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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啊，卢团长，你又第
一个到啦！”

“来啦，一起帮个忙，把
大鼓先抬出来！”

12日，是通州四港艺术
团一周一次的活动日。临近
重阳，艺术团团长卢建华早
早地来到活动室，为重阳节
的活动做起了准备。

卢建华，新中国的同龄
人，有着49年党龄。2009
年9月，他从通州区国土局
退休后，回到了家乡石港镇
四港村。这里不仅是他出
生、成长的地方，也曾是他付
出青春汗水的阵地。几十年
后，再在这里开启新的老年
事业，别有一番滋味。

2017年，卢建华牵头成
立了四港村“党的理论传习
所”。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让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宣传更接地气，2018年，
卢建华把村里喜爱文艺的老
党员、老教师、老干部、老军
人、老模范、老艺人组织起来
创办了四港艺术团。如今艺
术团有30多名成员，年纪最
大的超过了80岁。在卢建
华的带领下，这群“老小孩”
活跃在各个舞台上，建团3
年来专场演出7场，深入到
村组、企业、敬老院演出数十
场次。今年8月，为提高村
民防控意识，他们自编自演
快板书《众志成城战疫情》，
视频通过南通发布微信视频
号发布，收获了一批粉丝，而

这个作品从创作到排练只花
了一个星期。

卢建华说，艺术团包括
民乐队和舞蹈队，成员虽然
平均年龄约60岁，但是大家
还是有着巨大的创造力和创
作欲。大家坚持文艺为人民
宗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演身边的人和事，充满
正能量，比如方言说唱《日子
越过越惬意》、话剧《为时代
楷模点赞》、小戏《母恩重于
山》、音乐快板《打好环保攻
坚战》等等。老人们在创作、
排练中找到了新的存在感、
成就感。

尽管没有一分钱收入，
但是这群老伙计每次活动都
风雨无阻，尤其是卢建华，每
年还从自己的退休金中拿出
一部分用于宣讲活动和艺术
团日常开支。

仅仅半天时间，老人们
就完善磨合了《十谢共产党》
《锣鼓喧天颂党恩》等4个节
目，记者看后，觉得每个节目
都很精彩，但老人们却反复
彩排，追求完美。

排练结束，卢建华送别
艺术团的成员后对记者说：

“不光你们年轻人喜欢刷
抖音，我们也喜欢呢，就那
个‘接着奏乐，接着舞’，我
想啊，只要干得动，我们也

‘接着奏乐，接着舞’，发挥
余热我们开心，这就是最好
的养生！”

本报记者申雯

9月 30日，“党报见证共
成长·天楹带你看界江”融媒体
采风记者来到位于黑龙江省虎
林市虎头镇的侵华日军虎头要
塞遗址，聚焦第二次世界大战
终结地。

虎头要塞是侵华日军为长
期霸占中国并达到进攻苏联的
目的，于1934年开始，动用中
国数十万劳工秘密修筑的永久
性军事工事。要塞主体工程于
1939年基本完成，全部工程直
至1945年才结束。要塞正面
宽12公里，纵深30公里，由猛
虎山主阵地，虎东山、虎北山两
翼前沿阵地，虎西山、虎啸山后
援阵地构成。要塞工程浩大、
结构复杂、设施完备、功能齐
全，有“东方马其诺防线”之称。

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
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市虎头镇虎
东山，博物馆采用地上展馆与
历史遗址相通的建筑风格，于
1999 年 4 月正式开工建设，
2001年8月正式对外开放，是
展示侵华日军罪证和第二次世
界大战最后一战的专题型博物
馆。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
地上展厅部分分为两层，分别
为东北沦陷、抗日烽火、虎头要
塞、劳工血泪、摧毁虎头要塞五
个版块。地下展示部分为虎东
山地下工事遗址。

虎头要塞地下军事设施规
模庞大、结构复杂、设施齐全，
通往地面设有观测所、竖井、地
堡、通风口，出入通道要隘处设
有陷阱、射击口等作战设施。虎
头要塞除了建有庞大的地下设
施，还有完备的地面设施，日军
在地面建立观察哨严密监视苏
军动向，各式火炮、高射炮、高射
机枪阵地，以及列车炮与巨炮阵
地等地面设施，利用山地、丘陵，

构筑成环绕山体的战斗掩体和
交通壕沟通往各主要野战地，形
成具有一定纵深的，便于平面
主体发挥火力优势的地面工
事，并通过出入口、观测所、射
击孔及通讯联络设施将地下
地上的军事设施连成整体。

据资料记载，1945年8月
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午
夜，苏联远东第35集团军的炮
兵部队通过战斗在虎头的抗联
部队提供的有利情报，以猛烈
的炮击精准地打击了日军构筑
在虎头的各处堡垒和军事设
施。炮击过后，苏联空军对虎
头要塞实施长达两个小时的轮
番轰炸，步兵部队在抗联的配
合下强渡乌苏里江和松阿察
河，前锋向纵深推进到虎头西
南，切断虎头与后方的交通，攻
占码头和虎头镇。

1945年8月10日，苏军再
次猛烈轰炸要塞各支撑点，发
起攻势切断虎啸山和猛虎山之
间的联络。8月12日，苏军在
炮火掩护下，集中优势兵力发
起了第二次总攻击，取得了重大
胜利。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
无条件投降。由于驻守在虎头
要塞的日本关东军和上级失去
了联络，并没有接到投降的消
息。虽然他们从唯一能接收外

界消息的收音机中听到日本天
皇投降的广播，但是他们认为
这是个骗局，继续负隅顽抗。

1945年8月18日，苏军派
专员到虎头要塞内劝降被拒
后，苏军见日军死不投降、负隅
顽抗，于8月19日调用喀秋莎
火炮和所有可投入作战的大炮
向猛虎谷的炮塔进行无休止的
炮击，日军守备队本部、中猛虎
山、东猛虎山的守敌全部被歼。
8月26日苏军集中30门大炮和
1000余名士兵大举进攻虎啸
山的日军阵地。直至8月 26
日，要塞内有士兵共计 1378
人，除53人逃跑被俘以外剩下
全部被歼灭，另外，收容在要塞
内的日军家属儿童妇女和开拓
团共计2000余人成为这场战
争的殉葬品。这部分负隅顽抗
的日军凭借着庞大的工事群将
战争整整拖延了11天，战后虎
头镇被历史学家和二战研究者
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
地”。 本报记者许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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