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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机升空，两次击落敌人侦察气球
落敌人侦察气球，荣记三等功两次。

升空作战，准确命中目标

李绍堂 ，男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出生 ，辽宁昌
图人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入伍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由军队批准退
休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到荆门市军休所休养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军方在美国
的帮助下，经常对大陆施放侦察气球。 这
种气球类似热气球，体积较大，直径有 ３０
多米。 除了担负侦察任务，气球下面有时
还悬挂宣传单。 １９７６ 年，我在解放军空军
某部任飞行射击主任。我两次驾驶战机击

当时， 我所在的部队接到上级指令，
发现敌人一个侦察气球入侵。部队领导命
令同团战友驾驶战机起飞战斗。战机升空
后， 因为当时气象等各方面条件复杂，结
果第一次没击中。 指挥所主任很生气，问
为何不让时任射击主任的我参加。因为训
练时，我只学习了飞机高空科目的理论知
识，没有进行过实战。 有了这一次教训之
后，我被要求参加实战训练班，训练回来
专门对付敌人的侦察气球。
机会来了！ 刚训练完回来，就又发现
敌人的侦察气球入侵，领导命令我驾机起
飞，无论如何也要击落敌人的气球，打击
敌人的嚣张气焰。
记得那天是周日，一大早接到上级通
知后，我和副团长两人就准备驾驶战机升
空。那天天气比较复杂，有很多云层遮挡。
我当时驾驶的是僚机，紧跟着副团长的战
机。驾机升空后，眼前是辽阔的天空，出云
以后持续保持队形。飞到 １６０００ 米的高空

后，我发现了敌人的侦察气球，我立即向
团长报告了目标及具体方位。
综合当时各种气象及作战条件，我自
告奋勇上前作战， 在征得副团长同意后，
我驾驶僚机绕到主战机前方。 瞄准、射击
等技术动作一气呵成，我在距离侦察气球
七八百米远的位置开了炮。
当时打完并不知道是否准确命中
目标， 因为要等到 气 球 落 地 后 才 能 确
定。 听到团长的欢呼声后，我才知道首
战告捷。

意外失联，凭过硬技术完成任务
没过多久， 敌人的侦察气球又来了，
上级命令我再次起飞作战。
那天的气象条件更加复杂，云不仅很
低还有好几层， 真是出了
一层又一层， 战机属于超
条件起飞， 指挥员引导了
几次都失败了。 最后一次
引导我的时候失去了联
系，脱离了指挥。我就靠着
飞行的规律继续寻找，还

真让我找到了敌人的侦察气球。
在距离目标几百米时， 我果断开炮
了，我清楚地看见气球下方的悬挂物瞬间
掉下去了。
击落气球后，因云层太厚，我什么都
看不清，也不知道天气情况。 我想办法联
系到指挥所，结果指挥员没掌握好天气数
据，将我引进了雷雨区，那雨就像用盆子
往飞机上倒水一样。 凭着过硬的飞行技
术，我不停穿行，摸索出大概方位，最终顺
利驾机返回。
虽然早已离开了我热爱的部队，离开
了我心爱的战机，但当年驾机升空作战的
一幕幕，深深烙在脑海中，现在回想起来
仍然如昨。
（
／
／

口述 李绍堂 整理 荆门晚报记者
刘娇 ）

天下楚商聚荆门
讲述人 ：杨峰 ，荆门市工商联副主席
简介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 日 ， 首届
荆门楚商大会举行 ， 全国各地 ４００ 多名
客商齐聚一堂 ， 论道荆门 、 共话机遇 、 共
谋发展 。 这一场盛会是市委市政府着力
打造的一个促进荆门经济转型升级 、 提
质增效的重要大平台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市委市政府召开首届
荆门楚商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大会明确指出，楚商大会，是搭建
招商引资的平台， 是搭建在外荆门籍企
业家回乡投资的桥梁， 是提高招商引资
实效的重要举措， 它不仅能激发在外荆
门籍企业家回乡创业的热情， 还能树立
和推介荆门的良好形象。
根据会议精神， 首先同步开展异地

■

高化

男人不惑
岁月你别催，该来的我不推；岁月你
别催，走远的仍要追。 那些恍如昨日画面
依稀停留在眼前，它们终究会像时钟的嘀
嗒声一样渐行渐远。曾经那个意气勃发的
俊朗少年步入中年，昔日那个年少轻狂的
自己走进不惑之年。 ４０ 年来，我一次又一
次面对着每一年的离开，每一年我都会伤
感、落泪。但每一年的翻篇之时，我又从不
担心梦想会消逝。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十年是随着一声
啼哭开始的。
改革开放元年， 物资并不那么丰富，
但我却从身边的点滴中感受到了生活的
变化。 当我长到有点记忆的时候，知道了
粮票， 看到走街串巷挑着担子的小货郎，
可以用家里多余的粮票找他们换一些生
活必需品。家里面积小，摆不开桌子，吃饭
就用四个大小一样的高脚方凳，平时不用
的时候就摞起来放在柜顶上，老爸叫它们
“四频道”的电视机。 过了几年，家里真有

荆门商会筹建工作与首届楚商大会筹备
工作，我们奔赴江西、陕西、海南、浙江等
地，一边联系筹建异地商会，一边开展邀
商工作；其次积极争取省委统战部、省工
商联、省楚商联合会的支持，最后细化工
作方案，积极配合宣传造势。
接下来，全力精准邀商，我们拟定了
１５０ 名的邀商名单， 其中有 ５８ 名重点对
象，确保邀请到位。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 日， 由荆门市
委、市人民政府举办，市工商联承办的首
届荆门楚商大会盛大举行， 来自海内外
的 ４００ 多名客商齐聚荆门， 成立荆门楚
商联合会，发表《荆门楚商宣言》，了解家
乡发展的蓬勃态势。 活动赢得了海内外
荆门楚商的广泛赞誉， 在社会各界引起
强烈反响。

荆门首届楚商大会成果丰硕， 首先
是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荆门楚商， 大会共
邀请在外荆门籍企业家 ３０６ 人。 参加活
动的嘉宾及客商，既有省领导、省直管部
门领导、国家级的专家智囊，又有国内知
名企业家、行业龙头企业领军人物。 其次
是扩大了荆门的对外影响， 最为重要的
是成立了荆门楚商联合会。
荆门楚商联合会采用理事会员制，
共吸收会员 ２００ 余名。 活动共签约项目
６２ 个，投资总额 ６２８．８ 亿元；台上签约项
目 ４５ 个，签约项目总投资 ４５９．６ 亿元；台
下 签 约 项 目 １７ 个 ， 签 约 项 目 总 投 资
１６９．２ 亿元；过 １０ 亿项目 ２７ 个，过 ３０ 亿
项目 ５ 个。 其中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惠州三协精密有限公司等企
业计划在京山县投资 ３０ 亿元，建设康复

智能机器人、 电池智能生产线等 ８ 个项
目； 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计划投
资 ５０ 亿元对京山全域旅游整合开发；厦
门厚德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沙洋
县官垱镇投资 ３０ 亿元建设闽台工业园
项目； 香港顺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计划
在荆门高新区·掇刀区投资 ４０ 亿元建设
碳材料产业园； 中科新能源产业园股份
有限公司计划在荆门高新区·掇刀区投
资 ３０ 亿元建设锂电产业基地项目。

了黑白电视机，是旋转换台的那种，每次
扭的时候
“
嗒嗒嗒”的声音就像打机关枪。
电视资源也不那么丰富，看来看去也就是
那部创过吉尼斯纪录的暑假神剧——
—《西
游记》。
上了小学， 认识到一大批同龄的孩
子，生活逐渐多彩起来。不同的面孔、不同
的性格、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脾气，大家生
活在一起，建立深厚的友情。 这一份难得
的同窗之情在三十年后集体迸发，当大家
围席而坐，穿着定制的同一款朴素文化衫
时是绝对的平等。 没有严格苛刻的老总，
没有斤斤计较的小贩， 大家直呼其名，同
过桌的碰一杯，拌过嘴的喝一口，感叹时
光偷走了岁月，哭成了泪人。
人生中的第二个十年幸运地赶上了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小学回家必经的工
商街和南薰门小巷承载了太多的故事，我
亲身感受到它的变化。记得竹皮河的水还
算清彻，可以折纸船放到河上看它们漂到
很远。河上有几块长满青苔的石头搭成的
小桥，踩过去有时会滑到河里，湿漉漉地
回家不免又是一顿臭骂。
这十年光景是知识和阅历飞速增长
的十年。十年里，培养了我的人生观、价值
观，左右了我以后的人生轨迹。 青春的叛
逆、年少的无知、错过的和等待的、悔恨的
和得到的、无知的和有识的，慢慢沉淀，层

层积累，成为不可抹去的人生财富。
我很庆幸成为财会专业的孩子， 扎实
的财会功底让我对现在的工作上手很快。
我很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老师们， 除了教
给我们必备的知识，还有对社会的认知。 我
记得那次专业课的无人监考， 让我们这一
批潜在的财会人员体会到了诚信的价值。
我至今依然保留着专业课的课堂笔记，青
涩的字迹记载着一段青春、一段故事。
３０ 岁以后十年是充满责任的十年。
我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了可爱的孩子，
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 妻子贤惠漂亮，把
工作、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孩子出生了，
育儿的新课题摆在面前，幸好家里有老人
帮忙，才不至于手忙脚乱。
孩子和我一起成长， 等他懂得交流、
懂得倾听、懂得安静的时候，和他一起聊
天、一起讲故事、一起下棋。我孩童时代看
过的书成为延续的回忆，《舒克和贝塔》依
旧不会过时。 渐渐地他也爱上了读书，一
个人的时候， 他能拿上一本书看上好久，
安静得让人不忍打扰。
第三个十年相当短暂，婚礼似乎就在
昨日，今天却已走过锡婚时代。 与妻子的
感情如恋爱期一样如胶如漆， 互相体谅、
互相关心、互相扶持，一起培养孩子长大，
一起远足旅行。 我们的计划很远大，我们
列出了目标清单，每一项“任务”的完成，

就是一次愿望的共同实现。
一本小说的开头不那么华丽，那是让
人有想象的空间；一场电影的结尾留一丝
遗憾，那是让人留下感动的泪花。 步入四
十，一个说老不老，说小不小的分水岭，梦
想继续，生活依旧。 阳光撒在花瓣上都会
有阴影，哪有那么多的一帆风顺。 只想插
上一双隐形的翅膀， 飞过那些过去的、将
来的；幸福的、无助的；开心的、感伤的；得
到的、失去的；欣慰的、遗憾的；梦想的、空
洞的；真实的、虚幻的，最终达到完美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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