我心里一激动有点想哭，
班长终于认可了我这个城里娃。

集训临行前，我对班长说：“谢谢！ ”
他看着我，仍然是一脸熟悉的憨厚笑容，
仍然是平常说得最多的那句话：“一起努
力，争做习主席好战士！ ”

（作者系武警湖南总队永州支队
执勤一大队机动中队五班战士）

张富清之歌
（选登）

李利拉

央视
时代楷模发布厅

夺眶而出的
感动与敬意

一再重复的旧皮箱
与灶边炒菜的镜头

95岁
操刀
掌勺

庖丁解牛
油烟升腾
岁月燃烧

没有枯藤老树昏鸦
没有高堂明镜悲白发

没有对酒当歌
没有幽愤孤舟

老伴、轮椅、假肢
打满补丁的搪瓷缸、
翻烂的新华字典、

缺角的茶几
构成张富清的

这一篇《陋室铭》
缓缓流出的价值观

美的温度
党性与民族性
打湿了这个
平凡的夜晚

95岁成网红
不是他的梦

他的梦
早已封存在

那一口旧皮箱里
一封就是60余年

当今天
他向世界

透露这个秘密时
理由竟是

那么的简单：
因为战友们

好多都牺牲了
“比起他们

我有什么资格
去显摆自己呢”

他的陋室
不需要悬挂

“淡泊”“宁静”
他早就

淡泊得像那只
颜色脱落的旧箱子
宁静得像旧箱子里
封存的三枚勋章
那是鲜血和硝烟

打磨的勋章
它们聚集着太阳

却不炫耀一寸光华

那里面藏着的
是千金不换的荣誉

是至死勿忘的
初心

是与战友们
生死与共的
旦旦信誓：

为天下老百姓
打天下 谋幸福

正是为了
这样的初心

他和他的战友
一次次冲向枪林弹雨

向着太阳前进前进前进

纪念
八一建军节

庆祝八一建军节

彭崇谷

洪都昔日第一枪，镰斧旌旗四海扬。
正告妖邪休妄动，莫邪睁目待天狼。

井冈吟

周成村

伫立黄洋势浩然，满川豪气贯云天。
星星之火寻常句，穆穆如经不朽篇。
敢把初心镌镰斧，誓将浊水化灵泉。
小窗山月来伴我，感慨萦怀未成眠。

井冈星火

罗建平

井冈星火最堪骄，一炬燎原映九霄。
点亮心灯千万盏，摧枯拉朽换新朝。

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

赵乐安

力挽狂澜一代雄，铮铮铁骨气如虹。
山中燃起燎原火，赤遍神州万里空。

鹧鸪天·参观毛主席旧居

李文勇

鹧鸪声声大井中，读书石上忆毛翁。 行云渺
渺南朝北，笑脸张张黄带红。

团结树，井冈风，初心未改与君同。 桥头一曲
西江月，不放斜阳更向东。

[中吕·山坡羊]
参观黄洋界哨口感怀

文雯

旌旗雄壮，军歌嘹亮，当年一战殊难忘。 矗
金汤，垒沧桑，弹痕历历镌军帐，遥看青山惟莽
莽。 春，花最芳。 秋，韵最长。

[双调·水仙子]
不忘初心上井冈

徐瑞理

过完攸县过炎陵，过了茅坪过茨坪。 遥遥
千里来朝圣，红军老路行，咱哥们也长征。 头虽
秃，腿脚灵，大步流星。

汉诗新韵

尹振亮

又到了影集上集合的季节， 我的耳
边，响起一首歌，一首终身难忘的歌。

又到了影集上集合的季节， 我和战
友们一样， 都会油然翻开那段历久弥新
的日子。

昨天，我们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
来征战几人回”的豪气；有“黄沙百战穿
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有“秦时
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豪放；
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的豪情。

青春年华记挂在军营， 多少人生之
梦就像春天里的向阳花，迎着朝阳，用正
义和胆识铸就巍巍长城， 庇护伟大祖国
母亲的安宁。

还记得吗？海军某部战士李俊华，于
1992年10月在押运军械物资途经河南
省信阳周家湾火车站， 面对一群劫匪哄
抢时，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在肝肠被歹徒
捅出腔外的生死关头， 仍用身躯誓死保
卫国家的军械物资不受侵害。他走了，把
他年仅21岁的生命定格在了奔腾的列车
上；他走了，带着一等功奖章走了，走向
了浩瀚大海，走向了祖国的海防事业。

还记得吗？ 陆军某部战士李大为，
2006年7月14日台风“碧利斯”向粤北山
区袭来， 广东韶关市中寮村被洪水围困
成“孤岛”时，已在洪水里浸泡了几个小
时， 连晚饭都未吃的他又冲到了中寮村

的最前线。 村民所站的屋顶与水面有一
定高度，他用自己的肩膀搭起“人梯”，让
受困群众踩着自己的肩膀跳到冲锋舟
上。 一趟、两趟、二十趟、三十趟，中寮村
80多人的脚板， 踩着他坚实的肩膀踏上
了生命的彼岸。而他，却把年仅20岁的生
命年华，谱写成了洪峰浪尖上的诗笺。他
的名字成了2006年感动中国的英雄名
字。

在湖南嘉禾， 有一位87岁的老人李
义彬，他是时代英模“张富清式”功臣。
1954年， 他当兵三个月就上了抗美援朝
前线，当起了侦察通信兵，面对敌人的飞
机大炮， 每天穿梭在敌人的弹道弹坑之
间，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子弹穿过他的
右手肘，大脑被炸成了弱智，他成了残疾
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他从没把自己获得
一等战功及国际和平勋章的殊荣展示给
人们，居功不自傲。

蒋荣伟， 在战斗中当敌人的暗堡阻
挡我军前进道路时， 以自己的七尺之躯
挺身而出，像董存瑞炸碉堡一样，扛起炸
药包，冲锋向前，子弹穿梭，他毫不畏惧，
一连炸掉敌人的多座暗堡， 抓获俘虏多
名，为我军进攻清除了“拦路虎”，被中央
军委授予为“战斗英雄”，荣立一等战功，
其事迹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朽的
英模传。

默默坚守在嘉禾电信工作岗位上的
李良德，当部队发出进攻令后，敌人的炮
弹突然把通往指挥所的通信线路炸断，

战斗指令受阻。紧急关头，为不影响整个
战斗，在通信线路不够长时，他毅然伸开
双臂，咬紧牙关抓住两端电源，让电流通
过自己的身体，即使全身被电流烧灼，终
确保了整个战斗的胜利，荣立一等战功。

肖成文，能文能武的钢铁战士，在前
线英勇杀敌，敌人的炮火在身边炸响，他
一双手的十个手指头被炸飞了八个，成
为一等特残军人，但他无怨无悔，回到地
方自强不息， 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军人永
不屈服的精神， 战胜了许多常人无法想
象的困难，学会了修电器、做家具、拉二
胡， 每年到学校开展爱国主义精神教育
活动。

廖石发，曾置生死于不顾，参加过
一次又一次特殊使命任务， 在执行一项
特殊任务时，分队踩上了敌人的雷区，他
在战友们用生命的掩护下， 以超人的智
慧和毅力圆满完成任务，荣获一等功，并
在漫长的40年里， 把一同参战牺牲在战
场的12位战友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人，
每年走访慰问，关爱有加，结下了非同寻
常的跨区域的旷世情缘。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生
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也不会感
到后悔。 ”贮藏在记忆中的当兵岁月，一
顶军帽，我们头顶着蓝天；一身戎装，我
们身穿着庄严；一双军鞋，我们走出了神
圣；翻阅着那本褪了色的退伍证书，目睹
着影集上战友们那一张张稚嫩的脸庞，
我的脑海里，又响起了那熟悉的集合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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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柯平

当年红军上井冈， 竹林丛中铸军魂。
竹片木板围墙壁，竹条杉皮盖屋顶。 竹床
简易，为战士驱除疲惫；竹箩朴实，装军需
保障供应；竹笋醇香，助连队弥补食羹。 就
地取材，竹弓箭雨射狼群；巧用利器，竹签
陷阱阻敌营。 五井拥众峦而森严，翠竹冠
众木而扬旌。 竹林万顷气吞罗霄云雨，绿
浪千层似瀚海涛鸣。 黄洋界保卫战，竹钉
阵陷敌于死地；龙源口反围剿，竹梭镖刺
贼于崎径；峥嵘岁月，井冈竹林是红军藏
龙卧虎的青纱帐；草木皆兵，井冈竹林成
白军闻风丧胆的迷魂阵。

而今井冈成课堂，竹林展示新风景：烈
士纪念碑旁，高山翠竹日夜萧萧；革命博物
馆侧，峻岭修篁清气盈盈；馆藏文物述昔日
真相，历史图片映湘赣火星；毛委员那竹笔
杆，曾挥洒战地檄文；朱军长这竹扁担，则
传承官兵深情。 群英雕塑公园，郁郁翠竹
见证：王尔琢，张子清，湘赣边境率铁军，
浴血奋战鬼神惊；伍若兰，贺子珍，湘赣巾
帼皆豪情，辅佐统帅最坚贞。 人民英雄丹
心谱，凌云气节万众钦；至此现场教学，谁
不刻骨铭心？

吾观井冈竹林，簇簇群群葱青。 绰
约兮蕴君子之仪态，斑驳兮凝湘灵之泪
痕。 无凡卉媚春风之姿，有云梢拂碧空

之身。 瑟瑟岁暮，冰冻不折其节；凛凛霜
晨，严寒难改其心。 春风习习而玉笋拱
地，夏日炎炎而万簇成林。 更喜见竹林
献宝，助井冈致富脱贫：竹凳竹席送夏
季凉爽；竹笛竹箫奏时代福音；翠竹作
造纸原料，箬叶化香甜食品；竹笋罐头
销四海，竹荪营养亿万人。 系列竹木工
艺品，登堂入室书香萦。 竹林瑰宝伴老
表，云霞叆叇古今情。

试改郑燮诗句赞曰：
咬定井冈不放松， 沧桑世纪竹林

中。
霜叶高节傲世俗， 乐送人民和谐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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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集上的集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