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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小平
本报通讯员 尹喜忠

百米开外，狙击手瞄准、射击，一
枪命中“歹徒”要害；十多米高楼，特勤
队员徒手攀登、破窗而入，解救“人质”
如神兵天降……这些常在影视作品中
出现的镜头，在武警河南总队直属支
队特勤中队，你都能观摩到现实版。

特勤中队成立于1990年，是一支
主要担负侦察、反劫持、核心区武力突
击和处置暴恐事件等任务的反恐分
队。7月28日，记者走进军营，见到了
这些身怀绝技、敢打必胜的特战官兵。

“如果说当兵很苦很累，那么当特勤
中队的兵就是特别苦、特别累。”一排长熊
国栋说，别的连队训练三公里、五公里，特
勤中队一练就是10公里；别人跑400米
障碍，他们就挑战1000米极限障碍；训练
大纲要求五公里24分钟以内合格，特勤
中队则把标准定为18分钟以内……

多年来，特勤中队先后荣立集体一
等功 1次、二等功 4次、三等功 10次；
2014年，被武警总部表彰为“基层建设

标兵中队”；培养出第20届“中国武警十
大忠诚卫士”胡晓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只有吃常人吃不了的苦，才能练
时刻准备战斗的钢筋铁骨。”胡晓常这
样说。在武警部队组织的一次特勤业
务集训中，胡晓小腿迎面骨的皮肤因
反复摩擦出现溃烂。比赛当天，他硬
是用随身携带的匕首一点点把溃烂的
肉挖掉，简单包扎后就继续投入比赛。

不仅是胡晓，这股不服输的犟劲、
不要命的拼劲已烙印在中队每名官兵
身上。2013年，特勤中队代表武警河南
总队参加北京周边地区特勤AB队轮训
比武，在爬低桩网时，队员陈鹏程由于
用力过猛，铁丝一下插进右腿，血流不
止。考官劝他退赛，可他让医生拔出铁
丝后就重返赛场。最终，每个人的不抛
弃、不放弃，让他们夺得了全国第一。

“党让我们抢险救援，我们就义无
反顾、勇往直前；党让我们处突反恐，我
们就敢打头阵、勇上一线；党让我们站
岗执勤，我们就百倍警惕、确保安全。”
中队长李磊说，这句话印在直属队史馆
的墙上，也印在他们每个人心中。③3

处反恐一线勇打头阵
——走进武警河南总队直属支队特勤中队

□本报记者 卢松

再有一个月，19岁的李伟豪到陆
军第 83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就满
两年了。“我是从老连长家乡来的兵，
要刻苦训练、勇争第一，不能给老连长
丢脸。”7月24日，李伟豪说。

1950年 11月 29日清晨，朝鲜长
津湖下碣隅里东南面的小高岭，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 9兵团 20军 58师 172
团 3连奉命坚守。在战斗最后时刻，
连长杨根思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群，与
阵地上的敌人同归于尽。1952年，志
愿军总部追认杨根思为特等功臣，授
予“特级英雄”的光荣称号。杨根思生
前所在连队被志愿军总部命名为“杨
根思连”。

李伟豪来自杨根思的故乡——江
苏省泰兴市根思乡，从小就梦想着从
军报国。到连队后，在杨根思“不相信
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
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精神的感召下，李伟豪从一名在校大
学生快速成长为军事本领过硬的优秀
士兵。李伟豪表示：“老连长的‘三不

相信’精神，早已融入到每一位官兵血
脉里，成为勇攀打赢战争高峰的铁血
连魂。”

“活捉鬼子三名”“卫国英雄连”
“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杨根
思连”连部楼梯墙上，从一楼到三楼挂
着连队20面具有代表性的荣誉锦旗，
激励官兵传承老连长的红色基因，时
时处处当先锋、扛红旗、争第一。

2014 年 6 月 ，参 加“ 跨 越 ——
2014·朱日和C”实兵对抗演习，“杨根思
连”主动请缨担负最为艰巨的渗透破袭
任务。隐蔽机动中两辆步战车被敌反
坦克壕阻挡，为确保快速突破，战士们用
锹挖、用手扒，掘土填坑，仅15分钟便克
服障碍、发起冲击。那场演习，“杨根思
连”官兵一路闯关夺隘，成为首支攻入

“蓝军”旅指挥所所在高地的分队。
在“杨根思连”，每晚点名都组织

官兵高呼“三不相信”精神，唱《杨根思
连连歌》，点“杨根思”名、全连答

“到”。“我们每天都重温老连长用鲜血
与生命实践的战斗誓言，时刻准备着
像他那样去战斗！”“杨根思连”连长王
震说。③6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本报通讯员 张晓昆 王琛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7月25日，
带着崇敬与仰慕，记者来到美丽的洛河
边，探访陆军第83集团军某工化旅。

二营二连是该旅建立最早的连
队，先后参加过许昌特大洪水抢险、青
天河水库沉船打捞、98长江抗洪、国际
维和等多项任务，被授予“拥政爱民模
范连”和“硬骨头六连式连队”等荣誉
称号。

顺着营房楼梯拾级而上，一个个
记载二连战斗历程和光荣传统的展板
传递着浓郁的连队文化。在连史馆的
诸多奖杯、锦旗和奖状中，一幅陈旧发
黄的刺绣引起记者注意，万里长城下
方绣着“抗洪救灾为人民”字样。问起
来历，指导员郑超讲述了一段感人的
军民鱼水情。

1975年8月，许昌、驻马店等地遭
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水灾，为了及时运
输救灾物资，架设浮桥时，该连一名战
士为固定桥桁一节手指被当场压断，
直到浮桥架设完毕才接受治疗。这一

幕被村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随
后，一位老大娘哭着为部队绣了这面
锦旗。

“只要让我们上，就一定能完成任
务。”该连四级军士长袁学龙告诉记
者，去年在黄河大坝驻训，一些装备进
行了更换，面对陌生装备全连官兵发
扬抗洪精神，立足现有条件探索研究，
不仅在三个月内形成了战斗力，还将
重要部件性能汇编成册，在集团军推
广。

二连是该旅英勇善战、忠诚于党
和人民的一个缩影。除了抗洪抢险，
该旅还运用专业特长为当地群众服
务。去年洛阳黄河大桥维修，村民出
行受阻。了解情况后，他们为村民架
设了一条临时浮桥，24小时值守指挥
通行，确保了群众生产生活不受影响。

据该旅政委王建忠介绍，部队注
重将历史文化贯穿训练演习、教育管
理和日常生活之中，不断激励官兵士
气，构建强军兴军的精神高地，“只有
铭记光辉历程，才能让红色基因融入
战士血脉，让优良传统成为无往不胜
的战斗力之基。”③3

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走进陆军第83集团军某工化旅

□本报记者 高超

“马上退回警戒线，否则我们将采
取措施！”7月 26日上午，在武警开封
支队兰考县中队模拟监区训练场，一
场防止罪犯越狱脱逃的演练正在紧张
进行……哨兵马箫迪一边朝企图越狱
的“罪犯”鸣枪警示，一边用对讲机呼
叫应急小组增援。

30 秒，应急小组到位；不到 5 分
钟，“罪犯”被成功制服。任务结束后，
战士们摘下头盔，汗水顺着发梢滴
下。“焦书记看着我们呢，玩虚的就不
配在这里站岗！”带队班长陈雨指着训
练场门口的焦裕禄雕像说。

榜样的力量穿越时空，精神的血
脉传承千古。50多年前，焦裕禄的名
字从这里走向全国。时光荏苒，在这
片土地上奋斗的一代代官兵，将这笔
精神财富发扬光大。

“这个中队有种不同的气质。”武
警开封支队政委贠慧海说，来兰考中
队蹲过点的干部都有这样的体会，每
逢比赛会操，官兵们总是生龙活虎、勇
往直前；每逢上级考核，随便抽点，个
个素质过硬；无论何时，再苦不说消极

话，再累不打退堂鼓。
2015年11月，兰考中队被武警总

部考核组抽中，全员进行5公里武装越
野考核。“兰考中队的兵见第一就争，见
红旗就扛，从来都没有孬种，就是爬也
要爬到终点！”中队长段红岗带着几名
老兵在队尾不断激励大家，最终以22
分24秒全优的成绩冲过终点。

几十年如一日的精神传承，不仅
让这支中队保持着求真务实的作风，
更将爱民的责任扛在肩上。

7月 18日，中队指导员张传峰将
几筐新鲜蔬菜送到兰考县城关乡敬老
院。“他们实打实地把这里的老人当成
了亲人。”敬老院院长张运尚说，官兵
们每月都会来这里，今年已经是第15
个年头，“不仅是送东西，他们还为老
人们洗头理发，打扫卫生洗衣服。”

17 次被评为“基层建设标兵中
队”，在近5年考核竞赛中夺得36项第
一，230多人受到上级表彰，115次无
一差错处置突发事件，53次参与抢险
救灾任务……“焦裕禄精神是我们薪
火相传的‘镇队之宝’，我们会像焦桐
一样扎根驻地，履职尽责，无愧使命。”
张传峰说。③5

如焦桐一般扎根驻地
——走进武警开封支队兰考县中队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在红旗渠畔，有一支能打胜仗、爱
民为民的消防铁军，他们舍生忘死，冲
在扑火第一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抢
险救援的奇迹。这就是安阳市公安消
防支队林州大队红旗渠中队，他们平
均年龄24岁。

7月28日，天气炎热，记者来到红
旗渠中队的训练场。十余名消防官兵
排成两列，个个脸上淌满汗水，正在进
行冲刺登梯训练，搬梯、架梯，迅速爬
上梯子登上3楼，一气呵成。

“抢险救援，需要充足的体力和顽
强的意志。为此，我们每天都要进行
大量的体能和耐力训练。”中队长任卫
卫告诉记者。

“有警必出、有难必帮、有险必
救”，近年来，红旗渠中队书写了数不
胜数抢险救援的动人故事。

2015年 3月 2日 23时，林州市五
龙镇小虎山盘山公路一大巴车发生坠
崖事故，多人遇险、被困。接到报警
后，中队指导员王鹏立即带领消防官

兵奔赴小虎山开展救援。
“当时是晚上，救援现场一片漆黑，

气温零下8℃，我们在半山腰和谷底架
设长达百米的‘生命线’，利用人背的方
法抢救伤员，许多消防战士的手和腿都
被灌木丛划破了。在山谷中连续作战
十余个小时，成功救出13名被困人员。”
王鹏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水火无情，在危险面前，消防官兵们
总是冲在最前沿。2016年7月19日，林
州市遭受罕见暴雨袭击，房屋受损坍塌，
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林州市消
防官兵全警出动，经过30多个小时的奋
战，成功救出100余名被困群众，安全转
移800多名群众。

“人民卫士，一切为民”，在红旗渠
中队的荣誉室里，挂着40多面群众送
来的锦旗。“当兵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
每当成功救出一个人，我们就打心眼里
感到高兴，苦和累都是值得的！”安阳市
公安消防支队林州大队大队长杨晓说。

始终扛起红旗渠精神这面旗帜，对
消防事业执着与奉献，使得这支消防铁
军在红旗渠畔演绎着一段段传奇。③6

在危急关头排险解难
——走进安阳市公安消防支队林州大队红旗渠中队

铁血军魂 永不磨灭
——走进忠诚为民的红色军营

像老连长那样去战斗
——走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

特战队员进行房屋搜索演习

特战队员进行泥潭摔擒训练

陆军第83集团军某工化旅战士进行水上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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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保家卫国；和平时期，忠诚为民。90年的历程，人民军队高举着党的旗帜，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浴血奋

战，勇往直前，战胜一切敌人，征服一切困难，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建立了不朽功勋。如今，在中原这块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

传统的热土上，战士们依然传承着红色血脉，为中原的建设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人民军队90华诞到

来之际，我们走进军营，感受新时期火热的军营生活和官兵们不变的“红色基因”。③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