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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月 1 9 日至 1 1 月 6 日，广东

某预备役高炮团防空营组织预备役官

兵齐聚训练基地，开展战炮分队集训。

来自深圳市 21 家单位的预备役人员

参加了炮手操作、炮班协同、射击指挥

等课目的学习训练。

柯超华摄

还是当年的兵样子
———记新疆兵团石河子总场专武干部程海山

■张贤刚 丁 军 本报特约记者 吴启刚

初冬的军垦名城石河子，披上了一

层瑞雪银装。兵团第八师石河子总场民

兵武器装备仓库内，积雪压弯了树梢。

天刚泛白，仓库主任程海山就像往

常一样脚步急促，登上哨楼巡视仓库四

周，盘查过往陌生人员，检查库室门窗，

组织应急防卫演练……

这天，记者走近程海山，近距离聆

听了一位退伍军人平凡而又感人的精

彩故事：17 年如一日守护武器库，他用

忠诚立起一个退伍兵的好样子。

1994 年 12 月，退伍返乡的程海山

来到总场武装部工作。凭着工作认真、

待人忠厚和过硬的军事素质，3 年后他

被挑选到总场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当警

卫，在这里一扎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看守武器库是个熬人的工作，很难

有双休日、节假日。初来的年轻职工，多

半因耐不住寂寞，中途辞职。

起初，程海山也有过彷徨，父母年

龄大，体弱多病，需要他在身边照顾。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深知再次穿上这

身绿色迷彩的分量。”程海山一咬牙就

住进了仓库。

程海山常年看守仓库，谈了几个对

象，都因聚少离多而“吹灯”。结婚那年

他已近 30 岁。那天，主婚人问新娘王

燕：“你嫁给程海山，图个啥？”

“他都把部队仓库当成家，对俺还能

差？”王燕的这番话，让大家拍红了巴掌。

“你们回去过节吧，有我在请大家

放心!”2008 年，自程海山担任仓库主

任以来，每逢节假日他总是对同事们

这样说。每年春节期间，程海山从没

离开过仓库半步。“谁家没有这难那

难的，我是仓库主任，我不带头留营

值班对不住这身迷彩服啊!”面对家人

的埋怨，程海山每次都是这样解释。

这么多年来，程海山就只请过一次

假。总场武装部副部长成常春告诉记

者：“我记得清楚，那是他请假带女儿去

北京看病。”

2010 年，3 岁的女儿得了先天性胸

椎脊柱侧弯，若不及时治疗会落下终身

残疾。在北京手术半个月后，女儿刚有

点好转，程海山就坐不住了：武器库要

迎接军区年终考评，原先的两名警卫应

征入伍走了，新警卫还没补齐。“这么重

要的事，我必须在场。”他安抚好妻子，

提前回来投入到应考之中。

天天与武器仓库为伴，已成为程海

山多年来的习惯。2013 年 5 月，在一次

应急拉动演练时，程海山的脚踝骨折，

不得不打上钢钉。人在病床上，他心却

在仓库。妻子无奈，只好买来轮椅，每天

推着他到仓库转一圈。

去年，程海山接到弹药拉运销毁的

通知。熟知弹药性能的他心里清楚，有些

弹药保存时间久，安全性能不好把握，存

在一定风险。关键时刻，他大胆请缨，要

求拉运弹药。结果，他一人驾车 60 多公

里，将弹药安全运送到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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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预备役训练尖子，可不只是部

队一家的事。说起双重奖励，还要从吉

林某预备役团一次连队训练表彰会上的

牢骚话讲起。

今年 6 月，预备役 1 营 3 连基础课

目训练考核结束后，几名被评为“训练尖

子”的预备役士兵领到了证书，私下里却

调侃道：“训练表彰只有精神奖励为主，

没了物质奖励为辅！”这番话被营连长

反映到团办公会上，引起团党委的重视。

经过进一步调查了解得知，近两年

来，全团累计有 10 多名预备役官兵受部

队表彰后，却没有获得地方物质奖励。

另外，训练表彰奖励机制滞后、预备役士

兵受表彰机会少等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这些问题明显影响到预备役官兵的

训练积极性，团党委果断叫停“剃头挑子

一头热”式的训练表彰形式，确立了走军

地融合式训练表彰的思路。依据《军队

奖励和表彰管理规定》，他们积极争取预

编地政府组织人事部门、企事业领导、武

装工作负责人给予大力支持。军地双方

发挥预备役部队“双重领导”“双重保障”

优势，在训练表彰实施“双重奖励”上达

成共识。

第三季度分队训练展开后，他们把

“双重奖励”以军事训练工作计划指示的

方式下发给各编兵单位，走开了军地联

合开展训练表彰的新路子。

预编单位是企业的，被纳入员工绩

效奖范围。如预编单位吉林敖东药业决

定，将企业预备役人员在训练、演习中所

获得奖励与企业员工绩效奖挂钩，由企

业劳资部门核算，以季度奖、年终奖的形

式下发。8 月份，预备役士兵王德军在省

军区考核中取得手榴弹投掷第一名，敖

东药业根据团司令部下发的表彰通报，

在 9 月底就为该同志兑现了优秀员工季

度奖。

预编单位是乡镇的，则参照民兵军

事训练奖励办法实施。参照《民兵工作

条例》等规定，该团与敦化市、和龙市、汪

清县等三个县级市政府协商，将农村籍

预备役官兵的表彰奖励列入政府专项经

费预算。10 月初，预备役 3 连二排预编

单位敦化市大桥乡向市政府打报告，为

石文龙等 2 名农村籍预备役士兵申请了

相应物质奖励。

对于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预备役军

官，该团主要拓展精神奖励内容。团政治

处与编兵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协调，把预

备役军官训练表现纳入地方考核干部范

畴，推荐党管武装后备人选。3 营预备役

排长、和龙市西城镇武装部长尹哲松带

领所在排在上级抽考中取得优胜成绩，

被团评为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和龙市委

组织部门根据团训练表彰通报为其加上

相应考评分，使他在干部考核中脱颖而

出，最终被优先提拔为和龙市西城镇副

镇长。

为纠正训练表彰机制滞后问题，每次

连排训练结束后，团机关都要在驻训点就

地召开表彰会，邀请编兵单位领导参加，

只要是能现场兑现的奖励，全部当场兑

现；不能当场兑现的，表彰会后，团里及时

跟踪受奖人员落实相关奖项情况。截止目

前，53 名训练先进个人分别获得晋升工

资、提为班组长等奖励，4 名预备役军官

被破格提拔或调整到重要岗位。

“双重奖励”较好地解决了以往年终

表彰存在的与编兵单位奖励衔接不紧密

等问题，有效激发了基层官兵精武练兵

的热情。

云云南南省省军军区区 2200 名名参参加加过过第第一一次次、、第第二二次次扫扫雷雷和和勘勘界界扫扫雷雷的的勇勇士士又又赴赴中中越越边边境境

受受命命战战雷雷场场 临临阵阵忘忘其其身身
■缪祥兴 赵 磊 本报特约记者 江彦军

老山脚下，丛林密布，一块雷区标

示牌赫然矗立，数十万枚地雷和各种爆

炸物就掩藏在周边区域。

11 月 3 日，中越边境第三次大扫

雷行动正式开始，云南省军区派出 20
名曾 经 参 加 过 中 越 边 境 云 南 段 第 一

次、第二次扫雷和勘界扫雷的勇士，再

次征战危险重重的雷场，在扫雷官兵

中竖起了标杆，成为扫雷官兵争相学

习的榜样。

“错过这次扫雷，我
会后悔一辈子”

“这是 72 式防步兵地雷，排这种地

雷时要非常小心，它的保险销非常细，

稍微受力过大就会爆炸。”指挥部模拟

扫雷场上，邓玉平在教员的讲解下学得

异常认真。这位来自昆明警备区某预备

役团的副营职股长在得知中越边境再

次组织扫雷行动时心里直痒痒，没想到

妻子及老家的哥哥却因为担心他的安

全而提出反对。

一边是稳定舒心的生活，一边是危

险重重的雷场。亲朋好友的劝说，并没

有动摇邓玉平参与扫雷的决心：这一步

步走来，是组织的培养和照顾。如今，上

级需要工兵专业出身的自己，我又怎么

能瞻前顾后呢？

在耐心做好妻子的思想工作后，他

打起背包来到了扫雷指挥部。

与邓玉平一样，扫雷指挥部中有很

多像邓玉平一样主动报名的勇士。他们

当中有的是人武部主官，有的是单位的

业务骨干。在报名参加扫雷被上级批准

后，他们又都申请到最危险的排雷一

线。屏边县人武部副营职参谋路穆道是

一个对扫雷过瘾的人，接到任务后，他

难掩心中的激动：“我是工兵，错过这次

扫雷，我会后悔一辈子。”

曾任省军区国防动员委员办公室

副主任的周文春，也是得知消息后，主

动请缨要求到雷场上去的。

“我说老周，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还

去扫什么雷？”有的朋友劝他。

“雷场的情况我熟悉，我还有扫雷

经验，我不去谁去？”周文春坚决地回

答到。

上级鉴于他在扫雷中经验丰富，让

他担任中越边境第三次扫雷指挥部的

政委。上级委以重任，周文春感觉到的

是沉甸甸的责任。

无畏的勇气来自的军人的血性担

当。面临生死考验，军人的选择从来都

是迎难而上，从他们穿上军装当上扫雷

战士那一天起，他们就肩负着奔赴雷场

的使命。

“个人得失与百姓安
宁比起来，啥都不算”

“报告！我申请到一线参与排雷”，

一封排雷申请书在排雷消息传出的第

一时间搁到了上级领导的办公桌上。

申请人是云南省普洱军分区某边

防团参谋长蒋俊峰。主动请缨参加排

雷，已任现职多年的他不想错过难得的

出征机会。

“在晋升的关键期，扫雷部队又是

临时单位，你可要想好了。”同事给他提

醒道。

“个人得失与百姓安宁比起来，啥

都不算！”

蒋俊峰甩给同事这样一句话，拖着

因前期训练扭伤的右脚，头也不回地投

身到扫雷一线。

在扫雷队，像蒋俊峰这样的情况不

在少数。西畴县人武部副营职干事杨继

荣已经做好转业的准备，正在为转业到

地方的事情奔波忙碌。扫雷的消息一传

来，他没有任何犹豫，选择申请来到扫

雷队，担任扫雷队副队长的他说：“这个

时候，我更应该去雷场一线，转业的事

情先放一边，等扫完了雷再说。”杨继荣

的敬业精神在官兵中引起较大反响，他

所在的扫雷队中有的战士即将满服役

期，也都纷纷表态：“在位一分钟，就要

像杨副队长一样，干好 60 秒。”

记者了解到，参加这次排雷行动的

不少干部都是已经年龄到扛、军衔到

扛、职务到扛，可以说是“船到桥头车到

站”，然而，个人的进退走留和组织上的

扫雷任务比起来，孰轻孰重？他们毅然

选择了后者。

“队干部在前面带
头，我们没啥可怕的”

云南边境罗家坪大山脚下。

伴着“轰隆”一声巨响，封围已久的

边境雷场上尘土腾空而起……雷区作

业场上，一名身材高大的干部身穿防护

装具，手拿探雷器、探雷针，胸前插着小

红旗，缓慢地向前移动。

厚重的防护服穿在身上又闷又热，

从外面可以清楚地看见防护头盔里的

那张脸已是汗如雨下。

他就是“排雷大王”马永信，这位曾

经被成都军区授予“扫雷英雄”荣誉称

号的扫雷尖兵，已经从第二次大扫雷时

的排爆班长成长为这次扫雷行动的扫

雷队队长，在实地作业中，他总是冲在

最前面，为排雷官兵带了个好头。

“中越边境云南段现存雷区都是前

两次大面积排雷和勘界排雷遗留下来

的‘硬骨头’。”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光

跃介绍说。与前两次扫雷相比，这次雷

区的情况更复杂，作业难度更大，危险

的系数更高。

然而越危险的地方越能考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这些扫雷骨干到指挥

部后，担任扫雷教员，细心传授扫雷知

识和排雷技巧。凡是地形复杂，地雷和

爆炸物比较多的地方，他们总是靠前指

挥，每当遇到危险的情况时，站在排头

第一个处理。

第一个踏进雷场的是他们，从焦土

中排出第一颗地雷的也是他们。在者阴

山雷场，“隆隆”的爆炸声响过后，参加

过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一、第二次大面积

排雷的文山军分区修理所助理工程师

杨育富穿戴好防护装具，沿着开辟的排

雷通道，第一个进入了雷场，利用探雷

器、探雷针和扫雷耙展开人工搜排，一

颗颗各式地雷如“囊中探物”一般掏取

出来。

沿着杨队长开辟的排雷通道，踩着

他的脚印，一队队年轻的士兵陆续穿上

防护装具，走进雷场，扫除“雷患”。新战

士王锋说：“有队干部在前面带头，我们

也没啥可怕的。”

“怕？扫雷兵的字典里没有这个

字。”在雷场负责爆破排雷的元阳县人

武部副部长陆登泉时常将这句话挂在

嘴边。豪言壮语下的他在情况复杂的雷

场上却心细如发：进入雷场、安装炸药、

起爆……一路下来他没有出过任何差

错，扫雷官兵们打心眼里佩服。

受命之时忘其家，临阵之时忘其

亲，击鼓之时忘其身。为了每一寸国土

的安全，为了边疆百姓的安宁，这些昔

日的扫雷功臣不顾危险，再次披甲出

征，在步步惊心的雷场上树起了当代革

命军人的好样子。

上图：扫雷官兵穿上防护装具，走

进雷场，展开人工搜排。

江彦军摄

强军梦·家国情

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 解放军报 联合主办

她带出“兵妈妈俱乐部”
■本报特约通讯员 曹 成 李 军

在重庆江津，有一位把拥军当事业、

把战士当子女的“兵妈妈”陈莉萍。

左邻右舍都知道，她是 31 年如一日

参加拥军活动的全国“爱国拥军模范”，

却很少有人知道，从她的外公外婆开始，

她的母亲、她和丈夫、她的儿子儿媳和孙

子，五代人拥军报国数十载。

吃尽了旧社会的苦，看着解放军把

自己从水深火热中拉出来，陈莉萍的外

公外婆一直对子弟兵充满深情。陈莉萍

的母亲马碧玉曾经回忆，当年物资匮乏，

但她家里每年都把布头收集起来，做成

布鞋、鞋垫送到部队。从那时起，拥军就

融入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的血脉。

陈莉萍从小就向往军营，虽然 3 次

报名参军，都因个头太矮而没有如愿穿

上军装，但这并没有减少她对解放军的

爱戴，到了成家的年龄，陈莉萍和同样未

圆“军人梦”的廖万祥组成家庭，一起开

始拥军。

1993 年，陈莉萍两口子一起把年满

18 岁的儿子廖俊送到部队。廖俊退伍返

乡后，亲友介绍了 9 个女朋友他都没有

同意，却选了朴实的涂红为妻，理由是她

对军人有感情，支持家人拥军。廖俊没有

看走眼，涂红不仅自己参与拥军，后来还

带着儿子一起走军营慰问。

就这样，拥军报国的基因在这个家

庭代代相传。每逢节假日及老兵退伍季，

陈莉萍和家人便把官兵请到家里团聚，

打糍粑、包粽子、包汤圆、拉家常，让战士

们感受到第二故乡的温暖。

在这个拥军大家庭，陈莉萍在军营

里留下的故事最多。战士吴志军在训练

时摔伤头部，昏迷了好几天。从受伤到恢

复出院，陈莉萍一直守护在他身边。退伍

兵陈赓得了结核性胸膜炎，面对每天数

百元的医疗费用，来自贵州贫困山区的

他一筹莫展。陈利萍一边宽慰他，一边东

奔西走为他筹钱。

唐夫昌、吴志军、宝东、建刚……每

年母亲节，陈莉萍都会接到她的“兵儿

子”们从四面八方打来的问候电话，翻开

家里的相册，她也总能说出兵娃娃们曾

经的故事。

陈莉萍不仅一家人拥军，还带动江津

社会各界一起拥军。1984 年创建“兵妈妈

志愿者服务队”，2001 年成立“兵妈妈俱

乐部”，在陈莉萍的带动下，无数个“兵妈

妈”成长起来。目前，全区已有 1 万多人常

年主动参加拥军活动。每年元旦和建军

节，她们走进军营，用缝衣服、洗被子、做

鞋垫、包粽子等形式慰问部队官兵。

采访中，陈莉萍告诉笔者，目前，她

正在学用电脑，筹备开通微博、微信等，

希望借助“互联网+”的东风，吸引更多

的拥军志愿者加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