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人物：王有柱

看着闫豹据枪瞄准有些迟疑，闫虎
心里默念，“别紧张，调整好呼吸，有意
瞄准无意击发……”几声枪响过后，闫
虎竖起耳朵听着报靶。当听到“45环”
时，他不自觉地嘴角上翘。“少我 4环，
还欠点火候。”

“神气啥？下次约战，谁赢还不一
定呢？”退出射击地线的闫豹，冲着一脸
得意的闫虎喊道。

入伍之初，兄弟俩被分到同一个新
兵连。一开始闫虎总是让着闫豹，没想
到闫豹却不领情，还撂下一句狠话，“哥，
以后打仗，敌人还会让着我吗？”“好，我
叫虎，你叫豹，我们就来个虎豹‘约斗’
吧！新兵结业时，看谁立的战功最多。”

看到兄弟俩在“约斗”中不断的超
越自我，战友们都不禁为他们的拼搏精
神竖起了大拇指。

下连后，闫虎被分到炮兵分队，而
弟弟闫豹则成为一名装甲兵。虽然不
在一个单位，兄弟间的比拼却从未“断
线”。每次连队组织军事训练，兄弟俩
总是不断地给自己“加餐”。

这不，5公里训练场上，始终保持冲
锋状态的闫豹像猎豹般向前奔跑着。
眼看只差 500米就到终点了，由于冲刺
过猛，脚底一滑，闫豹突然崴脚了。只
见他咬牙坚持，一瘸一拐地艰难行进，
向终点发起了最后冲刺。

冲刺过线那一刻，闫豹一屁股瘫倒
在地。“22分 50秒！”成绩一出，班长捶
了一下闫豹的肩膀：“好样的，有拼劲！”

“班长！我哥肯定比我还能拼，绝
不能让他小瞧了。”闫豹嘿嘿一笑。他
的感觉蛮准，学炮手专业的闫虎确实也
没“闲”着。

“ 过 限 制 路 前 ，一 定 要 减 速 、减
速……”只听班长李志鹏大声喊道。在
温度近 40摄氏度的战车里，闫虎在班
长李志鹏的指挥下，反复练习如何快速
通过限制路。

“这小子蛮拼的。”李班长这样评价
闫虎。为了熟练驾驭战车，实操训练第
一个月，他的双手被各种机件碰伤 10
多处，但他从来不叫苦叫累。很快，闫
虎的专业技能水平突飞猛进，不到半年
就成了同年兵中的佼佼者。

前不久，兄弟俩在执行重大任务中
再次撞了个满怀。一见面，他们就打起
了“遭遇战”。

“哥，听指导员说你的投弹水平进
步不小啊！”闫豹笑着说。

“要不咱俩比一比！”闫虎也来了兴
致。

按考核要求，每人4枚弹，前2枚投
远，后 2枚投准，距离远、投得准者即获
胜。弟弟闫豹率先出场，他右手引弹，一
个箭步上前，身体顺势一扭，
手榴弹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
的弧线朝落弹区飞去……

“闫豹，42米，1个大圈
1个小圈。”裁判报完成绩，观
战的官兵都对这位上等兵刮
目相看，要知道上等兵能投
40米可不容易。

轮到闫虎出场，没想到
一出手就是 42米；第 2枚弹，
他更是使出了浑身力气——
45米。

“ 闫 虎 ， 45米 ，2个 小
圈。”最终，闫虎胜出。他也
由衷为弟弟的进步感到高

兴，“闫豹，加油，下次见面咱们再比。”
“一言为定！”说完，兄弟俩相视而

笑，来了个大熊抱。
（图片摄影：夏德伟）

上等兵闫虎、闫豹

虎豹“约斗”
■刘亚伟 严家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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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如墨的夜色，笼罩着古尔班通
古特荒漠丛林。

丛林深处的一个独立屋外，纹丝不
动的“蓝军”狙击手透过瞄准镜搜寻着目
标，全副武装的特战队员来回不间断巡
逻。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守护屋内一
份作战指挥方案。

“红军”指挥所内，在通信侦察、无人
机侦察相继失败后，临危受命的侦察兵
方占鹏，趁着夜色做着武装渗透侦察前
的最后准备。

“我只需要一架无人机掩护我！”方
占鹏提出自己的需求后，将身上装备全
部卸下，仅带了一把刀和催泪弹转身就
走。

没多久，“蓝军”房屋内电源被切
断。寂静的树林中，冲破百米封锁区的
无人机在低空加速飞行……

“砰！”狙击枪声响彻夜空，“蓝军”特
战队员纷纷向无人机方向开枪，正当所
有人冲出房屋应对“敌情”时，一枚催泪
弹在“蓝军”中炸响。

风声瑟瑟，警报鸣响，枪声不绝于
耳，“蓝军”大乱。这时，一个黑影从黑
暗中闪出，以雷霆之势“解决”了门口
的几名哨兵，闪身进入空无一人的房屋
内……

夜间渗透侦察，声东击西，行踪
不定，手段诡异。几分钟后，“红军”
指挥所内，得知方占鹏已突破重重
封锁拿到了作战方案后，大家都瞪

大了眼睛，“真是神行诡兵啊！”
出色完成这次任务的方占鹏是武

警新疆兵团指挥部六支队的一名特战
队员、下士警衔。眼前的他，身材魁梧，
皮肤黝黑。由于经常在比武竞赛中摘
金夺银，他成了中队官兵最想超越的目
标。

别看他现在是特种兵里的高手，
刚 进 特 勤 排 时 ，却 是 个 十 足 的“ 菜
鸟”。第一次特战队员考核，他以 5000
米倒数第三、器械倒数第一、战术 0分
的成绩刷新了特勤排自组建以来的历
史最低纪录。

“人的一生，最怕的就是向困难妥
协。只有敢于冲破自身极限，才能成为
特战尖兵。”中队长苏正政的话，对那时
的方占鹏来说就像是一针强心剂。

痛定思痛之后，他主动请缨赴宁夏
反恐训练基地参加集训。集训期间，一
次次的肌肉定型训练，就为练出最快的
出枪速度；一次次的全装负重奔跑，就为
突破自己的身体极限。

“要求两分钟完成的课目，我就逼着
自己 1分钟完成。需要 3秒钟完成的动
作，我就在1秒钟内完成！”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只有他自己清楚付出了多少
心血和汗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今年武警新疆
兵团特勤分队比武竞赛中，面对72名层
层选拔的特战队员，在30天58个课目的
比拼中，方占鹏一举夺得“侦察尖兵”桂
冠。

90公里定向越野考核那天，细雨
蒙蒙，雨水让原本就崎岖不平的山路
变得更加泥泞。数十名侦察队员每人
手中仅有几条模棱两可的提示信息，
没有北斗导航，没有 GPS，甚至指北针
都没有。

方占鹏机警地像猎豹一样，拉着战
友长途跋涉。冷风吹过，比人高的植被
窸窸窣窣地不停抖动，寒光一闪，方占鹏
手起刀落……

仅仅通过植被形态、星辰判定方位，
两天内到达 4个散落的坐标点，完成 90
公里定向越野。方占鹏“神行诡兵”的称
呼越叫越响。

（图片摄影：王晓明）

下士方占鹏

神行诡兵
■肖玉彪 李 乐

“别叫我许三多！”
时隔多年，许多老兵还记得王有柱

喊破嗓子的怒吼。
那年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首播，

20岁的邓州市九龙乡籍上等兵王有柱，
在全旅一夜爆红。

小眼睛，小个头，一笑大嘴叉子咧到
耳朵根……和许三多活脱脱一个模子刻
出来。

“不会是亲戚吧？”每当有战友侧目
惊呼，王有柱会不自觉地沉下脸，黑眼仁

“嗖”地斜到三角眼的最高处，这使得他
更像一个“愤怒版”的许三多。

他讨厌许三多，讨厌他那不知进退
的轴劲儿。他喜欢成才，许三多只有部
队一条道，成才多灵光，不管到哪儿都能
混出个人样。

“村里人都说你跟你哥一样，当两年
兵就得回来，你学学许三多，替老子争口
气！”爹在电话里哽咽。王有柱对着听筒
呼哧呼哧地喘粗气，许三多三脚踢不出
个屁来，自己聪明好学，新兵训练是标
兵，专业学习是优等生，凭什么要去学一
个靠苦干傻干熬出头的“瓜货”？

“许三多！你爹又骂你龟儿子啦？”看
完《士兵突击》的战友们笑闹着，王有柱

“咚”地一拳砸在墙上：“别叫我许三多！”
“我不是许三多！”从上等兵到中士，

王有柱都在刻意摆脱这个符号，想以“高
智商”与“高情商”彻底与许三多剥离。

那年改学汽车驾驶，晚上学习室坐
满了加班的战友。王有柱挂着耳机，悠
闲地敲敲这儿、拨拨那儿：“这点书还用

得着加班背？看把你们笨的！”
熄灯了，他却在被窝里弓成虾球，拧

开手电默背汽修知识，枕边摆着一本“道
具”小说。他宁可被抓住看小说，也不想
破坏“高智商”的形象。

“他们都羡慕我过目不忘！”如今，他
教育徒弟时语气坚硬，“你必须很努力，
才能做到看起来毫不费力。”

捧着“优秀学兵”证书，王有柱轻松
地进了小车班。

“你不小了，钱不能这样乱花！”那
天，主任翻看着他并不富余的存折，蹙起
了眉头。

“我没乱花，也就是买几包好烟，战
友感情总要维系嘛！”

“都说你像许三多，你看许三多是靠
这赢得尊重的吗？”

通往高原演习场的道路，被前面的
装备车轧成了纵横交错的沟壑，骤然而
降的冰雨把路面冲得玻璃般湿滑，王有
柱紧紧把着方向盘，用心感受着轮胎的
抓力，小心翼翼驾车驶过高高低低的坑
洼……这是他第一次被抽调驾驶大型

装备车，随机动通信分队执行实兵演习
任务。

“有柱，辛苦了！提提神！”旁边坐着
的分队长，“啪”地点燃一根烟，轻轻塞到
他嘴里。那一瞬，王有柱倏然明白了主
任的话，最终让许三多赢得尊重的，是毅
力、能力，还有军人的担当。

“在演练场上驰骋，才是我当兵的意
义。”奔袭雪域“战场”数月，脸晒脱了两
层皮的王有柱，没有花掉一分钱，却向连
队递交了转开装备车的申请。

战车隆隆，车轮滚滚。短短数载，
“看着很轻松”地，这个不喜欢许三多的
年轻人，成长为骨干、班长、特型重型装
备车首选驾驶员。从雪域高原到大漠戈
壁，从实兵演练到抗震救灾，执行了近
20余次重大任务，实现着从“许三多”到

“王有柱”的突击。
“看着很轻松”地，他赢得了5次“优

秀士兵”，体重直升20斤成为胖版“许三
多”，却多次与立功擦肩而过，王有柱笑
着甩甩手：“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就
是我！”

今年初，所在单位编制调整，王有
柱从汽车连班长变为机动通信连导航
班副班长，岗位要求一专多能，他得管
理和培训全连驾驶员、精通各型装备车
的驾驶维修，还必须迅速掌握导航专业
技能。

夜静灯明。学习室里，王有柱和新
兵们一起钻研着教材。对“许三多”这
个符号的偏执，早已随着“不加班”的
神话一起消散。“嚓嚓嚓”写着笔记，他
头也不抬地怼了一句：“没本事，像谁
都白搭！”

四级军士长王有柱

撞脸“许三多”
■胡晓宇 肖 瑛

心 声

做个有理想的好兵
■王有柱

有人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觉
得，就像许三多说得那样：“好好活，做有
意义的事！”我就想做个有理想的好兵。

心 声

向极限要战斗力
■方占鹏

能从“菜鸟”变尖兵，我的体会是，只
有平时敢向极限要战斗力，战场上面对
强敌才能游刃有余。

接过军医开出的诊断书，头上还冒
着热气的刘永邦顿时被泼了个透心凉。

“软组织挫伤，卧床半个月！”他感到既无
奈又窝火，“难道我的卫冕之战，就这样
被一个不起眼的小弹坑给终结了？”

刘永邦是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红
四连的一名四级军士长。这天中午，天
气格外炎热。他正挥汗进行拖轮胎训
练，积极备战创破纪录比武竞赛。

助跑、蹬地、摆臂，40多公斤重的
轮胎被刘永邦一点点拖着动了起来。
正当他全力加速时，突然感到被什么拉
了一下腿，脚下一滑，身子一扭，硬生生
地栽倒在地上。

“不好，脚崴了！”他一只脚踩进了一
个不起眼的小弹坑，一阵钻心的疼痛瞬间
袭来。他捏了捏脚踝，已经肿得像个桃子。

“赶紧去卫生队看下。”战友们好意
相劝，刘永邦却一口回绝，“这点小伤算
什么，还有一个来回，跑完再说。”他深
吸一口气，双手撑地，试着重新站起来，
但没走几步，又一次摔倒。

“啥？就这点小伤还要卧床半个
月？集训队下周就要进行最后一次比
武选拔，我咋参加？”在卫生队，刘永邦
和军医红了脸，但一纸诊断书还
是让他不得不抱憾离开。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创破纪录
比武。4年前，他在武装五公里
越野项目上一举夺魁，为红四连
捧回了金灿灿的奖牌，并因此荣
立三等功。

“这次还没披挂上阵就被淘
汰！”错失比赛机会的刘永邦，连着
几天都没睡好。让他没有想到的
是，一周后，集训队传来消息，新增
一个比武课目，1000米负重跑。

“我还要报名！”刘永邦一下
来了精神，“我倒要试试是我的脚
板硬，还是操场的地皮硬？”

1000米负重跑是个特战课目，需
要背上100斤重的沙袋跑1000米，考验
的是人在负重条件下的极限体能。带
伤走进集训队的刘永邦，第一次扛起沙
袋就跑了 1000米。看他疼得咬着牙，
眼神里却溢满幸福。

“你还是先把伤养好！”得知刘永邦
又要参赛，指导员潘敏有点担心，可刘
永邦执意要去。他信誓旦旦地说，“咱
四连啥时候出过孬兵，何况我这点小
伤！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刘永邦从不认输的性格在连里是
出了名的。有一次红蓝双方实兵对抗，
刘永邦担负开辟通路任务。在长达
400米的纵深通路上遍布蓝方设下的
圈套陷阱，刚一接敌，红方就被火力覆
盖，伤亡超过三分之二。“就算是老虎，
我也要掰它一颗牙下来！”刘永邦主动
申请加入“敢死队”前出破障，蓝方的子
弹像雨点一样密集，他左突右闪，硬是
在枪林弹雨中清理了10多个路障……
最后，红方大获全胜。看到刘永邦腿上
被划开十几道血口子，指挥员称赞他
说，“真是杀出一条血路！”

参赛机会失而复得，刘永邦自然格
外珍惜，他开始了魔鬼式的训练。别人

扛一个沙袋，他扛两个，别人一天三练，
他晚上还要加练一次。20天下来，他
瘦了十多斤，肩上、背上、手上都磨破了
皮。看着伤痕累累的刘永邦，不少战友
劝他“悠着点”，他却笑着说，“伤疤是军
人最美的勋章。”

站在比武赛场的那一刻，刘永邦铆
足了劲儿准备死磕到底。发令枪响的瞬
间，只见他扛起齐胸高的沙袋，像一头猛
虎蹿了出去……第一圈他落后第一名
10米，第二圈他越跑越快，终于在最后一
个弯道实现超越，第一个冲过终点线。

冲线那一刻，他扔下沙袋，张开双
臂，尽情地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图片摄影：母其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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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声

敢拼才会赢
■闫 虎 闫 豹

只有在训练场上多拼搏，战场上才
能比敌人更强悍。我们兄弟间一次次

“约斗”，换来的是强烈的进取精神，锤
炼的是过硬的军事技能。

心 声

死磕到底是硬汉
■刘永邦

不 拼 到 最 后 ，怎 么 知 道 自 己 不
行？！死磕到底不仅是一种勇气，更是
战场上克敌制胜的精神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