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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精武河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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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中国军人，一腔热血、敢于亮剑、矢志打赢；他们是中原儿女，骨子里刻着质

朴、忠诚、责任、担当。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天南海北的“强军精武河南兵”，讲述他们

将信念镌刻在陆海空天，用血肉之躯筑起新时代钢铁长城的动人故事。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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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青莎 本报通讯员 常文明

参军二十余载，他从一名普通列兵成长
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武警部队“十大忠
诚卫士”、“全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他就
是商丘籍现役军人刘洋。

2001年，怀揣儿时梦想，刘洋如愿穿上
了那身橄榄绿。初到新兵连，他却如同《士
兵突击》中的许三多：又黑又瘦，训练成绩总
是拖班里的后腿。

“别人能行，我只要努力肯定也能行！”
每天的体能训练，他坚持比别人多练半个小
时，跑5公里时他主动负重20公斤装备……
新兵结业考核中，他以综合全优的成绩被选
入特勤中队。

为提高射击稳定性和专注度，刘洋每天用
针穿大米，手上布满针孔；连续10多个小时涵
洞练潜伏。就这样，他把训练弱项变成了强
项。他创造的武警部队攀登纪录，至今无人能
破，他还连续两年获得狙击手集训冠军。

由于专业素质突出，2006年，他作为第
一批武警部队 8名特战队员之一，被派往伊
拉克担负使馆警卫任务，在硝烟弥漫的伊拉
克坚守400多个日夜。

2013年，刘洋率领“雪豹突击队”代表中
国首次参加约旦特种兵“勇士竞赛”。

这一赛事以考验意志、体能、技能而闻
名，被称为“特种兵的奥运会”。“雪豹突击队”
是唯一全部命中目标的队伍，而刘洋勇夺5个
单项第一，并打破了某课目的赛事纪录。

优异成绩背后是无数的汗水、血水，刘
洋先后4次韧带断裂，肺部组织破裂损伤，身
上留下10余道训练伤疤。

如今，刘洋是武警某学院的一名学员队
长。他酷爱钻研军事理论，并总结出一套实
用教学法和组训模式，在全总队得到推广。
他还先后参与多本反恐实战教材的编写和
重大课题研究，他所带学员队10人次荣立一
等功，4人次荣立二等功，被武警某学院评为

“四铁”先进单位。
“一个人再强不算强，要让更多的特战

队员成为特战精英，共同实现强军梦！”刘洋
说。③7

破纪录的特种兵

本报讯（记者 徐东坡）8月 1日，“风采八一”河南
省首届退役军人直播电商活动启动暨退役军人直播
电商创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在郑州举行。

河南省第二届退役军人直播电商创业创新大赛
今年4月启动，全省退役军人积极响应。本次比赛的
特点是实战，依据直播最高在线人数、加粉数、千次成
交和销售额等数据对选手进行评比，以赛代训，切实
提高退役军人直播实战技能。大赛启动以来，报名人
数达 4300 多人，经过激烈角逐，分别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10名。

当天，“风采八一”河南省首届退役军人直播电商
活动正式拉开帷幕。8月 1日至 3日将举行三项活
动：军创企业产品直播带货活动将邀请省内外知名主
播和第二届退役军人直播电商创业创新大赛的退役
军人参赛选手，通过线上完成选品和对接，利用已有
直播间，场外助力军创企业公益直播带货；军创企业
产品推介会将通过现场展陈直播和邀约洽谈向各大
国有企业、民企、商会、商超和电商平台推介各地优质
军创企业产品，推动各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军
创农产品；“风采八一”直播云带岗活动将邀请近日与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签约的几十家退役军人就业合作
企业参与网络直播带岗，为退役军人提供优质岗位。

当天的活动现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为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学院、河南省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培训（实训）基地揭牌。③5

“风采八一”河南省首届
退役军人直播电商活动开幕□本报记者 周晓荷

本报通讯员 侯晖 聂海

岗巴，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藏语含义
是“雪山下最美的村庄”。这片冰峰雪岭
平均海拔 4800 米、含氧量不到内地的
50%，西藏军区某边防团“高原戍边模范
营”某连政治指导员余振孺和他的战友
们，就常年坚守在这个“耸入云霄的战场”。

1991年 10月出生的余振孺是河南
平舆县人，2011年考入一所军校，4年后
向组织递交了“到一线去，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的申请书。

进藏的第一次驻训就让这个初出茅
庐的新排长感受到了高原的“特殊照
顾”。“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我还有高原
反应，头疼得厉害。”7月29日，余振孺给
记者讲述道。倒立憋气抗缺氧、匍匐前
进练耐力、冰雪搓澡抗严寒……余振孺
靠着对自己的狠劲儿快速适应了环境。

“氧气吃不饱、风吹石头跑、四季穿

棉袄”，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战士们“十
次巡逻路，十次十不同”。

“前几天巡逻，一公里的路我们走了
3个小时，在一个陡坡，我脚下一滑，整个
人都掉下去了，幸亏裤子挂到了一块石
头上。”“有一次下暴风雪，我们迷失了方
向，到达营地整整用了16个小时”……

讲述这些故事时，余振孺语气平静、目
光坚定。“指导员做事亲力亲为，我们从他
身上看到了‘岗巴精神’的传承，他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余振孺所在连连长赵伟说。

2000多天默默坚守、一次次带队巡
逻、3万多字的学习笔记……这些见证
着余振孺等雪域官兵的铁骨豪情。

守着“大家”，亏欠“小家”。“有的战
友，父母去世时都没能看上最后一眼。
但自古忠孝难两全，有国才有家啊！”说
起这些，铁血汉子湿了眼眶。

“每一次我在边境线上宣示主权时，
都会从内心感受到作为一名边防战士的
责任。”余振孺坚定地说，“守土不让寸
土，请党和人民放心！”

雪域高原上，青春热血筑起了一座
座坚不可摧的界碑。③5

□本报记者 徐东坡
本报通讯员 侯晖 王兴辉

“我们是卫生员，也是战斗员，练好
战斗本领是基础。”7月31日，接受记者
采访时，翟铭铭刚刚海训回来。

翟铭铭是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勤
务保障营卫生连的一名口腔技师。在
2021年东部战区陆军“四会”教练员比
武竞赛中，她奋勇夺冠，被评为“优秀教
练员标兵”，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成为
去年全旅唯一获得个人二等功的女兵。

对一个女兵来说，这份荣誉来之不
易。

生长在王屋山下的翟铭铭对豫剧
《花木兰》耳熟能详，她爷爷也曾是一名
军人，她从小就有一个从军梦。

2012 年即将大学毕业时，翟铭铭
在网上看到了征兵信息，毅然选择投笔
从戎，成为卫生连的一名战士。

然而，她在校时学的是机电一体化
专业，和卫生兵一点不搭界。入伍后，
她放弃周末休息，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
在训练上，不服输的她不到两个月就熟

练掌握了各项技能。没有人知道，这背
后是多少个日夜的细致钻研。

在军营里，她训练考核样样要争第
一，有一股“拼命三郎”的韧劲儿。她也
很快脱颖而出，2014年，她荣获“优秀士
兵”称号，2016年获得“优秀士官”称号，
2017年 5月又因表现优异被送到陆军
军医大学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学习。

“铭铭身上有一股难得的冲劲儿和
钻劲儿，只要认准了方向，就会竭尽全
力向前，不管任务多么艰巨。”卫生连指
导员许士亮说。

卫生兵中，女兵是少数，在比武技
能竞赛中，女兵的考核标准与男兵相
同。普通话不够标准，口令下达不够洪
亮，她就每天早起，对着大山练；教案编
写不够细致，她就追着教导队队长学习
修改方法；军事技能有短板，她就跟着
男兵们一起训练，每次都训练到双手磨
出水泡……凭着坚定的信念和过硬的
本领，她勇夺比武冠军。

“作为愚公故里的儿女，要以愚公
移山精神应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
阻。”翟铭铭说。③5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本报通讯员 李栋稳 李文奇

“801可以起飞，注意出航高度。”7月 28
日，在豫北某军用机场，一架架战机迎着朝阳，
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部直升机营飞行副营长、
塔台飞行指挥员关键的指挥命令中腾空而
起。在掌握战鹰飞行动态和参数的同时，关键
不时将一条条指令发送至空中飞行员。

不惑之年的关键出生在新乡的一个普通
家庭。2001年，他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航空大学，成为一名飞行员。

2008年参加汶川地震救援，是关键从军
校毕业后接到的首个重要任务。他回忆道：

“震区飞行非常考验技术，救援过程中我们遇
到了好几次险情。正是这次经历，让我下决
心苦练内功，尽快成为一名能够独立完成急
难险重任务的优秀机长。”

面对挑战，关键有股永不放弃、永不服输
的拼劲。2016年，关键带领机组飞赴西藏执
行任务，返航途中，无线电罗盘指示发生故
障。短短几十秒，飞机骤降。紧急关头，作为
机长的关键没有慌乱。他按照自己在地面练
习过上百次的特情处置方法检查并排除了故
障，并让副驾驶用备用罗盘和助航设备保持
基本航向，最终安全返航。关键说：“升空就
是作战，只有地面苦练、空中精飞，才能守一
方天空、护一方安宁。”

从飞行副驾驶到机长，从飞行战斗员到飞
行指挥员，一次次临危受命，关键渐渐成了领
导和战友眼中的“关键先生”。“不管是日常飞
行还是训练演习，只要有他在，我们心里就有
底。”说起关键，身边的战友无不竖起大拇指。

21年军旅生涯中，关键荣立二等功1次、
三等功3次，并荣获中部战区优秀共产党员，
3700小时的安全飞行和上百个飞行场次的指
挥经历，让他在完成各种任务和挑战时都显
得游刃有余。如今身为带教的关键有了新目
标——把自己的飞行经验倾囊传授给新飞行
员，当好“雏鹰换羽”的“关键先生”。③7

翱翔蓝天的“关键先生”

不逊铁汉的“军中花木兰”

用青春热血筑起坚不可摧的界碑

永远的兵
——第十届优秀退役军人年

度人物颁奖盛典侧记

刘洋

□本报记者 王斌
本报通讯员 侯晖 聂海

训练场上，他是英勇威猛的“拼命
三郎”，大比武中，他是业务素养过硬的
技术“大咖”，生活中，他则化身知心好
大哥，他就是第83集团军某特战旅“红
井连”连长穆文龙。

“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脍炙人
口，而“红井连”就是当年跟随毛主席为
民挖井的部队之一。多年来，红色传统
在连队代代相传，如今，“红井连”的战
旗交到了穆文龙手中。

这名来自开封的硬汉连长曾被评
为“四有”标兵个人，荣立二等功 1次、
三等功 2 次。担任连长以来，他坚持

“依法带兵、以情带兵”，在他的带领下，
全连官兵氛围融洽，战斗力“硬核”，接
连取得了集团军建制连考核、水上技能
比武、专业科目比武等多个第一。

“自身要硬，动真感情”是穆文龙的
带兵秘诀，训练场上他打响第一枪，伞
降场上他第一个出舱，潜水场上他第一
个下水，他用实际行动叫响了“看我的、

跟我上”，这让战士们从心底里服气。
他的宿舍白天不关门，晚上不锁门，

战士们有什么烦恼，随时可以找他倾诉，
他也因此成为大家的知心大哥。

穆文龙是操作无人机的高手，而他最
初接触无人机却很有戏剧性，当时上级
要为营里配发中程无人机，营长问他想不
想学无人机，有没有信心把无人机学会，
他毫不犹豫地说：“飞机不上天，我上天。”
由于未接触过无人机，想在短时间内学
会复杂的操作系统困难重重，穆文龙也
想过放弃，但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
带着团队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学习，最终
顺利完成首飞，圆满完成了接装任务。

这些年，穆文龙将自己掌握的无人
机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战士们，先
后培养出无人机操作骨干26名，在今年
6月的集团军练兵比武活动中，他带领
的无人机团队夺得1金2银1铜的佳绩。

由于表现突出，日前，穆文龙已升
任旅侦察科少校参谋，他表示，将继续
钻研军事业务，苦练过硬本领，争做有
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
革命军人！③7

□本报记者 周晓荷 本报通讯员 李光辉

当103岁的抗战老战士钟飞登上舞台，台下观众
自觉起立鼓掌、敬礼。聚光灯打在老人满布沟壑的脸
上，这位饱经血与火洗礼的老人用力挺起身板，举起
右手，回敬了一个军礼。

在 8月 1日省委宣传部、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等七
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永远的兵”——河南省第十届优
秀退役军人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这一幕让在场所有
人为之动容。

老英雄钟飞 19岁加入地方抗日武装，几十载戎
马生涯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处处伤疤。离职退休后，
他常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深入机关团体、学校、厂矿
企业等单位，义务为他们讲革命故事。活动现场，钟
老一讲起自己的战斗经历就停不下来。“曾经当过兵、
永远都是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百年征程、民族复
兴，红色基因代代传，实现强国强军梦！”老人家声如
洪钟，英雄意气不减当年。

革命薪火，代代传承。由广大群众 3517万多张
选票选出的第十届优秀退役军人年度人物，就是传承
革命薪火、退伍不褪色的典型代表，他们登上舞台，接
受崇高的礼赞和敬意。

鲜艳的军旗下，第九届优秀退役军人年度人物李
伟伟代表年轻退役军人发出誓言：“时刻听从党的召
唤，步伐铿锵坚定笃行！”这是军旅生涯留给老兵的鲜
明印记，更是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王新华，生前是周口市第一人民医院120急救指
挥中心主任。今年元旦假期最后一天，组织安排他去
淮阳区四通镇执行排查疫情任务。13个小时，他在3
个行政村之间往返 8次，确保四通镇近 3500名村民
核酸检测任务圆满完成，可他却因劳累过度，倒在了
医院工作人员隔离点，用生命诠释了军人的选择。

武玉江，71岁老兵，退休后回到开封老家，腾出
老宅院，捐出积攒多年的养老钱，创办西姜寨老兵之
家，动员全乡退役军人参与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工
作，还带着老兵们给孩子们上国防教育课。他说：“我
要把老战友们在战场上的故事告诉孩子们，让爱国精
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周普，获嘉县太山实验小学（获嘉县留守儿童小学）
校长。他投入多年返乡创业的积蓄创办学校，接收周边
乡镇留守儿童，给予贴心照料。“退役军人最大的荣誉在
于奉献，我愿为更多的留守儿童撑起一片天。”他说。

战争年代，军人是国家民族的锋矢利刃；建设时
期，军人是守护群众的钢筋铁骨。脱去军装，赤子之
心不忘、报国之志不减。

“红旗插上大别山，红星照耀黄河岸……新时代
在召唤，新使命扛在肩。”一曲《强军中原》令人热血沸
腾。一生戎装穿在身、终身流淌军人血，向“永远的
兵”致敬！③7

“红井连”的知心大哥

7月 31日，尉氏县两湖办事处的孩子们在聆听军队退
休干部讲述参战保家卫国的故事，近距离感受老一辈军人为
国家为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⑨4 李新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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