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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去年6月，外軍

公然違背與我方達成的共識，悍然越線挑釁。近日，中方

首次公開了雙方加勒萬河谷衝突的現場視頻。這段視頻記

錄了喀喇崑崙那場英勇戰鬥，感動了億萬國人潸然淚下。

內地媒體梳理了其中十個細節，值得人們永遠銘記。從中

可以看到，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理性和克制，還有我邊防戰士的勇敢、血性

和犧牲。

香港文匯報訊 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
會20日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出
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總書記強
調，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
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
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以昂
揚姿態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新征程，以優異成績迎接建
黨一百周年。昨日，中央廣電總台發
表「央視快評」指出，在迎接中國共
產黨百年華誕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的
重要講話，讓我們從百年歷程中領悟

真理的力量，為我們開展好黨史學習
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快評再指出，在慶祝建黨百年的重大
時刻，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歷史
交匯的關鍵節點，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
教育，將進一步堅定我們不忘初心、牢
記使命的決心和信仰，並從歷史中獲得
啟迪、從歷史經驗中提煉出克敵制勝的
法寶，以更加昂揚的精神狀態和奮鬥姿
態，建功新時代、奮進新征程。
快評進一步指出，各級黨員幹部學習

黨史要深入了解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

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
實踐邏輯，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麼
「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學習黨
史要從黨史中尋找理論滋養、精神支
柱，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對黨
和人民的忠誠；學習黨史要答好「我是
誰、為了誰、依靠誰」這道歷史大考
題，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以孔繁森、
焦裕祿、沈浩這樣的時代楷模為榜樣，
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學習黨

史要與時俱進，緊密結合馬克思主義基
本原理和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提高應
對風險、戰勝挑戰的能力水平，推動各
項事業開拓前進。
快評最後強調，全黨要認真學習領會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切實以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導，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
「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提
高思想認識和政治站位，高標準高質量
完成黨史學習教育各項任務，書寫新時
代的奮鬥史詩。

學史明理 學史增信 學史崇德 學史力行央視
快評

細節一 祁發寶身先士卒
視頻中，祁發寶站在最前面的河水中，伸

出雙臂，攔住越線前來的大批印度士兵。他
應該是當時現場的我方最高指揮官。有國人
感慨：戰鬥中指揮員總是喊「跟我來」，而
不是「給我衝」。放眼全世界，能普遍做到
這點的，恐怕只有我們的人民軍隊。

細節二 團長赤手赴會
視頻中，站在水中攔住印軍的祁發寶團

長，赤手空拳，什麼都沒帶。據軍報報道，
團長祁發寶本着談判解決問題的誠意，僅帶
幾名官兵前出交涉，卻遭對方蓄謀暴力攻
擊。視頻中，衝到最前面的印度士兵，還伸
手先推搡了祁發寶團長。

細節三 印軍蹚水越線
視頻可以清楚看到，當時是印度士兵蹚水

越線。河水還不淺，中間部分，應該已經沒
過了膝蓋，印度士兵相互拽着，但印度士兵
還是直衝過來。視頻中，還有印度士兵在水
中揮舞長棍。團長祁發寶後面，山壁上還有
「中國」二個大字。視頻中文字介紹稱，去
年6月，外軍公然違背與我方達成的共識，
悍然越線挑釁。

細節四 印軍持械逞兇
視頻顯示，我方這邊，團長祁發寶挺在前

面，赤手空拳，攔住大批印度士兵。印度士
兵則都幾乎都帶着長棍，有的還帶着盾牌，
隨後圍住了祁發寶。顯然，印方是早有蓄
謀。軍報報道稱，祁發寶他們與數倍於己的
外軍展開殊死搏鬥。

細節五 戰鬥持續到黑夜
祁發寶阻擋印度士兵時，看視頻裏的光

線，應該還是白天。增援隊伍及時趕到，但
看光線，應該已經是黑夜了。這就意味着，
這次戰鬥，一直從白天到黑夜。內地媒體
稱，這是漫長的一天，也是中國邊防史上永
遠不能遺忘的一天。

細節六 印方棄傷員逃竄
據報道，增援隊伍及時趕到後，外軍潰

不成軍，抱頭逃竄，丟下大量越線和傷亡
人員，付出了慘重代價。中新網此前報道

稱，中方對被丟下的印方人員，根據實際
條件給予了醫療救治和生活保障，並將他
們及其武器裝備全部移交給印方。按照印
度的說法，他們死亡20人。但其中絕大多
數，應該是在惡劣自然環境中被遺棄的結
果。

細節七 營救戰友犧牲
四名犧牲烈士中，最年輕的陳祥榕，生於

2001年，只有19歲。王焯冉、肖思遠，也
只有24歲。陳紅軍，也只有33歲。「90
後」、「00後」。據報道，在前出交涉和激
烈鬥爭中，營長陳紅軍、戰士陳祥榕突入重
圍營救，奮力反擊，英勇犧牲。戰士肖思
遠，突圍後義無反顧返回營救戰友，戰鬥至
生命最後一刻。戰士王焯冉，在渡河前出支
援途中，拚力救助被衝散的戰友脫險，自己
卻淹沒在冰河之中。

細節八 沒有點名印軍
很多人都注意到，中方官媒的報道中，都

是用「外軍」來指代對方。儘管誰都知道，
這個外軍，就是印軍。內地媒體稱，不直接
說印軍，體現的是我方的理性、高度克制以
及對印度的仁至義盡。分析稱，此時公布視
頻一方面中印已經達成脫離接觸協議，另一
方面必須反擊印方的歪曲真相，還有，必須
告慰這些犧牲的將士。

細節九 細節中見溫情
肖思遠的錢包裏，珍藏着一張漂亮女孩的

照片。犧牲當天，他還憧憬着未來：「她支
持我在部隊長幹，我想娶她，給她做一輩子
的菜……」
陳紅軍還有4個多月就要當爸爸了，但仍

身在一線，仍想方設法託後方的戰友，提醒
妻子按時產檢。他答應妻子，等到退役後
「就一起帶孩子、做飯、釣魚」……

細節十 人民銘記英雄
視頻中，大型軍機抵達機場，將士們列隊

集結，儀仗兵捧着遺像，後面棺槨中是歸來
的烈士，令人淚目。這些英雄們被授予了特
別的表彰。國防部也明確表示：對於為國犧
牲和負傷的英雄烈士，祖國永遠不會忘記、
人民永遠不會忘記。英雄烈士們的家人會得
到妥善的安排和照顧。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
引述《印度斯坦時報》21 日報
道，中國和印度20日在邊境實控
線（LAC）中國一側的莫爾多/楚
舒勒會晤點舉行了第十輪軍長級會
談。持續了16個多小時後，會談
於當地時間21日凌晨2時許結束。
報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話稱，此次

會談的重點在於討論從拉達克東部
三個摩擦點（即戈格拉高地、溫泉
地區和德普桑平原）撤離的事宜，
以進一步緩解地區緊張局勢，並達
成下一階段的脫離接觸協議。
參加會談的印度代表團由列城第

14 軍團司令梅農中將（Lt Gen
PGK Menon）率領。
一位跟蹤事態發展的印方人士告訴

《印度斯坦時報》：「此次會談期間
討論的使邊境局勢正常化的建議，將
在會後由參與會談的雙方提交至他
們的上級。在此之後，雙方將敲定
下一階段的脫離接觸協議。」
他還表示，印方希望在剩餘摩擦

點的撤離能夠如班公湖地區那樣，
可以順利進行。

邊境局勢恢復去年4月前
就在第十輪會談舉行前一天（19

日），雙方按照第九輪會談達成的
協議完成了脫離接觸，並完成了班
公湖北岸和南岸的地面恢復。根據
協議，中印邊境局勢將恢復至
2020年4月之前的狀態。
此外，《印度斯坦時報》20日

援引消息透露，中印同意恢復實控
線的原狀後，印度國家安全顧問阿
吉特．多瓦爾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將很快舉行會談，以解決雙方在未
確定的邊界問題上的分歧。
自去年4月以來，印度多次單方面

破壞雙方多層級會談會晤達成的共
識，先後在加勒萬河谷地區、班公湖
南岸、熱欽山口等地區非法越線佔
控，公然挑釁，造成邊境局勢緊張。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19日主

持的例行記者會上指出，雙方正通
過外交軍事渠道保持密切溝通，有
序推進脫離接觸進程。中方在邊界
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非常明確，希
望印方能同中方共同努力，妥善解
決有關問題，維護中印關係大局。

帶女朋友回家給爸媽
看，拍一張全家福照片，這些對普通人來
說簡單的願望，但對在邊境衝突中犧牲的
烈士肖思遠來說，成了再也無法實現的遺
願。2020年6月，肖思遠因在邊境衝突中
誓死捍衛國土而英勇犧牲，年僅24歲。

2月20日，農曆正月初九，河南省延
津縣石婆固鎮東龍王廟村家家戶戶大門
上張貼的春聯依然火紅，而位於村西頭
的一戶人家門上只有顯眼的「軍屬光
榮」「光榮之家」等銘牌。這戶人家，
就是肖思遠的家。

肖父：兒子為國犧牲 好樣的
談到兒子，肖思遠的父親肖勝松悲傷

的臉上落下淚珠，「兒子為國犧牲，是
好樣的！」

肖勝松把記者請進東屋。這屋子是家
人之前為肖思遠準備的婚房，如今，設
成追思的靈堂，陳列着他的遺物。黨
旗、國旗、榮譽證書，成為肖思遠短暫
生命中輝煌的印記。

孝子長假打工減父母壓力
肖勝松向記者回憶，兒子懂事、獨

立、有愛心，還特別孝順。他利用寒暑
假打工減輕父母的經濟壓力，不離不棄
照顧伯父直至伯父去世，放假回家搶着
做家務。

肖思遠跟父母關係非常融洽，閒暇聯

繫時，父子倆經常相互開玩笑。
「他跟我視頻時，總說看我吃的

啥 ， 其 實 就 是 為 了 監 督 不 讓 我 喝
酒。」肖勝松平時愛喝點小酒，但肖
思遠經常勸他少喝兩口。說到此，肖
勝松的眼淚再次滑落：「現在沒人管
我喝不喝酒了，思遠的喜酒也喝不上
了。」

原來，去年春節肖思遠回家探親時曾
承諾，等今年回家帶上女朋友給爸媽見
見，然後和家人拍一張全家福照片，但
沒想到那次與家人的分別竟成了永別。

「他的這句承諾再也無法兌現了。」
肖勝松說，兒子帶着遺憾走了。

肖思遠不在的日子裏，母親劉利霞總

愛 翻 看 兒 子 的 照
片。見到記者時，她
又拿出照片一一介紹：
「這一張是思遠第一次
回來探親在院裏跟我說，要給我敬個標
準的軍禮；這一張是他去年探親後在機
場送他的照片；這張是他跟那個女孩兒
的合照……」

讚無辜負雙親期望
父親痛失兒子，傷悲自不必說。如今

的肖勝松總是時不時拿着手機回憶與兒
子視頻通話的場景。他說，「從文弱書
生到鋼鐵軍人，兒子沒有辜負我們的期
望和國家的培養。」 ●中新社

烈士肖思遠盼帶女友見家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軍事及海
客新聞報道，「衛國戍邊英雄團
長」祁發寶20多年戍邊生涯中曾13
次與死神擦肩。2005年7月，他騎
馬巡邏，途經一段不足50厘米的馬
道，軍馬突失前蹄摔下懸崖，祁發
寶借反作用力撿回一條命，後背則
被劃得鮮血直流……他說：「不是
所有人都能理解我的選擇，但我無

怨無悔！」
此外，陝西安康電視台官方21日

發布一段大年初九（20日）朋友看
望祁發寶的視頻，並稱祁發寶身體
恢復情況良好，畫面中的祁發寶笑
着與朋友合影。
另據報道，經陸軍軍醫大學附屬

醫院的專家們精心救治，祁團長已
於春節前傷癒。

祁發寶恢復良好 春節前已傷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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