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我們把思緒轉到1999年2月，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
突然由緬甸燒向中緬邊境的騰沖。火情就是命令！武
警雲南森林總隊400餘名官兵接警後，在248千米長的
邊境線上，與烈火展開了長達66個晝夜的鏖戰。當山
火終於撲滅後，官兵們才想起已在激戰中送走了除
夕，迎來了新年。這場國境線上的鏖戰，共撲滅火線
86千米，打滅火頭176個，清理火線128千米。實現了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提出的「堅決將山火拒之國
門之外」的目標。

中緬邊境特大森林火災撲救只是武警雲南森林總隊
眾多戰役中的一個縮影。入滇以來，總隊所屬部隊馳
騁林海，鏖戰火魔，撲滅大小森林火災1200餘起，轉戰
火場數千個，撲滅大小火頭上萬個，連戰連捷，其中24
小時撲滅率達到90%以上。他們參加了1999年「2．03」
中緬邊境、2006年「3．29」安寧古莨村、黑龍江「5．
30」等重特大森林火災撲救。2008年4月，總隊還成功
撲滅了幾乎同時發生在雲南的兩起全國性重特大森林
火災，十四名師團職領導和總隊80％以上機關幹部都靠
近火場一線參加火災撲救，今年2月22日，中緬邊境緬
方境內多處發生森林火災，大火不斷向我國侵襲而
來，總隊迅速調集駐昆明、保山、大理、麗江官兵阻
擊火魔，參戰官兵迅速集結、奮勇抗擊，湧現出被省
委省政府授予「捨己救人，撲火英雄」榮譽稱號的劉
安書烈士，在總隊火災撲救史寫下閃光的一頁。在同
火魔鬥爭中，武警雲南森林總隊立下了赫赫戰功！

武警雲南森林總隊不僅在彩雲之南功勳卓著，而且
隨時聽從黨和國家的召喚，共和國哪裡需要他們，他
們英勇的身影就出現在哪裡。2006年5月30日，黑龍江

大興安嶺砍都河火場告急，武警總部急調雲南省森林
總隊馳援大興安嶺砍都河。總隊接到馳援命令後，一
聲令下，1千餘名官兵攜帶作戰裝具、後勤給養在昆明
機場集結後，分乘四架民航包機直飛齊齊哈爾。5月31
日10時，從天而降的千餘名官兵在齊齊哈爾火車站登
上專列，直接開赴火場，當晚就投入戰鬥。這次調兵
行動，跨越數省市，行程近萬里，從部隊集結到投入
戰鬥僅用了21個小時，創造了武警部隊遠距離、大規
模，快速增援的成功戰例。

總隊在圓滿完成森林防火滅火任務的同時，還積極
參與林政執勤、野生動植物保護等工作，有力地打擊
和震撼了亂砍濫伐，偷捕盜獵等違法亂紀行為。2008
年4月，為打擊偷獵分子的囂張氣焰，保護雨林寶貴的
動植物資源，總隊西雙版納大隊聯手森林公安和林政
執法隊，在熱帶雨林中開展了代號為「飛鷹行動」的
武裝巡護行動。在武裝執勤中，全體參戰官兵憑借過
硬的素質、頑強的毅力，冒 盜獵分子的槍口和野
象、毒蟲等動物的襲擊，克服惡劣的野外生存環境，
穿密林、爬坡岩、渡江河、過沼澤，累計出動兵力300
餘人次，巡護里程達1000多公里，協助森林公安成功
抓獲偷獵分子10餘人，並收繳了非法槍支、炸藥等偷
獵工具，讓美麗的熱帶雨林恢復了安寧。

積極參與搶險救災是武警雲南森林總隊的另一項重
要職責。不久前，雲南省姚安縣發生的里氏6.0級地震
造成大部分民房倒塌和人員傷亡。武警雲南省森林總
隊在第一時間派出前指深入災區查看災情，請領任
務。7月17日以來，總隊先後抽調總隊機關和昆明、保
山、大理支隊500餘名官兵趕赴災區，幫助受災群眾重
建家園，在廢墟上奏響了民族團結的樂章。前來地震
災區視察的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同
志，不顧救災現場四處危房、遍地瓦礫，多次走到正
在開展災後重建的總隊救災官兵身邊，與官兵一一握
手，還親切接見了指揮部隊開展災後重建的總隊長王
高潮和政委牛喜富。

據總隊長王高潮介紹，在姚安搶險救災中，總隊500
餘名官兵累計拆除危房500餘間，清理磚瓦300餘噸，
搶運物資90餘噸，搭建帳篷130頂，為災區恢復重建作
出了積極貢獻。

另一方面，武警雲南省森林總隊積極開展擁政愛民
工作，主動參與社會公益活動、支援地方經濟建設。
部隊入滇後，先後支援了昆明世博園、掌鳩河引水工
程等建設項目，在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三江上游

地區，廣泛開展了種植「綠色衛士林」等植樹造林活
動，在麗江市寧蒗彝族自治縣永寧鄉創辦了以摩梭女
童為主的「武警春蕾女童班」。今年以來，總隊又出資
20萬元在我省貧困縣區捐建了7所春蕾圖書室，籌集20
萬元在昆明呈貢新區種植了萬畝生態林。總隊被雲南
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民族團結進步模範集體，總隊大
理支隊被武警總部表彰為參加西部大開發先進單位。
不僅如此，官兵們憑 對黨、對人民的無限忠誠，對
大森林和雲嶺高原的無比熱愛，在執行各項任務中總
是衝在前、幹在先、不怕困難、不畏艱險，救民於危
難之際，湧現出勇救落水女青年的黃大中等一大批愛
民典型。

站在共和國成立60年的特殊歷史時刻，請讓我們審
視這支英雄部隊所取得的歷史功勳：先後有12個集體
被武警總部、森林指揮部分別榮記集體一、二、三等
功。有6個單位被武警總部、國家林業局、雲南省委省
政府授予榮譽稱號。其中，保山支隊騰沖中隊被武警
總部、雲南省委省政府分別授予「基層建設標兵中
隊」、「雲嶺綠色衛士中隊」榮譽稱號；大理支隊直屬
中隊一班被武警總部和雲南省委省政府分別授予「森
林衛士班」和「綠色衛士班」榮譽稱號；昆明支隊安
寧大隊四中隊、大理支隊永平中隊被雲南省政府分別
授予「滅火作戰先進中隊」和「滅火模範中隊」榮譽
稱號；總隊和普洱支隊被國務院撲火前線指揮部分別
授予「撲火模範集體」和「撲火先進單位」榮譽稱
號；昆明支隊連續10年被指揮部評為「基層建設先進
單位」。

這就是英雄的武警雲南森林總隊！他們緊跟時代發
展和軍事變革步伐，謀打贏之策，練打贏之功；他們
以敢於亮劍的精神、人到火滅的信念、志在必勝的意
志，馳騁在彩雲之南的生態戰爭主戰場；他們用青春
與熱血、忠誠與智慧，履行 保衛國家生態安全的使
命，成為建設生態文明的英雄先鋒！

熱血丹心
何壯哉

——武警雲南森林總隊全面建設紀實

戰功赫赫 彩雲之南立功勳

雲南是我國四大林區之一，生物種類及特
有類群之多居中國之首，是舉世聞名的「植
物王國」和「動物王國」，其生物多樣性在世
界上舉足輕重。

雲南生物多樣性的價值，不僅僅在於獲取
生物資源為工農業生產提供原料，最重要的
是在人類應對未來的生存和挑戰時，生物多
樣性將起到特殊和關鍵的作用。一是為人類
提供各種特殊的基因，如雜交水稻使用的野
生稻基因，為人類的吃飯問題提供了解決方
案；二是為治療疑難病症提供新的選擇，如
從雲南嵩類植物中提取的青嵩素，治療瘧疾
有特效，已挽救了千百萬人的生命。因此，
國際社會普遍認為，誰擁有了豐富的生物多
樣性，誰就擁有未來發展更多的選擇權。

武警雲南省森林總隊總隊長王高潮介紹：
在我國公佈的335種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中，雲
南就有199種，佔全國總數的59.4%；雲南有
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植物120種，佔全國保護
總數的47.2%。這意味 雲南保護的各類珍稀
動植物，物種數已超過全國的一半以上。特
別是亞洲象、滇金絲猴、野生稻、野生茶
樹、花卉以及藥物資源等，都是未來中國乃
至世界可持續發展極為重要的資源基礎。

「雲南在世界生物多樣性上的特殊地位，
決定了我們承擔 巨大的人類責任、民族責任和發展
責任」，武警雲南省森林總隊總隊長王高潮說，「保
護好森林資源，保護好野生動植物，才能更好地保護
好人類自身」。

但是，由於受歷史、人為等因素的影響，亂墾濫
伐、偷獵野生動物的違法事件時有發生，特別是森林
火災，更是危脅 雲南寶貴的生態資源。因此，七彩
雲南迫切需要一支武裝護林、保護森林資源的專業隊
伍！1992年，經國務院批准，原林業部直屬機降支隊
調入雲南。1993年底，武警雲南省森林警察支隊正式
組建。1995年，支隊升格為總隊。1999年9月，森林
部隊領導體制調整，為雲南省森林總隊迎來了前所未
有的發展機遇。

雲南省森林部隊組建１6年來，不斷發展壯大，成
為一支承擔雲南全省、面向全國的森林防火滅火專業
武裝力量，在保護國家森林資源，維護中國生態安全
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2002年7月19日，胡錦濤同志
在雲南省視察期間，親切詢問雲南省森林總隊領導：

「你們的主要任務是什麼？」「防火滅火，保護森林資
源」，在場的領導這樣回答。胡錦濤接 說：「這項
工作非常重要，這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業」。
胡主席的話一直鞭策 全體官兵，而今，他們扎根雲

嶺高原，為這片神
奇 的 土 地 保 駕 護
航，誓用青春的熱
血和忠誠奏響紅土
戀歌。

雲南98%都是山地，火災發生地通常都是地勢突兀、
箐谷幽深、植被茂密，給滅火作戰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總隊長王高潮同志說：「作為一支每年參加森林滅火作
戰不下百餘場的部隊，平時的工作來不得半點虛假，否

則我們就沒有能力來完成這些急難險重任務」。
據介紹，武警雲南省森林總隊建隊以來，始終以

「四精」建設為目標，扭住「四個體系」建設不放鬆，
以適應西南林區高山滅火作戰需求為前提，不斷探索
新理論、新戰法，先後在西雙版納、普洱、麗江、昆
明、大理進行了訓法、管法、戰法研討，開展了滅火
技戰術、野外生存、自救互救訓練，探索總結出了滅
火作戰「八種戰法」、緊急避險「八種常用方法」和火
場心理行為訓練法，研究成果在森林部隊得到全面推
廣，有力推動了部隊滅火實戰能力的提高。

在西南航空護林部門的配合下，總隊還進行了機
降、索降和吊桶滅火演練，開展了撲火裝備，協同作
戰訓練，重點突出技術、體能和滅火戰術訓練，不斷
提高部隊執勤和滅火作戰能力。

為使部隊緊跟科技練兵的時代步伐，總隊積極利用

衛星監控、GPS定位儀、衛星電話、數字傳輸等先進
手段，極大地增強火場通信保障的科技含量。

尤值一提的是，武警雲南森林總隊根據森林防火、
滅火工作日益嚴峻的形勢，立足西南高山林區滅火作
戰需要，在用好現有裝備同時，不斷提升滅火裝備的
科技含量，探索以水滅火為主，風水化複合滅火的新
途徑。與中國武器企業聯合研發了60毫米肩扛式單兵
滅火彈發射器和105毫米森林滅火炮等一批先進滅火裝
備。在今年9月16日省政府組織的森林滅火炮系列裝備
匯報演示現場會上，得到了總隊第一政委、第一書記
孔垂柱副省長及省市各級領導的充分肯定。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目標，武警雲南森林總隊
黨委書記、政治委員牛喜富經常告誡班子成員：黨委

「一班人」要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不斷提高領導部隊
建設的能力素質，才能帶動部隊全面建設上質量、上
台階。

總隊在全面建設和完成中心任務中取得的豐碩成果，
受到了來隊視察的上級首長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在彩雲之南，生活、戰鬥 共和國森林防火的

一支精銳之師。他們視綠色如生命，把愛交給青

山綠水；他們視駐地為故鄉，把忠誠獻給人民。

從四季如春的昆明到古老夢幻的麗江；從風花雪

月的大理到火山熱海的騰沖；從熱帶雨林的西雙

版納到雪域高原的香格里拉，雲嶺高原到處留下

了他們英勇的足跡。

這就是用熱血丹心，捍衛綠色長城的武警雲南

省森林總隊！在雲南省爭做「全國生態文明建設

排頭兵」的歷史征程中，武警雲南省森林總隊既

做生態安全的守護者，又做生態文明的宣傳者和

實踐者，正努力實現從「滅火雄師」向「生態勁

旅」的歷史性跨越！

■本報駐雲南記者　胡修平、錢林桃

■通訊員　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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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隊與中國武器企業聯合研發的105毫米遠程滅火炮

■鏖戰火魔

■春蕾圖書室

■召開滅火作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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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練精兵全面提升履職能力

■王高潮總隊長檢查滅火裝備

■總隊官兵積極參
與野生動植物保護

■牛喜富政委看望參加滅火作戰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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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愈古舊愈有鑑賞價值的藝術
品，純種馬有生老病死的歷程，要辨
別其價值也不容易。目前純種馬的主
要生產地包括美國、澳洲、日本以及
愛爾蘭，配種費用視乎馬匹的比賽紀
錄。在美國，每次配種費可低至數千
美元到數十萬美元。在英國，每次配
種費數字也是可低至數千到數十萬英
鎊。

在北半球出生的純種馬，其官方出
生日期都被定為1月1日，而在南半球

出生的官方出生日期都被定為8月1日。純種馬的平均高度約為157至
173公分，重約450至500公斤之間。

純種馬頭部比其他品種較小且輪廓分明，頸部與四肢較長，胸部
與臀部的肌肉也比較發達。常見的毛色有棗色、栗色、棕色與灰
色。一匹健康的純種馬可以在背負50公斤的情況下，以時速60至
70公里奔跑數分鐘。

近年研究發現，全世界約有逾9成的純種馬擁有三頭種馬之一
的Darley Arabian血脈。每年在北美出生註冊的就超過3萬頭。一
匹種馬每個配種季節可以配種上百次，而全球可供配種的母馬
就達20萬頭，一些當紅種馬每次配種費更要與牧場另行議價，才
安排接受配種預約，為主人賺取巨額收益。

文﹕鄭耀明（alpha_goal@sinaman.com）

1947年是國共內戰最關鍵的一年，2月國共談判
完全破裂，9月中共中央決定舉行全國大反攻，至
年底共殲敵112萬。國共勢力逆轉：共產黨由劣勢
轉為優勢，全國解放指日可待。

12月2日仍在陝北的毛澤東收到其時擔任中共
中央財經部長、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
武關於由南漢宸負責籌建全國統一銀行
的電報，並建議行名為「中國人民銀
行」。周恩來在一旁也說：「南漢宸意
見，建立全國統一的銀行和貨幣勢在
必行。」毛澤東聽了笑說：「情形還

真有點像八國聯軍進北京，我們晉察冀用的是

邊幣，晉冀魯豫用的是冀南幣，山東用的是北海幣，東
北用的是東北幣，西北用的是農民幣，一旦打進天津、北
平去，可不就是7、8種貨幣一起上市嘛！不過現在就成立
全國統一的銀行，是不是還為時早了一些。」

周按毛的意思給董必武回了電報。董收到中央電報後即將
成立全國性銀行的工作放緩，先行在平山縣成立了「中國人民
銀行籌備處」，由南漢宸任主任。名稱定為「中國人民銀行」，
南建議：「我們的貨幣就叫『人民幣』」，董聽後說：「這個名
字很好，說明了我們銀行、貨幣的性質，不是某個地區的，而
必定是全國性的，全國人民的。」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石家莊正式成立，並發行了第
一套人民幣。 文：池振南（zhonghuahb.com）

甲子國慶即將來臨，要重溫和了解中國在
這60年來的變遷，不一定要在書本中尋找前人的

足跡，紅色收藏家潘庭宏現正在觀塘apm展出其
1,000多件珍貴藏品，包括紅軍時期所用的電話機、

紅衛兵袖章、紅軍軍裝、各種糧票、各類型文件、碗
具、相片、證書、書籍等日常生活用品，均見證了時代的變遷。

潘庭宏多年來不惜耗資超過800萬收藏了45萬餘件文物珍品，在雲南省創辦了
富源縣民族文化生態村，為一座最大的私人民間
博物館。這位著名的紅色收藏家因有感自己創業
成功，有賴共產黨推行的政策，對紅軍精神推崇
備至的他，多年來本 紅軍遺留下來艱苦奮鬥的
精神追尋每一件收藏品，例如有一次他翻山越嶺
到山中收集一份紅軍宣傳單，不幸迷路，他又餓
又累，在那裡轉了整整一天才找到出路。因此，
他希望透過在香港展出自己部分珍藏，讓香港人
也能感受紅軍堅毅不屈的精神。

建國六十周年歷史文物展覽會 日期：即日至10月16日　地點：觀塘apm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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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鄧麗君14歲便推出唱片，
這張《再會吧！十七歲》大

碟面世時，她其實還不到
17歲。 鄧麗君穿過的歌衫，難得一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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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世修養 學習典範
在這20多年成為君迷的日子裡，陳廣生初為鄧麗君婉約的歌聲

吸引，後為她的品格和待人接物的態度折服。從鄧麗君在台上的
精益求精和不斷創新，到台下隨和謙虛和寬容的性格，都對他影
響至深。在鄧麗君的潛移默化下，陳廣生笑言自己的脾氣也收斂

了，更以她為榜樣，克服困難，幾個月前成功考得電單車牌。
協助精神病康復者重投社會的「甜蜜蜜新生咖啡店」，是首間以鄧麗君為主題的咖啡店。開

幕前，陳廣生便特意利用鄧麗君的黑膠唱片製成一個獨一無二的時鐘，贈送給咖啡店以示支
持，讓其他君迷可以在此相聚，緬懷偶
像的風采。樂於助人，不求回報的
態度，與鄧麗君的性格一脈相
承。陳廣生坦言：「透過
這次展覽，我希望君
迷能緬懷這位巨星
之餘，更期望新一代
能認識鄧麗君的風采和
待人處世的態度。」

一年容易又中秋，形形色色的月餅廣告競相映入眼簾，喚醒大

家佳節將至，不朽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和《水調歌頭》又再熱

播，溫柔婉約的歌聲，不禁令人想起故人。

這兩首膾炙人口的作品，令人一提到中秋節，就想起鄧麗君，

雖然她已離開我們14載，但根據內地最近一個網站的調查，這

位寶島歌后仍以高票當選中共建政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文化人，

可見她的影響力。為了紀念故人，君迷陳廣生特別與鄧麗君文教

基金會合作展出關於鄧麗君的珍藏，展品包括鄧麗君的唱片、日

本三連冠獎杯、歌衫等，現於屯門

市廣場展出，以解大家的思君之

情。

文：陳慧敏　攝(部分)：劉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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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物誌

鈔海趣談

建國歷史文物展 憶苦思甜

非一般奢侈品 名利雙贏的純種馬

人民幣的前身和幣稱的由來

投資有道

鄧麗君熱心公益，為了延續其精神，屯門市廣場、碧湖商
場及帝庭軒購物商場，於不同時段設有由新生精神康復會服
務使用者親手製作的鄧麗君紀念品義賣攤位，收益將全數撥
捐新生精神康復會，以協助發展精神病康復者的復康服務。
特別製作的鄧麗君肖像月餅磁石貼，同時在場內給市民換
領，君迷由即日至10月4日，亦可在甜蜜蜜新生咖啡店購買
設計栩栩如生的月餅磁石貼，以解思君之情。　

■陳廣生特意將這張鄧麗君
簽名照片放大，掛在房中，
與偶像日夜相對，幸虧太太
同樣欣賞鄧麗君，所以並沒
有反對。

陳廣生20多年來不僅收藏了逾千件鄧麗君
的唱片、海報、演唱會場刊、簽名照片

等，特地競投了與偶像Teresa Teng讀音相近的
Teresa 10車牌，還千辛萬苦在日本找到鄧麗君曾

代言的同款電單車，更在她的影響下，克服困難
成功考取電單車牌，這一切都由一曲《漫步人生路》

開始。

歌藝出眾 無懈可擊
這首在1982年推出的作品，因為旋律輕快

且題材正面，陳廣生遂成為鄧麗君眾多歌迷
的其中一分子。一件件關於鄧麗君的藏品，
就由這時開始累積。

「鄧麗君14歲便開始出唱片，這麼多年來
已推出千多張大碟，我到現在還未集齊，大
概還有百分之五的唱片要繼續尋找。」陳廣
生解釋，台灣、日本、香港和東南亞等地會
推出不同版本的唱片，鄧麗君的多產，證明
了她的實力與獲擁戴的程度，而且每一張都
是水準之作，「隨便選任何一張唱片，都是
上乘之作。」在陳廣生眼中，每張唱片都完
美無暇，愛君之情，溢於言表。

這些唱片大都在唱片店和網上找來，「有
一次買了一張鄧麗君的黑膠唱片，意外地發
現裡面竟夾 一本鄧麗君親筆簽名的場
刊。」意外收穫，令他印象難忘。

■鄧麗君形象
多變，宜古宜今，
雖 然 歌 藝 廣 受 肯
定，她仍不斷創

新求變。

紀念品義賣 延續愛心

佳
節
下
珍
藏
前

■在20多年的收藏過程中，陳廣生尋得不少難得的珍藏，最珍貴
的還是他從鄧麗君身上學到隨和寬容的處世態度。

■《償還》、《愛人》和《我
只在乎你》的日文版，在日
本堪稱經典。

「思念在中秋　但願人長久　鄧麗君珍藏展」

日期：即日至10月4日

地點：新界屯門市廣場1樓中央廣場

生活點滴 突顯高尚品格
在「鄧麗君文教基金會」工作的尹華芳，同樣是一位忠實

的君迷，自70年代開始就十分欣賞鄧麗君在台上的風采。「小
姐樂於助人的精神，十分值得我們學習。」尹華芳指「小姐」

往往會以無名氏的名義捐款給各地的慈善機
構，她的愛心與真誠，尹華芳最敬佩。因為在
基金會工作的關係，尹華芳得以有機會認識這
位偶像鮮為人知的軼事。「小姐樂善好施，對
家人一樣無微不至。小姐無論買甚麼東西給自

己，例必會買兩件，一件送給媽媽，與她
分享。」這次展覽亦會展出鄧媽媽送給女
兒的一套茶具，印證母女情深。

■陳廣生未有機會親身到日本欣賞鄧
麗君的演唱會，從收藏鄧麗君演唱會
門券和場刊，或可作彌補。

■三頭種馬
之一的Darley

Arabian
■50年代的碗
具

■形形式式的展品，反映建國60年來
的變遷。

憶
故
人

▲這3座冠軍盃是鄧麗君在日本有線放送大
賞連續3年奪得的獎項，尹華芳(左)與另一
位君迷廖小姐都認為，這3座獎盃見證了鄧
麗君在日本樂壇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