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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的跑道上，官兵们脚踩两轮
电动平衡车轻松巡检，跑道很快被清
扫得一干二净……这是记者在南海舰
队航空兵某旅飞行外场看到的一幕。

12 月上旬，该旅昼间飞行训练第
一批次最后一架战机刚降落，4名养场
员立即驾驶新配发的国产两轮电动平
衡车上了跑道，很快完成了飞机跑道

清扫任务。
对场务连官兵而言，清扫跑道是件

“磨人”的事。每次开飞前，官兵们都要
在跑道上徒步进行一次“拉网式”清理，
以往，这一过程至少需要 20余名养场
员连续清理半个小时。驻地气候炎热，
一趟下来官兵们汗如雨下。

尤其是在两个飞行批次间隙，检查
时间较短，为了不影响飞行任务，养场员
基本都是坐在驱鸟车上进行检查……速
度是快了，但养场员可视范围受限，跑道
清查质量难以保证。

一头是飞行安全所系，一头是官兵
劳累之忧。为进一步破解飞行勤务保障
难题，该旅紧贴部队需求实际，将民用高
科技产品引入军营，为下属场站配备12
台国产两轮电动平衡车。

借助科技产品之力，他们采取人
机结合、逐块检查、区域督导的道面检
查流程，一举解决了困扰部队多年的
飞行间隙机场道面清扫难题。此外，
为了规范民用科技产品在军营内的使
用秩序，他们还制定了相关使用管理
规定，防止失管失控。

上图：官兵脚踩国产两轮电动平

衡车巡检跑道。 郑宇彤摄

南海舰队航空兵某旅将多型高科技产品引入军营——

脚踩“风火轮”扫跑道
■匡 凯 本报特约记者 周启青

信息化时代，家书已经渐渐远离了
我们的生活。“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
金。”一直以来家书传承着家风，也是亲
人之间表达情感的重要纽带。

连日来，西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
地在即将下连的新兵间广泛开展“家
书抵万金，千里报平安”活动，引导
新兵把敛于内心的情感浓缩在文字
中，给家人报个平安，分享自己到部
队后的成长和收获。

书信寄真情，感恩励斗志。新战友
们积极响应，纷纷拿起手中的纸笔，述
说浓浓真情，寄语远方的亲人。
“爸妈，你们都还好吗？来到部

队快 3个月了，我改掉了懒散的毛病，
在各级领导和新训班长的悉心帮带
下，我渐渐适应了军营生活。部队是
个温馨的大家庭，上个星期战友们一
起给我过了 18 岁生日……”一连新兵
罗旭笔尖飞舞，一字一句流露出对军
营的热爱。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

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
的。军营是个大熔炉，在这里我学会了
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妈妈，我一定要
在部队干出一番成绩！”大学生新兵孙钺
从小怀揣“军旅梦”。他投笔从戎，家乡
的亲人怕他不适应艰苦的训练生活，多
次打电话到连队询问情况。在给父母的
信中，他表达了自己扎根军营的决心。
“以前在家时，时常抵触您的严厉

管教，如今当我真正离开家，走入部队

这所大学时，才真正体会到您的良苦用
心……”入伍之初，军事体能一直是九
连新兵王强的短板弱项。经过连队科
学施训，他从之前的“吊杠郎”变成“单
杠王”。在给父亲的信中，小王写下这
番心里话。
“我儿，收到你的来信，我们很高兴，

更为你的进步感到骄傲。军队是成长成
才的大学校，是磨砺意志、锻炼品格、提
升素质的大熔炉，不要害怕吃苦，要勇于

进取，一滴汗水就是一次蜕变，一份坚持
就是一次提高……期待你建功军营，捷
报频传！”近日，九连新兵夏志敏收到了
母亲的回信。
“离乡千万里，一书值千金。”九连

指导员雷声远说，这次活动拉近了新兵
与家人的情感距离，一方面缓解了新兵
下连前的紧张与不适，另一方面也增强
了新兵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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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仍是边关一缕心香
■姜雪伟 侯秀杰 魏新儒

战友同兄弟，官兵个
个活得阳光

说起与阳光的故事，一排排长李志
海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2016年夏天，李志海毕业分配到连
队。刚到那会儿，本想大展拳脚的他，
却被现实浇了个“透心凉”。

那天，汽车在大山中行驶了 3个多
小时，李志海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座幽静
的营院。走下汽车，他抬头仰望，头顶的
“一线天”泛着淡淡的蓝……他下意识地
看了一下时间，手表显示“15时23分”。

没多久，李志海发现，这里的阳光
比金子还珍贵——天气晴朗时，中午
12：00开饭哨音响起，阳光会准时照射
到饭堂墙壁上；差不多 2小时后，一天
中最后一缕阳光离他们而去。

到了冬天，驻地阴雨连绵，阵地整
治任务展开。拧螺栓、装水管、接电

线……李志海干活比谁都卖力。让他
很不习惯的是，已经半个月没见着阳光
了。他自言自语唠叨“我什么时候把太
阳得罪了？”
“梦想对比现实，难免会有落差。”

老班长、二级军士长王瑞杰看出了李志
海的心思，主动与他攀谈：“这里的环境
就这样，习惯就好了。我们的职责是守
护大国重器，虽然不常见到阳光，但一
想到自己的工作和国家安全紧密相连，
肩头就沉甸甸的。”

咀嚼着老班长的话，李志海悄悄问
在身边忙碌的技术骨干、下士李登峰：
“你每天拧螺栓，不觉得枯燥吗？”

小李憨笑说：“刚开始也感到枯燥，
慢慢就和导弹有感情了。这个螺栓拧
几圈，用多大的劲儿，都是有讲究的。
螺栓固然不起眼，但少一颗都会影响导
弹发射。”

那几天，李志海注意到，阵地值班
室墙壁上挂着一幅水彩画，那是一轮红
艳艳的太阳。
“咱们来个‘阳光契约’吧！”那天晚

饭时，王瑞杰主动提议：“从今天起，咱
俩把日常工作、训练、阵管技术等进行
量化评比，看谁干得好、受表扬多、技术
进步快，等到太阳‘一露脸’，就让‘优胜
者’多晒一会儿太阳！届时全排战友当
裁判，怎么样？”
“好！”李志海应声答道。
打那以后，李志海潜心向连队老班

长、老骨干学习，每天待在阵地里钻
研。李志海每次遇到棘手的技术难题，
王瑞杰便主动帮带。后来，李登峰也加
入了他们的“阳光契约”……

在战友们的帮助下，李志海很快在
连队“专业月月评”中脱颖而出，成了全

旅阵管专业的技术尖子。
“我们这里虽然缺阳光，但从不缺

友爱，在战友情谊的温暖下，我们个个
心里洒满阳光。”李志海说。

每当困难来临，集体
的凝聚力总能驱散阴霾

夏日，驻地进入雨季，在缺少阳光
的“一线天”，官兵们除了与寂寞相伴，
还有可能会面对各种险情。

一个夏夜，暴雨倾盆，王瑞杰担任
水情观察员，沿着营区围墙巡查。

凌晨时分，王瑞杰巡查发现，营院
内紧靠山坡一侧的围墙，已被一棵倾倒
的老槐树砸出一道裂口，山水顺着缺口
灌入营院……
“紧急集合，迅速向阵地转移！”雨

越下越大，山体随时可能发生滑坡，指
导员下达紧急命令。

撤出营院时，王瑞杰突然想起，距
营区不远的孤寡老人范大爷腿脚不
便。他立即带领 2名战友径直冲到老
人家里，迅速帮老人穿好衣服，将他转
移至安全地带。

天亮雨停，官兵们返回营区查看时
发现，山体滑坡造成的泥石流几乎将整
个营区掩埋，范大爷家的房子埋得只剩
房顶。

范大爷见此情景，含泪说：“要不是
你们，我这条命就没了。”

阵地在，任务就在。旅党委当即决
策，另外选址为连队建设新营房。半年
后，一栋配备了健身房、图书室的崭新
三层楼房，在营区原址对面的山谷中拔

地而起。只是，对官兵来说，“没有太阳
的日子”仍将继续。

新兵下连后，指导员让王瑞杰给大
家上“连队传统教育课”。他动情地说：
“身处大山，我们总盼着阳光能多点、再
多点。现实虽然很难改变，我们却可以
让连队时时处处充满阳光！每当困难
来临，集体的凝聚力总能驱散阴霾，只
要我们团结一心，爱连如家，就没有打
不赢的‘攻坚战’！”

那年，阵地计划安装综合信息系
统，新设备的安装说明复杂，王瑞杰每
天起早贪黑研读专业知识，最终带领全
班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扎根大山22年，王瑞杰和战友们把
阵地当故乡，视阵地如家园。他们从驻
地群众那里学习了 10余种花卉的种植
方法，如今连队每个班都种有六七盆花。
“如果把全连的花摆放在一起，那

就是一片花园。”王瑞杰一脸自豪，“不
管训练多苦、任务多重，只要一走进房
间，看到这些五颜六色的花，心情就特
别好！这里有世界上最珍贵的阳光，花
才能开得这么美。”

这里虽然缺阳光，但
从不缺少爱

一到冬天，这里就会形成一道独特
的“风景”——官兵们抱着被子、换洗衣
物在营区“追太阳”。

一次，旅领导到连队检查工作，正
赶上战士们晒被子。大伙儿一会儿将
被子摊在草坪上，一会儿挂在树上……
一位战士说：“太阳脚步太快了，要是我

们把被子往外一搁就不管，那被子肯定
越晒越潮。”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几天后，旅营
房科助理员带着施工人员来到连队，为
连队建起了一个晾衣场。同时，旅里还
为阵地值班宿舍配发了全自动烘干机。

谈起连队近年来生活条件的改善，
战士们如数家珍。

前几年，驻地没有手机信号，全连
仅有一部电话，官兵与家人联系很不方
便。后来，旅里协调地方移动公司，在连
队附近安装了一个信号放大器，官兵们
终于可以在规定时间用手机打电话了。

战士们常说，驻守深山虽然艰苦，
可驻守深山的幸福却因为来之不易而
显得格外珍贵。

过去，连队生活用水大都取自井
水，水质碱性大、硬度高，每次烧水，水
壶底部残留着一层厚厚的水垢。不少
新战士饮用这种井水，经常闹肚子。

去年，旅里为连队配发了几台新型
净化水装置。战士们为此喜笑颜开：
“这水特别甜！”

“这几年，我们的守防条件越来越
好，各级组织办实了一件件暖心举措，
让我们基层官兵的心头暖暖的！你看，
我们住上了新营房，安装了电热水器，
网络通到班，还能看有线电视……谁说
我们缺阳光？我们的幸福指数一年比
一年高！守护好大国重器，守望祖国和
人民的安宁，我们干劲十足，信心满
怀！”连长马帅帅的话掷地有声。

图①：“呼唤”太阳；图②：雨中
冲刺；图③：阵地值班室内的“太阳
画”；图④：“追日”晒衣。

何喜庆摄

这里，地处两座高耸入云的大山之间，“抬头一线天，脚踩乱石滩”；这里，平均每天日照时间很短很短，遇上雨雪天有

时几个星期见不着太阳……对于驻守于此的火箭军某旅发射二营阵管防卫连官兵来说，阳光的“脚步”总是太匆匆——

大山间，我们追着太阳跑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杨永刚

2006年我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新

疆军区松拜边防连任排长。第一次巡

逻，连队指导员罗光军带着我和3名战

士骑马上路，那次经历让我铭记一生。

那个冬日格外寒冷。一大早我从广

播中得知，当日的最低气温为-19℃，天色

阴沉沉的，眼看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准

备好牛肉干和馕饼，巡逻队全副武装出发

了，每前进一段距离，罗指导员便停下脚

步，及时向上级汇报巡逻边情。

第一次参与任务，我的心情既紧张

又兴奋。走了一个多小时后，身上渐渐

感觉到了寒意。巡逻队沿山路跋涉，随

着海拔的攀升，山上的积雪越来越厚，走

在前面的上等兵孙灵通不时提醒我：“跟

紧队伍，注意脚下。”

在距离点位不远的一处山坡上，我

和上等兵洪辉的军马突然嘶鸣起来，不

肯向前迈出一步。作为军马饲养员，洪

辉比较了解军马习性。他说，虽然军马

都钉了马掌，但山上积雪较深，它们怕

是冻坏了，驮不动人了。罗指导员立即

下令，所有人员牵马步行到点位。

巡逻队一行5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

雪中艰难前行。雪水渗入防寒靴内，我

的双脚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双腿像灌了

铅一样越来越重。几百米的路，我们竟

走了20多分钟。想起远方的家人，我的

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细心的罗指导员看穿了我的心思，让

大家在一片空地上休息。我又累又饿，迫

不及待地从挎包里掏出牛肉干猛咬一口，

差点没把牙给硌掉了——在极寒天气下，

牛肉干、馕饼早已冻成了“冰疙瘩”，压根

啃不动。再看看身边战友，大伙儿都是将

随身携带的干粮揣在怀里保温。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战友们像商量

好了似的，纷纷将自己手中那带着体温

的牛肉干撕下一半塞到我手里。谁也没

说半句多余的话，一如无言的雪山，而我

的内心却有千言万语欲说还休……

有情不觉边关苦，任是无言也动人。

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我的内心便充满力

量——是官兵友爱让边防战士“苦中不言

苦”，也是这份沉甸甸的战友情谊，激励着

一茬茬戍边军人扎根边关、卫国守防。

无言的牛肉干
■黄宗兴

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内，用酒精浸泡

着编有号码、形状各异的脚趾甲，仔细数

来竟有11枚。这个玻璃瓶，摆放在西藏

军区某边防团政委普金承的房间里。

普金承大高个儿，少言寡语，但说起

这11枚脚趾甲的来历，他却打开了话匣

子：“这第一枚脚趾甲，是我担任‘墨脱戍

边模范营’教导员时，在一次巡逻途中走

掉的……”

2008年7月，普金承到“墨脱戍边模

范营”担任教导员。由于不熟悉路况，那

次巡逻时他穿了双刚好合脚的胶鞋。

那一路，钻密林，爬雪山。雨雪蚊虫

都是小事，关键是密林里根本无路，普金

承走得双脚起泡，脚掌肿得像馒头一样。

还未到多雄拉山，他左脚大拇指的脚趾甲

就被磨掉了，鲜血直流，痛得他上下牙直

打战……普金承只好给胶鞋开了个“天

窗”，一瘸一拐回到了连队。

如今，墨脱县城修通了公路，但边防

一线所有点位都在群山峻岭中，官兵们

巡逻执勤依旧要靠一双腿。“要当墨脱

人，先练‘飞毛腿’。”这是流传在墨脱边

防军人中的一句老话。驻守墨脱10余

年，普金承对此有着切身体会。

那年初夏，普金承带队前往某山口巡

逻。这条路不仅险峻，途中还要翻一座蚂

蟥山。连日暴雨，他们艰难跋涉了3天，

迷彩服被荆棘扯出道道口子，浑身上下遭

蚂蟥叮咬留下许多伤口。巡逻归来，普金

承费了好大劲才脱下胶鞋——他的双脚

走烂了，两个小拇指脚趾甲也在不知不觉

中走掉了。

玻璃瓶里保存下来的脚趾甲越来越

多，普金承因此练就了一双“飞毛腿”。

多年来，他踏遍了墨脱的每一条巡逻路，

熟悉山间的一草一木，成了战友眼中的

“边防通”。

那年，上级下达了加大边防巡逻执勤

力度的命令。普金承一连数月带领战士

在各个执勤点巡查，他的体重骤减10多

斤，脚趾甲又走掉了……

“在墨脱守防，非要走掉几枚脚趾甲，

才能称得上是墨脱‘飞毛腿’。”普金承说，

很多人说西藏的雪山能净化心灵，其实真

正净化心灵的却是驻守雪山的人。

十一枚脚趾甲
■刘孟全 曹振嘉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确实
难以想象，对于驻守在“一线天”
山坳中的火箭军某旅发射二营阵
管防卫连官兵来说，阳光竟会成
为奢侈品。

这里，一年雨雪天超多，太阳
每天“光顾”的时间少得可怜。为
了最大限度用好“一米阳光”，不管
是晒被子、晾衣服，还是打电话、冬
日取暖，抑或训练、执勤，官兵们都
要紧跟阳光的“步伐”追赶太阳，阳
光“走”到哪儿，他们追到哪儿。

苦中不言苦，苦中有作为。
缺少阳光的日子，驻守大山深处
官兵的心灵却充满阳光。为了完
成好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他们
日日与寂寞为伍、扎根深山，像导
弹基座上忠诚的螺栓一样，牢牢
守护着“国宝”洞库。

默默守护，看似普通，实则不
凡。在一茬茬连队官兵的内心，
守护导弹阵地是神圣的使命。在
缺少阳光的日子里，他们的精神
永远不会缺钙。走近这群驻守深
山的导弹兵，你能时时感受到，只
要心中充满阳光，生活就会五彩
斑斓，生命就会熠熠发光。

写在前面

边关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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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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