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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7天长假结束了，但是，按
照民间的说法，要等过了元宵节才算
过完年。让父老乡亲更长时间沉浸
在年节的氛围里是件好事，以享受更
多的节庆快乐和幸福。然而，对于保
家卫国的人民子弟兵来说则不然，我
们应该尽快走出过年状态，着力去

“年味”、浓“战味”。
实际上，军人无年节。因为，无

论哪个节日，边防官兵仍在巡逻，防
空雷达仍在旋转，海上战舰仍在劈波
斩浪，各级指挥所的官兵仍在战位上
担负战备值班。即使没有承担节日
战备任务的官兵，也随时准备紧急出
动，只有少数离队休假的官兵，才能
真正地过年或过节。这是军人与老
百姓的显著区别之一。

尽管如此，各部队和各级军事机
关会在保证战备值班万无一失的情
况下，依法落实节假日，安排官兵原
地休息，并在节日里组织一些节庆活
动，尽可能地保障官兵过好年节。但
是往年春节后，个别单位、少数官兵
出现一时走不出过年状态的现象，上
班提不起劲，训练找不到感觉，这是
和平积弊的节日显现，应该彻底清
除。作为军人，节后必须以“战味”冲
刷“年味”“节味”，像年节从来没有来
过似的练兵备战。

“军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是为
打仗而存在的。”只有每名官兵始终
忙于练兵备战，才能慑战止战胜战，
让潜在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这个理
大家都懂，但是联系单位、单兵实际，
有的人就不认这个理了，总觉得“打
仗轮不到我，练兵备战的事不着急”。

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一支军队
犹如一部复杂精密、高速运转的机
器，每名官兵都是其中的一颗“螺丝
钉”。只要一颗“螺丝钉”松动，这部
机器可能就无法正常运转，军队战斗
力就会打折扣，打仗就会吃败仗。战
争事实告诉我们，“100-1=0”不是数
学游戏，而是血的教训。

由此，身为军人，无论在什么岗
位，无论干什么工作，无论在什么时
间，都要强化战位意识，时刻思战、备
战、研战。年节过后，我们不仅要练
兵斗志不减、备战劲头不懈，而且学
习新技能、钻研新战法的热情要更
高。春节 7天长假是一年当中难得
的一个“加油站”，我们“加满油”之
后，动力应该更强劲。

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周边环境
复杂而又敏感。作为军人，我们要看
到“火药桶”就在不远处，要做到脑子
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
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
情，确保在关键时刻“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圆满完成党和人民
赋予的使命任务。

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提 出 ，我 军
2020年要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
的提升。因此，2019年是我军实现
第一阶段强军目标的冲刺之年，任
务重、时间紧，我们不能有半点懈
怠，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扎实做好练兵
备战等各项工作，不断加快强军兴
军步伐，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尽
快
淡
﹃
年
味
﹄
浓
﹃
战
味
﹄

■
石
纯
民在拥挤的春运大潮里，记者从北京

乘飞机到乌鲁木齐，再坐汽车到吉木萨
尔县三台镇八家地村，行程 3200多公
里，走进维吾尔族大叔木合买?买买提力
的家，采访他踊跃送子女参军的故事。

今年 56岁的木合买养育了一女两
子。从儿女上小学开始，他就有意识地
瞄着军营“定向”培养，最终 3个子女先
后光荣参军，其中大女儿吐逊古丽成为
辽宁舰的作训参谋。为宣扬木合买的好
家风，县里专门为他建立家风家训馆，展
示他的“定向”培养经验和3个子女在军
营的飒爽英姿。

记者随县人武部慰问组走进木合买
家时，只见他家的民族团结、军民团结气
氛浓厚：大门口贴着新春对联，客厅中央
悬挂着中国结，阳台两侧是大红灯笼，满
是汉族人家的年味；四周墙上，是儿女的
戎装照片和在军营获得的奖状、证书，彰
显“光荣之家”的军味；地板上则铺着绣
有维吾尔族特色图案的地毯，茶几上的
馓子、奶茶等维吾尔族食品散发着诱人
香味……木合买的妻子吐力沙?四买买
热情地招呼大家品尝。

记者落座后问：“大叔，说说您的‘定
向军营培育子女法’吧！您为什么如此
重视儿女的崇军尚武情怀？”

木合买说：“我没啥培育法，这是县
里总结的。我只是觉得，解放军是最亲
的亲人，军装是最帅的服装。”他深情地
回忆，6岁那年，一场洪水席卷村庄，是
解放军及时赶到把他从洪水中救起；10
岁那年初冬，气候反常，他家还没来得及
采摘的40多亩棉花被大雪覆盖，正当家
人焦急之时，是解放军帮他家抢收回了
棉花；12岁那年，他上小学，当地发生一
次地震，学校教室倒塌，又是解放军把他
从废墟里扒了出来……

从 18岁那年开始，木合买连续 3年
报名应征，但因体检不合格等原因未能
入伍。他说：“没能当上解放军，是我一
辈子最大的遗憾！”超龄之后，他就想，等
有了孩子，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解放军
战士！

结婚后，木合买夫妇生了一个女儿、
两个儿子，家庭负担较重，但木合买觉得
生活再艰难，也要让孩子吃好，把书读
好，只有身体好、读书好，才能参军。为
此，他勤奋劳作挣钱、节衣缩食省钱，保
障3个子女的饮食营养和学习所需。

谈到这里，木合买的手机响了，他抱
歉地对记者说：“是女儿吐逊古丽的视频
通话。”

“达达（维语：爸爸），家里都好吗？
我看家里好热闹啊！”

“家里都好。今天，县人武部的领导
上门慰问来了，还有中国国防报的记者
专门从北京来采访我们家，你在部队可
得要好好干……”说着话，木合买把手机
递给记者，记者接过电话随机采访这位
海军女军官。

吐逊古丽说：“父亲年轻时是民兵，
到军营参加过集训。我们姐弟 3人从
小学开始，父亲就参照‘军营一日生活
制度’规范我们的生活，要求我们每天
按时起床，做事雷厉风行，走路抬头挺
胸，就连床上的被子也要像解放军一样
叠成‘豆腐块’，还经常领着我们跑步。
他平时不让我们看电视，节假日允许我
们看一会儿，但只准看军事题材的电影
电视剧。”谈起儿时的记忆，视频那头的
吐逊古丽滔滔不绝，言语间充满对父亲
的感激。

木合买的妻子吐力沙向记者介绍，
2010年，吐逊古丽以优异成绩考入新疆
大学。2011年10月，当木合买从电视新

闻中得知海军来新疆招收女兵的消息
时，决定动员女儿报名。为赶时间，平时
出门连一瓶矿泉水也舍不得买的木合
买，专门租车赶到乌鲁木齐。

木合买说：“我当时心里着急呀，生
怕错过报名时机。”为保障女儿顺利应
征，木合买索性在一个小招待所住了下
来，征兵体检、心理测试、政治考核、才艺
展示等每个环节，木合买都陪着女儿，给
她加油鼓劲。

过五关、斩六将，吐逊古丽与其他
12名应征女青年终于如愿以偿参军，并
成为辽宁舰的第一批女兵。

海军迷彩服领回家后，木合买叫老
二土坎达、老三阿孜地依里都试穿一
下，以此激励两个儿子像女儿一样，适
龄时报名应征。

2013年 9月，刚到乌鲁木齐读大学
的土坎达毅然报名应征，成为陆军某师
步兵团的一名战士。在部队，土坎达刻
苦训练，成为部队的训练标兵，但遗憾
的是服役第二年在训练中不慎受伤，造
成左腿骨折，导致不能进行剧烈运动，
义务兵役期满后光荣退役，现在公安边
防派出所当辅警。

2016年，小儿子阿孜地伊里也报名

应征，但体检时因尿酸过高被淘汰。木
合买积极鼓励儿子锻炼身体，为来年应
征做准备。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 9
月，阿孜地伊里终于通过征兵体检关，
成为武警某部的一名战士。

3个子女服役期间，木合买经常给
儿女们写信、打电话，鼓励他们在部队
好好干。最让木合买骄傲的是女儿吐
逊古丽，她两年义务兵期间，先后参加
了航母交接入列、航行试验、海上试飞
等 大 项 任 务 ，连 年 被 评 为“ 优 秀 士
兵”。2013年，吐逊古丽义务兵役期满
后退役重返校园。这时，凑巧海军要
在新疆选拔两名国防生，木合买又鼓
励吐逊古丽递交志愿书。经过多轮选
拔考核，吐逊古丽如愿以偿。大学毕
业后，吐逊古丽重返辽宁舰，成为航母
上的女军官。

县人武部领导告诉记者，这几年，
县里聘请木合买为征兵宣传员，他盯
着上下几村的适龄青年上门宣传征
兵，经他动员去当兵的小伙子已有 50
多人，“参军报国、锻炼成长”已成为该
县许多适龄青年的第一选择。

上图：木合买大叔（左一）接受记者
（右一）采访。 战照涛摄

女儿成为航母辽宁舰女军官，两个儿子先后参军，县里专门为他家建立家风
家训馆。记者慕名来到新疆吉木萨尔县八家地村采访—

定向军营：木合买大叔的教子良方
■本报记者 辛 悦 特约通讯员 杨永泽 肖承槟

本报讯 特约记者戴楠楠、贺志国
报道：春节前夕，寒风呼啸，大雪纷飞，
气温降至最低零下 40多摄氏度，内蒙
古军区三级军事机关带民兵应急分队
进行严寒条件下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
能力训练。从东北林海到中部雪原、西
部戈壁，内蒙古全区 101个县（旗、区）
的民兵战风斗雪，在冰天雪地里绘就一
幅壮美的练兵备战图。

内蒙古地处边疆，横跨三北，东西
绵延八千里，战略位置重要，民兵应急
应战任务较重。近年来，内蒙古军区围
绕民兵担负的“强边固防、抗震救灾、防
凌防汛、森林灭火、城市反恐”等任务，
分方向、分地域、分专题进行集智攻关，
探索一系列应急应战新战法新训法。
此次全区范围的严寒条件下民兵遂行
多样化军事任务训练，紧贴辖区实际和
民兵担负的任务，突出最基础、最实用、
最急需的内容，全面检验评估近年来的
民兵组训成效和恶劣环境下的应急应
战能力。

往年，冬季野营拉练最大的问题是
军分区、人武部和民兵应急分队相互之
间通联不畅。在严寒条件下，对讲机十
几分钟就没有电，距离一远就联系不
上。针对这一问题，内蒙古军区筹集资
金，运用高新技术，建成了耐寒抗冻、覆
盖全区、动中通联、标准统一的信息化
指挥通信系统。此次冬训，不仅保证了
严寒条件下全时全程全域通信顺畅，而

且各级指挥所的指令直达民兵应急分
队，音频视频图文实时传递。

针对风大雪厚路滑、机动困难问
题，各军分区、人武部针对地处林区、草
原、沙漠的地理特点探索雪地机动办
法，多支民兵应急分队将耐寒性能高的
通用交通装备升级改造为“雪地战车”，
有效提升了机动越野速度。

围绕严寒条件下如何开设野外指
挥所、雪地宿营、野炊保障等问题，各军
分区、人武部按照预案，带领参训民兵
进行实地检验，查找雪地“走、打、吃、
住、藏”的薄弱环节。冬训中，各军分
区、人武部分头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开展
雪地轻武器实弹射击、手榴弹实投、宿
营野炊、单兵信息系统操作使用等应战
课目训练和防卫作战演练，同时穿插进
行抗雪救灾、雪地救援、抗震救灾、黄河
防凌等应急课目的训练演练，摸清了民
兵训练底数，掌握了雪地练兵备战的基
础数据，探索解决了一系列实际问题。

此次冬训，从东部茫茫林海雪原到
西部大漠戈壁，从将校军官到各地参训
民兵，人人按实战要求爬冰卧雪、不畏
严寒苦练本领，确保了各项训练任务的
圆满完成，有效推动了遂行多样化军事
任务能力的提升。

内蒙古军区拉动各地民兵进行严寒
条件下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训练

百县民兵战风斗雪练兵备战

■本版责任编辑 贝 骁 王京育

春节前夕，江西省于都县军地领导带着一支小学生唢呐队来到岭背村，给现
役军人李川海家送立功喜报，高亢喜庆的唢呐声响彻山村，引发众多父老乡亲的
称赞。

李川海 2007年入伍，他在部队苦练军事本领，曾两次参加全军特种兵比武，
先后4次荣立三等功，6次受到嘉奖。1月中旬，该县人武部收到部队寄来的李川
海第四次荣立三等功的喜报后决定，要把这次送喜报活动办成浓厚崇军尚武氛围

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此时，人武部又得知部队安排李川海回家探亲休假的消
息。于是，他们就请县领导送喜报、请李川海接喜报。

位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河边的长征源小学校长得知此事后，专门派出
“红娃唢呐艺术团”参加送喜报的队伍，使送喜报既成为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又增添了喜庆气氛。有位乡亲说：“李川海家真光荣，山村从未有过这阵势！”

李章荣、肖力民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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