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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在某集团军看到，虽然该
部官兵在上级组织的多场比武中摘金夺
银，但载誉归来后，各级并没有设“庆功
宴”“唱赞歌”，而是第一时间让大家登台
话得失，组织人员整理汇编《从赛场看战
场》资料册，供部队官兵学习借鉴。

从国际军事竞赛、应急抢险救灾，到
海外维和行动、中外联演联训，都是展示
军队实力的窗口、提升打赢能力的途
径。军事比武既是检验训练水平的“试

金石”，也是淬炼军事素质的好平台。一
支在赛场上能够夺冠的部队，平时的军
事素质必然是过硬的。

但“战争是最不确定性的王国。”今
天思想解放了，明天不与时俱进，就可
能“刻舟求剑”。同理，如果我们把赛场
夺冠等同于战场打赢，沉迷于鲜花掌
声，放松危机感、紧迫感，到了战场上，
冠军就可能是败军。普法战争便是很
好的佐证，面对普鲁士军队的全面进
攻，法国军队接连败北，最终被迫投降，
统一的德意志一举取代法国在欧洲大
陆的霸主地位。法军败北原因很多，但
其长期自我感觉良好，沉浸于拿破仑时
代横扫普鲁士的光环沾沾自喜，武备松

弛、外强中干是最根本的。可见，只有
透过赛场看战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客观认识不足、深入查找问题，把赛场
领先转化为战场制胜，才能真正由赛场
冠军迈向战场赢家，使赛场金牌变为胜
战王牌。

西方有句谚语，谁在凯旋中战胜自
己，谁就赢得了两次胜利。冠军有保质
期，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如果总是炫
耀英雄的桂冠，沉浸于过去的辉煌，必然
会在不知不觉间被对手超越。被誉为

“世界超级小国”的以色列，之所以在列
强环伺的夹缝中屹立不倒，始终保持清
醒的头脑是一个重要因素。即使在和美
军举行的联合军事比武中取得了胜利，

他们也从不沾沾自喜，而是邀请美军帮
助指出不足，用对手的眼光审视自己，从
而不断取得进步。

荣誉，应是催人奋进的冲锋号，而
不是自我欣赏的麻醉剂。体育界有句
名言：从领奖台上走下来，一切从零开
始。善于“归零”，就是始终怀着一分清
醒，多一些“惭怍”之心，勇于在成绩里
面找问题，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整
改。和平时期，就是要正确看待冠军光
环，不要被夺冠的喜悦冲昏了头脑，重
要的是做好总结赛场与战场差距的下
篇文章。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
标准，既要依托比武竞赛挖掘“尖子”、
树立标杆，使“尖子”成为“种子”，发挥
示范作用，带动整体提升；更要注意防
止和克服以“尖子”比武成绩代替单位
整体训练水平的“锦标主义”思想，以刚
性措施纠治“拼凑尖子”“弄虚作假”等
现象，切实让比武比出干劲、比出差距，
比出一切向战场向实战聚焦的作风，真
正把赛场一流转化为建设一流，把骨干
水平转化为整体水平，把比赛优势转化
为作战强势。

在凯旋中战胜自己
■向 勇 王 军

“是咱杭锦旗人武部带头开展生态
扶贫，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今年 64岁
的达楞太，亲历草原沙化的残酷，也见
证了内蒙古杭锦旗人武部降服“沙魔”、
播绿成金的奇迹。“我现在有 400多只
羊、20多头牛，还有 2000多亩林地，每
年收入都不下20万！”

绿色的希望

达楞太的家乡杭锦旗位于鄂尔多
斯高原西北部，库布其沙漠横贯东西，
沙漠寸草不生，飞鸟难越，被称为“死亡
之海”。

“那时候，大的沙尘暴每年都要刮
上四五十次，沙漠每年以近 30平方公
里的速度向外扩张。”杭锦旗人武部原
政委王中强从小就生活在这里，苦涩的
童年记忆，乡亲们的举家迁徙，让他心
酸不已。1994年春天，王中强带着人
武部22名干部职工，走进“死亡之海”，
为百姓寻找希望之路。

在长期的实践中，官兵总结出“固
身削顶”“撵沙腾地”“容器植树”“前挡
后拉”“穿靴戴帽”等 20多种种树、护
树、治沙方法，使苗木成活率达到 85%
以上，逐步建成东西长 12.5公里、南北
宽3.8公里的“万亩林”。

消息传出后，大家纷纷来到这里见
证奇迹。在 1.86万平方公里的库布其
沙漠中，“万亩林”只是一片小小的绿洲，
但令杭锦旗的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

在人武部成功实践的鼓舞下，杭锦
旗掀起全民治沙热潮，所在的鄂尔多斯
市军地各级也都行动起来，征战“沙
魔”。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库布其沙
漠治理面积达 6000多平方公里，绿化
面积达3200多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植被覆盖度分别由 2002年的 0.8%、
16.2%，增加到2016年的15.7%、53%。

红色的火种

人武部党委认为，只有找到“生态、
经济、民生”的利益平衡点，才能激发治
沙动力、积累治沙财力，实现可持续发
展。在治沙之初，他们就注重探寻治沙
与致富相结合的路子。官兵一边种树，
一边建立专门的沙生植物园，研究沙漠
中最适宜种植的固沙植物和经济作物。

“沙柳生命力极其顽强，成活率
高。”人武部政委王东海告诉记者，沙柳
条既可当种苗卖，也可做刨花板、中密
度板的原材料，还可与苜蓿、杨柴等混
合做成牲畜的“营养罐装食品”。沙柳
燃烧热值较高，2吨沙柳至少相当于 1
吨以上标准煤的燃烧热值，是生物发电
的理想原料。

“我们还有沙冬青、蒙古扁桃、四合
木、麻刺等20余种沙生植物，有的在库
布其沙漠一度绝种，是官兵想方设法从
外地弄来的……”人武部职工高立军
说，沙生植物园共有植物190余种。

在特种养殖园，人武部还探索适合
沙漠养殖家畜、家禽品种，发展林下经
济。过去这里曾经养殖德国西门特尔
肉牛、小尾寒羊、珍珠鸡、鸵鸟等经济动
物30余种1500多只。

“近些年，我们在沙漠中探索种树、
种草、种药材，养牛、养鸡，开展生态旅
游，引进生物制药企业。”王东海说，他
们总结摸索出一条“沙漠变林地、林地
变良田、良田产饲草、饲草搞养殖、养殖
变资金、资金再投入”的适合沙漠地区
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绿色之路。

金色的收获

之前被迫举家迁徙的布日瓦带着
妻儿，赶着牛羊回来了。他找到人武

部，请求学习治沙养殖技术，经过两年
多的努力，他的牧场又绿了。布日瓦增
加圈养数量，并在林间散养家禽，日子
越过越红火。幸福的他逢人便说：“是
人武部让我的千亩‘沙窝窝’变成了‘金
窝窝’！”

像布日瓦这样，在人武部帮扶下过
上小康生活的牧民还有很多。

“种下甜根根，拔掉穷根根。”在独
贵镇敖愣乌素嘎查，有一位刨了一辈子
野生甘草的老民兵额尔德木图，在参与

“万亩林”生态基地建设时，他看到人工
种植的甘草，思路一下子打开，带头种
植甘草，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随后，
他带领村民集体种甘草，带动8户贫困
户13人脱了贫。

杭锦旗人民政府旗长王羽强感慨
地说：“人武部官兵用实际行动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
当地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
贡献。”

2012年以来，杭锦旗有 3万人脱
贫，全旗农牧民人均收入从 1998年不
到 3000元，增长到 2017年的 1.6万元。
2018年，杭锦旗退出“自治区级贫困
旗”名单，经济增速位于鄂尔多斯市第
一，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万余元，全旗
贫困人口锐减至43人。

在杭锦旗人武部的示范带动下，目
前，鄂尔多斯市逐步打造了生态修复、
生态农牧业、生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
光伏、生态工业“六位一体”的产业体
系，累计提供就业机会 100多万人次，
带动10多万人脱贫致富。

上图：杭锦旗人武部组织官兵春季
植树。

王建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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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中秋节是举家团圆的日子。在这

一天，对于身在奔赴军营旅途中的新
兵们来说，难免会产生思乡之情。北
部战区军事运输投送调度中心的保障
人员对此早有考虑，并做出一系列周
到安排。9月13日晚，在辽宁省沈阳北
站中转的一批新兵感受到了军事运输
保障人员的热情，度过了一个快乐祥
和的中秋。

“妈，您在家吃月饼，我在这里也
有月饼吃，您看，里面还有一个大蛋
黄！”新兵金子昌是独生子，第一次离
家远行，对家中的母亲十分牵挂。当
天晚上 20时许，金子昌一听带兵干部
说可以向家里报平安了，他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拿出手机和母亲视频聊天。
看着儿子传来的一幕幕其乐融融的画
面，母亲口中不停地说着“好”，先前挂

在脸上的担忧神情也渐渐消散。
吃过晚饭，军事运输保障人员集

体来到新兵候车室，开始朝桌上摆放
时令水果和月饼，这是当地军供站给
新兵们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随后，
新兵们围坐在一起，一边开心地聊天，
一边品尝水果，不少人对一种比乒乓
球略大的梨赞不绝口。

“这叫南果梨，口感特别细腻甜
美，但禁不起运输折腾，所以在外地市
场一般买不着。你们现在来的正是时
候，多吃几个，过了这个站可就没这个
梨了啊！”沈阳市苏家屯军供站负责人
王宇震一番幽默风趣的话，引得新兵
们哈哈大笑。

“我们有 40多个新兵在沈阳北站
中转换乘。”接兵干部于浩淼告诉记者，
他们从安徽滁州一路到此特别顺利，进
站有绿色通道，下车有专人引导，中转

还有候车专区。更令他没想到的是，中
秋节还能在中转站过得如此温馨，直夸
军事运输保障人员想得周到。

谈话间，由沈阳北站青年职工抽
组而成的志愿服务小分队来到候车
室，为新兵表演精心准备的文艺节
目。只见志愿者们和新兵们你方唱罢
我登场，场面好不热闹。

细心的车站军代表还为新兵送上
“精神食粮”——军营成才励志书籍。
“在中秋夜新兵们会有思乡之情，但愿
这些书籍能与他们一路相伴，并为他
们今后的军旅生涯指明努力方向。”驻
站军代表孙斌如是说。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一转眼，
三个多小时的中转时间就要到了。因
为彼此相处的特别融洽，新兵与军事
运输保障人员在分别时都有些不舍。
带兵干部提议，新兵们齐唱《强军战

歌》，以此表达对军事保障保障人员的
感谢。“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
标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就要担
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候车室
内，嘹亮雄壮的军歌声久久回荡。

据了解，为做好此次新兵运输工
作，北部战区军事运输投送调度中心
超前谋划部署，专门下发通知，要求保
障单位统筹协调管内铁路、公路、水
路、航空等多家企事业单位联合出台
优质为兵服务措施。与此同时，中心
还向所属军代表发出“情暖从军路”的
指示，要求他们想新兵之所想，急新兵
之所急，把优质服务的理念真正落实
到工作细节当中。

下图：军事运输保障人员和新兵
欢度中秋。

韩其宏摄

中秋夜，情暖从军路
——北部战区军事运输投送调度中心保障人员与中转新兵欢度中秋

■本报特约记者 康 健 通讯员 孙跃峰 马 乐

征兵工作进行时征兵工作进行时??新兵起运新兵起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