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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下的纪念碑传颂两路精神
西藏拉萨西郊河畔，静静

矗立着一座三棱形的高大纪念

碑——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纪

念碑旁，青松挺拔。

站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筑路精神

直击人心。67 年前，11 万名筑

路军民怀着“把五星红旗插到喜

马拉雅山上”的信念，以大无畏的

英雄气概，卧冰雪、斗严寒，用简

陋的施工机具，在青藏高原上修

通了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结束

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创

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解放西藏初期，毛泽东同志

号召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1954 年 5 月，时任西藏运输总队

政委的慕生忠带领 1200 名驼工，

人手一镐一锹，从青海格尔木向

世界屋脊发起冲击。

在西藏军区军史馆里收藏着

这样一把铁锹 ：前端的铲头锈迹

斑斑，后端的木把已断裂腐朽。这

是修筑川藏公路时，战士们使用

的工具。此外，筑路军民手里的工

具还有铁锤、钢钎和十字镐。

“二郎山的绝壁上，战士们

把自己吊在近乎垂直地面的半山

腰，一人扶着錾子，一人挥舞铁

锤，以每公里牺牲 7 人的巨大代

价，硬生生在峭壁上凿出了一条

天路。”西藏军区军史馆讲解员李

辰说。

修筑青藏公路时，慕生忠曾

在铁锹把上刻下“慕生忠之墓”。他

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

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

在哪里，头冲着拉萨的方向。”

在雀儿山工地，年仅 25 岁

的张福林被一块巨石砸中，倒在

血泊中。连队指导员安排医生抢

救，他却说 ：“我伤得很重，恐怕

不行了，别给我打针了，为国家

省一针吧！”

西藏八宿的怒江大桥旁，一

座孤独的老桥墩静静矗立，往来

车辆经过时，总会鸣笛致敬。据

十八军后人介绍，工兵 5 团一位

战士修桥时过于疲惫，不慎掉入

了正在浇注的桥墩中，成了永恒

的纪念碑。

桥墩对岸的岩壁上，一幅《排

长跳江图》石刻画清晰可见。据介

绍，当年十八军 162 团一个排在

怒江沟炸山开路，因谷狭难以躲

避炸出的飞石，待完成炸山任务

时只剩下排长一人，其余全部牺

牲。排长悲伤不已，纵身跳入奔腾

的怒江，追随战友而去。

雪山见证，这是两条用鲜血

和生命铺筑的天路。

1954 年 12 月 25 日，川 藏

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时建成通车。

穿越世界屋脊的两条公路，宛如

洁白的哈达，将雪域高原与内地

紧紧联结在一起。全长 4360 公

里的公路沿线，为筑路而牺牲的

3000 多名战士，化为天路上永恒

的丰碑。

沐浴着高原的金色阳光，川

藏青藏公路纪念碑熠熠生辉。碑

文写道 ：十一万藏汉军民筑路

员工，含辛茹苦，餐风卧雪，齐

心协力征服重重天险。挖填土

石三千多万立方，造桥四百余

座。五易寒暑，艰苦卓绝。三千

志士英勇捐躯，一代业绩永垂青

史……

几十年来，在建设和养护川

藏、青藏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

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

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

结的“两路”精神。

如 今，川 藏 公 路、青 藏 公

路、青藏铁路、沿线机场，还有

通乡的油路、通村的硬化路，构

筑起便捷、高效的进出藏立体

交通网。

“以川藏、青藏公路等为交通

纽带，西藏同祖国内地的联系越

来越紧密。”西藏大学教授图登克

珠说。

（据新华社）

上甘岭上炸不断的电话线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

美援朝展区，陈列着一段伤痕累累、

有着 50 多处接头的电话线，记载着

一段峥嵘岁月。

1952 年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25

日的上甘岭战役，历时 43 天，中国

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阵地多次失

而复得，终于粉碎了敌人进攻。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宣

传教育室常颖舒的讲解中，那段烽

火岁月展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无线通信

设备严重不足，负责布设和保障有

线通信的电话兵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金耳世，中国人民志愿军电话

兵。上甘岭战役打响后，金耳世所在

的连队担负着压制敌人炮火、支援

前线步兵坚守两个高地的重任。

1952 年 10 月 19 日凌晨，敌人

集中火力向志愿军阵地实施猛烈轰

炸。正当志愿军炮兵第 20 团接到

“准备开炮”的指令时，受话器突然

没了声音，电话线又被炸断了。

金耳世背着单机，拿着接线钳，

带着战友李昌友向外奔去。团指挥

所焦急等待着炮火支援，不一会儿，

电话里又清晰地传来指挥部的声

音 ：“开炮！”一发发炮弹旋即在敌

营炸响。

战斗中，金耳世的左膝盖被炸

断，仅剩一根筋连着大腿，他强忍着

剧痛，拖着断腿，用两只手肘撑在地

上爬行。在弹片横飞的山沟里，他爬

行 20 余米，一连接通了 3 个被炸断

的电话线头。当战斗结束，战友们发

现金耳世时，他正一手捏着电话线，

一手拿着接线钳，昏迷在第三个接

线处。在他身后，沿着电话线是一条

20 多米的血路。

战友们含泪将金耳世抬上担

架，还听见他缓缓地说：“接的……

线……都通了吗？”这句话成了金

耳世的遗言。因流血过多，他在上

甘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志愿军领

导机关追授金耳世“特等功臣”的

荣誉称号。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像金耳世

这样的英雄还有很多 ：和金耳世一

起执行任务的李昌友，用身体当作

“电话线”让通信得以畅通的牛保

才……他们用生命守护电话线等

通信工具，为赢得胜利提供了重要

保障。

“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

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

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

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第

15 军的《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这

样记载。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

军先后涌现出 6100 多个英雄集体，

30 余万英雄模范和功臣。

（据新华社）

一条腿走完长征路
“雄关漫道真如铁……”苍劲

雄浑的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

关》镌刻在关口的崖壁上，“马蹄

声碎、喇叭声咽”的历史回响犹在

耳畔。

黔北要塞娄山关，“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因红军长征期间在这里

的两次胜利而彪炳史册、蜚声中外。

娄山关脚下，从这里“一条腿走

完长征路”的传奇至今仍在流传。传

奇的主人公是“开国中将”钟赤兵。

从贵州遵义城区出发，沿G210

公路车行约 50 公里来到娄山关。

在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旁，有一个

以“钟赤兵”命名的纪念广场，矗立

着这位独腿将军的雕像。正在进行

现场教学的讲解员苏小宇，向慕名

而来的游客讲述着硝烟弥漫、雄壮

传奇的往事。

1935 年 2 月，中央红军为了

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堵，毛泽东决

定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杀个回马

枪。毛泽东把夺取娄山关的主攻

任务交给了红三军团。当时红三

军团有 4 个团，钟赤兵任红十二

团政委。

娄山关战斗打响后，钟赤兵

带领战士们与贵州“剿共”总指挥

王家烈的“双枪兵”展开激烈搏

杀。拼杀之中，敌人的子弹击中了

钟赤兵右小腿，血如泉涌。钟赤兵

拖着伤腿趴在石头上指挥，坚持

不下火线。

红军占领遵义城后，医生立即

为钟赤兵治伤。可由于钟赤兵没有

及时包扎，受伤后又继续战斗，把

子弹击中的骨头都扭碎了，只能从

小腿下截肢。

没有医疗器械，也没有麻醉药

物，医生只找到了一把农民的砍柴

刀和半截木匠锯。在用锯子上下拉

动截肢的手术中，钟赤兵几次昏死

过去，又几次苏醒过来，手术一直做

了三个半小时。

由于医疗条件太差，加上贵州

的天气阴冷潮湿，导致钟赤兵的伤

口感染，医生又先后给钟赤兵进行

了两次截肢手术，最终把整个右腿

截去。

半个月内进行三次截肢手术，

这是何等的痛苦，但是，钟赤兵不仅

顽强地活了过来，而且他坚决不愿

掉队，一定要跟着大部队继续长征。

“最开始被担架抬着，担架过

不去，他就自己拄着拐杖走，甚至在

地上爬着走，伤势好转后，他让战友

把他绑在马上行军。无论摔倒还是

跌滚，都阻挡不了他前进的脚步。依

靠惊人的意志力，最终胜利到达陕

北。”苏小宇说。

从陈列馆出来，继续前行就来

到娄山关口，两侧悬崖陡峭、峻岭横

空。往返车辆和游客不断从刻有《忆

秦娥·娄山关》的崖壁前经过。

不少游人驻足，重读这段笔走

龙蛇、豪迈奔放的文字，触摸着历史

的温度：“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

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

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娄山关战斗之后，数十万敌军

仍然尾随其后。前方还有金沙江、大

渡河、雪山、草地等在等着钟赤兵等

红军战士。

后来毛泽东在这首词的自注中

写道 ：“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

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

郁的。”

如今，娄山关顶峰处依稀可见

布有弹痕的战壕和掩体，它们已被

当地政府纳入战役遗址保护范围。

穿行于险峰夹峙间的关隘古道已

被拓宽并平铺上坚硬的柏油，这里

已成为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

在娄山关景区长空桥和钟赤兵

英勇负伤的“黑神庙”，遵义市汇川区

专门开设了两个“娄山红·一条腿的

长征”现场教学点，30 名“娄山红·红

课堂”志愿服务宣讲团的宣讲员定期

轮流到这里向游客开展宣讲。

一部长征史，就是一部不断战

胜困难、创造奇迹的历史。新时代

的长征路上，如何攻克许多的“娄

山关”“腊子口”？如何跨越许多

的“雪山”“草地”？这是历史留给

当代人的思考。

“钟赤兵将军凭着怎样的意志

走完长征？那一定是不怕牺牲、勇

往直前的坚毅品质，一定是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一定是对党和人民

的忠诚与信念。”遵义市汇川区委宣

传部部长王先郁说，之所以开发“娄

山红·一条腿的长征”这堂课，就是

要把支撑钟赤兵将军独腿走完长征

路的这个“精神支柱”找到，用它来

“支撑”今天的人，走好新的长征路。

娄山关脚下，娄山关红军小学

将钟赤兵的传奇故事写进学校的红

色课本，搬到德育陈列馆，让每位学

生都能铭记历史，让红色基因从小

就渗透进孩子们的血液，融入孩子

们的精神中。

“钟赤兵爷爷是一个特别坚毅

的人，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要

学习他这种坚毅的精神。”娄山关红

军小学学生马兴蕾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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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参观者从钟赤兵纪念广场钟赤兵雕像前经过。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