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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12地震十年之际，由四川省网信办指导，共青团四川省委、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共同举行的“震后十年，青春成长季”青年成长故事大型寻访活动正在进行中。
我们希望能够寻找震后青年典型人物，讲述他们的成长故事，弘扬抗震救灾伟大精神，以此传递当代青年正能量，以振奋、影响更多的祖国青少年。
欢迎读者参与推荐震后青年人物典型，请私信四川共青团和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官方微博参与报名，或在四川共青团和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官方微信

相关征集稿件下留言参与报名。
报名者请务必简述个人故事并留下联系方式。

像黄继光一样

指导员余海龙第一个呼点“黄
继光”，他和战友扯着嗓子吼出一声

“到”。每到这一刻，程强都觉得特
别神圣，就好像黄继光老班长从未
离开，而是一直陪着他们一起冲锋。

但在分配班排的过程中，程强并
没有要求进入黄继光生前所在的六
班。他跟指导员说，自己的素质还达
不到黄继光班的标准，怕给集体抹
黑。

程强选择先加入四班。当时，他
听说，四班班长汪文博在新兵时，因
为跳伞摔断了腿，却强烈要求进入黄
继光英雄连。最后，汪文博是躺在担
架上，被战友抬进了连队。而今，他
已取得两届兵王争霸赛冠军。

跟着这位素质过硬的班长，程强
的训练水平不断提高，逐渐成为演训
场和比武场上冉冉升起的新星。

在一次集训比武中，首轮6场考
核，程强就一鸣惊人，拿下了600分
的满分。但在第二轮比武中，他因为
上肢力量偏弱，被别人赶超。

“作为黄继光英雄连的人，走出
去不能拿第一争荣誉，怎么对得起黄
继光老班长？”那次比武后，程强把自
己蒙在被子里偷偷抹眼泪。在之后
的训练中，他开始高强度的上肢训
练，终于在第三轮比武中夺回第一。

而后不久，通过竞争上岗，程强
如愿成为黄继光英雄班的副班长。
2017年10月19日，黄继光英勇牺牲
65周年纪念日，程强被正式任命为

“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
站在黄继光老班长曾经的战位

上，程强感觉到沉甸甸的责任。他
不仅要担负起身先士卒、练兵备战
的职责，还要扛起传承黄继光精神
的重担。

最近，他正和战友们全力以赴
参与集训，备战新一届的兵王争霸
赛。他的目标就是要在班长任期
内，尽量多地为黄继光英雄班争取冠
军荣誉。

一整天高强度的训练结束，疲惫
的程强带队参加连队晚点名。作为
班长，他站在黄继光班排头。指导员
余海龙第一个呼点“黄继光”，他和战
友扯着嗓子吼出一声“到”。每到这
一刻，程强都觉得特别神圣，就好像
黄继光老班长从未离开，而是一直陪
着他们一起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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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
我当空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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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阳光明媚。
“嘀……嘀……”随着绿灯
亮起，舱门打开，“离机准备
……”听到口令，程强和战
友们赶紧深吸一口气，收紧
全身；当伞训教员那一声坚
定响亮的“跳……”传入耳
中，他不假思索地纵身一跃
跳出了“机门”。

3秒后，降落伞打开，调
整姿势，安全落地，程强迅
速收起降落伞，端起自动步
枪，冲入丛林。

这是 4 月的河南某地，
程强备战新一届兵王争霸
赛的一幕。

和十年前那个举着“长
大我当空降兵”横幅的瘦小
的五年级小学生程强比起
来 ，程 强 已 经 完 全“ 蜕
变”——皮肤黝黑身体强壮。

汶 川 地 震 已 整 十 年 。
地震中，程强的一位小侄女
遇难，他的家变成了断壁残
垣，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地震第二天，大批空降
兵官兵进入他的家乡四川
什邡，持续进行了97天的救
援和重建。在最后送别救
援部队的人群中，程强举起
了“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横
幅，这一幕定格在了这十年
记忆。

10年后的今天，程强实
现了当年的誓言，成为了一
名空降兵，还担任了黄继光
班的班长。

再提起那场地震，程强
双手捧起纸杯喝了两大口
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
经把纸杯捏得变了形，两个
拇指在扭曲的杯口摩挲着，
眼睛已然泛红……

汶川地震举牌男孩,炼成黄继光班班长

汶川震后，送别救援部队。
12岁什邡男孩程强，在送别人群中打出横幅“长大我当
空降兵”，告白天下。

2013年征兵季，正读高中的程强再次应征，如
愿成为一名空降兵。
新兵特训后，程强加入了心向往之的黄继光英雄连。

2017年10月19日，黄继光英勇牺牲65周
年纪念日，程强被正式任命为“黄继光班”第
38任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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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当空降兵

“空降兵的救援行动，给我埋
下了一颗想当空降兵的种子。”而
今回想起来，程强才意识到，地震
后那段懵懂的记忆，给他带来了多
么很深的影响。作为村里的“孩子
王”，他第一次有了梦想。

汶川地震时，程强12岁，小学五
年级。

那场地震，让程强的家变成一片
废墟，小侄女和同桌也在那一天永远
地离开了他。程强因为贪玩，和小伙
伴逃课去池塘游泳，幸运躲过了那场
灾难。但当着急忙慌地从池塘里爬
上岸时，从未经历过地震的他被眼前
的一切彻底懵住了。

程强回忆说，幸存下来的人正陷
入绝望，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世界好
像停顿了。由于通信中断，他们当时
并不知道，全国各路救援力量正向震
区赶来，空降兵15勇士伞降茂县的
新闻正在各大媒体轮番播放。

什邡紧邻茂县，也是后续空降兵
部队最早进入的地区之一。程强清
楚记得，地震第二天，死寂的村子突
然传来呼喊：“解放军来了！有救了，
解放军来了……”闻声，程强冲出自
家搭建的简易帐篷，到村口观望。他
看到，一队解放军官兵背着各种器材
物资，快速行进。他们的头盔上有

“空降”二字，扛着的红旗上写着“黄
继光生前所在部队”。

在空降兵部队展开救援的日子
里，程强违背父亲“严禁外出”的规
定，天天跟着空降兵救援分队四处搜
救：挖掘废墟寻找幸存者，他就在不
远处学着扒石头；用绳子拉倒危房，
他就在队尾拽着绳子一起使劲……

“当时感觉空降兵从天而降，真的很
酷。”从那时起，高高飘扬的“黄继光
生前所在部队”的旗帜和印有“空降”
二字的头盔，便在程强的心底打上了
深深的烙印。

救援部队撤离那天，天刚麻麻
亮，送行的人群就在马路两边自觉地
聚集起来，绵延好几公里。就是在这
送行的人群中，瘦小的程强举起了那
条横幅——“长大我当空降兵”，被镜
头定格并传播开来。

“当时感觉很不舍，就像亲人离
开一样。”程强说，当时就想着今后也
能成为他们一样的人，能带来希望与
力量。

退堂鼓与示范兵

“黄继光是我老乡！”在空降兵
某部黄继光英雄连连史馆，程强提
起黄继光，两眼都闪着光，“我们都
是四川德阳人，他家在中江，我家在
什邡……”

“那时候还小，不知道梦想或者
愿望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但随着年
龄的增长，想要实现梦想的冲动越来
越强烈。”程强说，初中毕业，他就去
报名参军，但因年龄而未果。2013年
征兵季，正在上高中的他和父母商量
后，约上自己的堂哥，再次应征。这
次，终于如愿。在填写服役意愿表
时，他毫不犹豫地勾选了“空降兵”。
不久之后，他就登上了去往空降兵部
队的火车。

初进部队，程强给人的第一印
象，竟有些怕苦怕累。想家，加之又
听闻姐姐病危要动手术，程强甚至一
度闹着要回家。

转变，来自于一堂军史课。班长
李源典告诉新兵们，黄继光英雄连就
在友邻单位，只要能力素质过硬，每
名新兵都有机会去黄继光英雄连。

“最大的触动就是黄继光这个名
字。”程强说，“黄继光是我老乡，我想
理解黄继光，我想知道自己能不能成
为黄继光那样的英雄。”在那堂课上，
程强意识到，他特别想去黄继光英雄
连，想离黄继光近一点、更近一点。

明确了奋斗目标，程强的训练劲
头暴增，训练成绩也突飞猛进。首次
伞降实跳，他就凭借优秀的地面训练
表现，成为第一个跳示范伞的新兵。
他说，连队让他跳示范伞的时候，地
震后再也没有哭过的他，忍不住流下
了眼泪。

“第一次跳伞像做梦一样。”程强
说，怕得浑身发抖。但他提醒自己，
要成为黄继光英雄连的兵，必须战胜
恐惧。飞机升到预定高度，他高喊

“向飞行员学习、向飞行员致敬”，然
后从机舱跃出。3秒后，降落伞打开，
他才从紧张中慢慢缓过来。

在新兵分兵现场，程强第一次目
睹了黄继光英雄连的风采。“他们表
情很凶，看着就让人害怕，而且太壮
了……”程强说起黄继光英雄连的接
兵骨干，不好意思地笑了，并不避讳
当时心里的那一丝胆怯。好在，那只
是一闪念，程强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冲进黄继光英雄连。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纪念马克思诞
辰200周年大会将于5月4日上午10时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
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新华网、央视
网、中国网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
端、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同步直播。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明日上午在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追

十
年

梦

空降兵部队撤离灾区时，程强举起“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横幅。

程强的训练水平不断提高，逐渐成为比武场上的新星。

程强回到家乡，站在“地震诗歌墙”前面，感慨万千。

不仅成为空降兵，程强还被任命为“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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