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样本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fjbjygc@163.com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２日 星期五责任编辑/林飞

2017年，一个花红柳绿、生机盎然

的时节，习主席一声令下，移防调整部

队官兵闻令而动，准时到位。第78集

团军某合成旅作为北部战区范围内跨

度最大、距离最远的移防部队，接到移

防命令后，旅党委坚决落实习主席和

中央军委决策部署，不计个人得失，不

讲条件要求，以首任者的豪情、开拓者

的姿态、无畏者的勇气，在北疆这片热

土上趟出了一条新路、闯出了一片天

地。

该旅官兵的这股“闯”劲，既离不开

人民军队令行禁止过硬作风的培塑，更

离不开坚如磐石理想信念的根植；既离

不开对无数先烈艰苦创业精神的传承，

更离不开对新时代我军使命任务的肩

负。

在改革强军的征途上，理想信念是

消除迷航的“灯塔”，是指引征途的“路

标”，是引领方向的“北斗”。广大官兵

必须坚定“拼将头颅十万血，须把乾坤

力挽回”的信念，才能破除强军征途上

的障碍荆棘，铺就“踏平坎坷成大道”的

强军坦途。

从南昌城头的英勇悲壮，到井冈

山麓的星火燎原；从长征路上的一

往无前，到延安窑洞的艰苦卓绝；从

西柏坡的气吞河山，到上甘岭的亮

剑精神；从青藏高原的挑战极限，到

抗震救灾的生死救援……纵观我军

成长的艰辛历程，人民军队在强大

的敌人、恶劣的环境、凶险的考验面

前之所以能战无不胜，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理想信念的坚定与使命任务

的肩负。

当前，不少部队调整换防，许多官

兵刚交流就换防，刚定编又换岗，刚成

家又离家。有的驻地环境从繁华都市

到了偏远山村，有的作战任务从战略机

动转变成一线主力，无可避免带来诸多

现实矛盾和困难。

“若以小利计，何必披征衣。”面

对艰巨复杂的军事斗争准备任务和

和平的社会环境，面对复杂多样的价

值观念和战场市场的双重考验，我们

更需坚定信念，知难而进，迎难而上，

铿锵前行，打赢新时代“闯关东”这一

场硬仗。

踏平坎坷奔强军
■刘建伟

锐视角

环境一变，从生活到

作战都完全不同——

按“舟上的记号”难

寻昔日手中那把“剑”

“入乡就得随俗，老习惯适应不了新
环境！”

移防带来的地域差异，不仅让炊事
班长张中胜犯了难，也给第 78集团军某
合成旅合成一营三级军士长杨勇添了不
少“麻烦”。

几天前，驻地下了一场大雪。“真好
玩！”第一次零距离感受冰雪天地，班里
的几个南方籍战士嘴巴都乐歪了，休息
时还跑到室外打雪仗。作为连队骨干，
杨勇却心事重重：“某新型坦克刚列装不
久，就赶上这样的恶劣天气，专业训练咋
开展？”

杨勇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一次实
装训练，有着十几年检修经验的他怎么
也发动不了坦克。
“难道是操作方式不对？”几名驾驶

员聚到一块，诊断半天也没找到“病
根”。望着眼前茫茫雪野，杨勇感觉自己
就像“老牛掉进水井里——有劲使不
上”。电话请教厂家才知道，新列装的装
备大部分是风冷发动机，在高寒地区油
温水温必须要提前预热才能发动。

移防是把“量人”的尺，寒区是把“试
钢”的剑。移防后不久，一个个“水土不
服”的问题，成了摆在该旅官兵面前的一
张张新考卷。

先说天气。“我的小家就安在部队原
驻地，以往回家不到 10公里，现在回家
要跨越小半个中国。”宣传科科长田丰两
地分居，他的手机上至今保存着原驻地
的天气预报，两地温差接近40℃。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警勤连班

长黄坤告诉记者，以前一提起东北，脑
海里就会闪现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的美景。“没想到这么苦、这么累、这么
冷……”黄坤说，那天在野外训练渴得不
行，掏出水壶仰脖往嘴里倒，发现水早已
成了冰坨。
“一寒生百难。”该旅领导调查发现，

以前部队移防少，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
几年甚至几十年，官兵习惯了原来的环
境和气候，移防后大家对新驻地不了解、
不熟悉、不适应的问题一下子显现出来。
“以往抓战备工作根本不用考虑

‘冷’的问题，如今严寒可使液体冻结，燃
油黏度增大，汽油挥发性和电瓶容量降
低，橡胶硬化，车辆发动时间增加……”
该旅保障部领导说，“抓战备工作，不把
这些因素综合考虑进去肯定不行。”

这天上午，紧急出动号骤然响起，该
旅官兵闻令而动。然而，手持秒表的旅
长郭庆新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物资装载
时间变长了、战车启动出库时间变长了、
人员集结时间也变长了……最终，全旅
紧急出动时间比以往慢了不少。随后的
构工伪装，因为冻土太厚，官兵挖得筋疲
力尽……
“全旅近九成的官兵长期生活在温

区，没有经历过严寒生活。”看着案头的
调查报告，该旅领导的眉头拧成了一个
疙瘩：寒区冬季特殊的气候和环境，对部
队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风刀霜剑迎大考！环境一变，从生

活到作战都完全不同了。”郭旅长心里有
着深深的忧思。“‘舟上的记号’难寻昔日
手中那把‘剑’！我们面对的挑战不仅仅
是眼前的白雪，更是以往的惯性思维。

移防后，战备理念、方案、预案等如果不
能及时跟进调整，无异于‘刻舟求剑’。”

移防后第一堂课为

啥是“爱冰雪、爱黑土、爱

北疆”——

要想闯好关东，先得

爱上关东

四连班长李志鹏没有想到，到新驻
地唱的第一首歌是《松花江上》，看的第
一部电影是《林海雪原》，第一部电视剧
是《闯关东》。

这些“第一次”让他和战友们对“第
二故乡”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特别是
那次参观北大荒博物馆，李志鹏的心灵
被深深震撼了——

一面松木墙上，密密麻麻镌刻着
12000 多个人名，这些名字背后既没有
生平介绍，也没有生卒年月，甚至连性别
也没有。“他们是一个个长眠于北大荒的
拓荒先驱。1958年党中央、中央军委一
声令下，10万官兵义无反顾脱下军装奔
赴北大荒。今天这面墙上的名字还在不
断增加……”

听了解说员介绍，当晚躺在床上，李
志鹏失眠了，思绪万千——移防那天，火
车站过往的旅客向全副武装的官兵投来
好奇的目光，有人说，“他们又要出去训
练了”。当时，李志鹏还跟战友们开玩笑
说，过几天另一支部队进驻原来的营区，
他们还以为我们又回来了。

其实，这一幕场景在全军“脖子以
下”改革期间并不鲜见。一声令下，一支
支部队从座座铁打的营盘挪了“窝”。该
旅官兵更是以战斗的姿态离开生活数十
年的驻地，奔赴东北边陲。

意料之中，移防东北后，李志鹏很不
适应，因“水土不服”脸上还起了小痘
痘。那天，他跟多个移防南方的战友电
话交流得知，他们也不适应新驻地的生
活。

“要想闯好关东，先得爱上关东！”这
时候，旅里开展移防后的第一堂教育课
“爱冰雪、爱黑土、爱北疆”，让小李和战
友们很快爱上了“新家”！
“严寒扯下的不仅是战士手上的皮

肤，更扯下了部队以往固守一地的安逸
外衣。”该旅一位领导深有感触地说，过
去有的官兵居家过日子的思想太浓，一
个个“不适应”问题的出现，恰恰源于以
往部队“地方化”“生活化”留下的痼癖，
更加说明了部队转隶移防的正确性与
必要性。

如何尽快融入新驻地，既是全旅的
当务之急，更是全军移防部队的首要课
题。

到了新营盘，有的官兵换了兵种、换
了专业、换了岗位……从原专业的“领头
羊”到新单位的“拓荒者”，官兵心里清
楚，移防不仅仅是换个地方，新的战役才
刚刚打响！

前不久，一场在冰雪中举行的集体
婚礼，让火力连指导员丁雪源和妻子曲
宝珠爱上了这片黑土地。
“一听说新驻地最低气温能达到零

下三四十摄氏度，我的心好像一下掉进
了冰窟窿。”曲宝珠坦言，因为部队移防，
他们的婚期一再推迟。但让她惊喜的
是，移防后不久，部队竟然给她发来了到
东北参加军营集体婚礼的请柬。
“不仅要让官兵们来到北疆，更要帮

难解困让他们和家属爱上冰雪。”刚到新
驻地，该旅党委在上级和地方政府支持
下，为官兵协调公寓住房、子女入学等事
宜。不到半年时间，已有 20多名干部家
属办理随军手续。

得知 20 余名官兵因为部队移防推
迟婚期，旅党委决定，为他们举办一次冰
雪集体婚礼，既褒奖准军嫂们对国防事
业的支持，更让官兵和家属了解冰雪，爱
上冰雪。

“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就与冰雪结
下了不解之缘。”穿着雪白的婚纱，接受
官兵的祝福，在曲宝珠心里，这片冰雪大
地不再寒冷，而是变得温暖起来。

祖辈闯关东是为了

生活，我们军人闯关东是

为了打赢——

“闯”出一片新天地

“闯关东，精髓在一个‘闯’字。过
去祖辈‘闯关东’是为了生活，如今我
们军人‘闯关东’是为了打赢，实现全
域作战。”全旅首次军人大会上，旅里
一位领导的一番话，把大家的思考引
向更深更长。

“下一个战场在哪里？”谁也无法给
出明确答案，但官兵认识到：“适应能力”
关乎一支移防部队能否有效担负起党和
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谁适应得
快，谁就能更快具备打赢能力。”

部队刚移防到位，工作头绪多、安家
任务重，旅党委毅然决定：部队到位 3
天，训练全面展开！

这让防空营营长郭仕宁至今印象深
刻，他明白：新时代“闯关东”，归根到底
是为了提高战斗力。认识到位后，他带
领官兵从严从难展开训练。前不久，在
防空实弹打靶中，他们实现了首发命
中。郭营长和全营官兵对此感触更深：
“此次改革，制约实战化训练的障碍被逐
一清除，部队战斗力建设水涨船高。”

向大山进发、向暗夜进军、向严寒叫
板……伴随寒冬来临，郭仕宁感到，和战
友们“闯关东”大幕全面拉开——
“旅长、政委和我们一样，顶着寒风

在场上训练！”见记者来访，几名基层官
兵争相“爆料”。

冰天雪地行军打仗，提高装甲部队
的机动能力至关重要。在这次冬训中，
该旅党委明确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
接受“寒将军”挑战！对于寒区冬训，旅
领导和其他大多数官兵一样，都是“大姑
娘上轿——头一回”。

这天大雪纷纷，气温骤降。在旅综
合训练场，郭旅长第一个登上坦克驾驶
室：“装甲车辆雪地驾驶面临什么样的训
练难题，不到一线亲自操作，很难有的放
矢，化解症结！”

欲败强敌，先战“天敌”。该旅先后
采集数十种装备严寒条件下作战性能变
化的千余组数据，摸索总结多种耐寒、防
寒、抗寒招法，形成“严寒条件下作战难
题及应对招法手册”等理论成果。
“对接实战，还有多少短板需要补？”该

旅从机关到基层，从旅领导到普通一兵，人
人找差距、明标准、对职责，一步一个脚印，
聚力补齐练兵备战“最短的那块板”。
“对一支军队来说，主动应变才能不

断焕发生机，勇于向前才能开拓新的生
长空间。”该旅领导告诉记者，如今轮换
式部署、流动式驻军、常态式备战已成为
常态，只有不断实现战斗力建设新跨越，
才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苦地方、冷地方，干事创业好地

方”，如今已成为该旅官兵的共识。
北风起，鏖战急，战车履带卷起千

堆雪，留下探索的深深车辙。“训练问
题簿”越来越薄，该旅官兵心里也越发
明朗：茫茫雪野中，不正孕育着春天的
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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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千里移防“闯关东”
——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快速融入新环境推进战斗力建设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康子湛 通讯员 王昭廷

“班长，东北的营房下面咋有‘防空

洞’？”

第 78集团军某合成旅移防至新

驻地第一天，作战支援营炊事班班长

张中胜就被上等兵李成一句话给问

蒙了。

李成熟悉连队情况时，发现连队后

面有一个挺宽敞的地下室。对此，小李

显得很兴奋：“班长，我在电影里看过，这

就是防空洞吧！”

张中胜也一头雾水。他带着手电筒

下到“防空洞”里转了好几圈，也没弄明

白是干啥用的。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正

巧东北籍战士赵兵兵过来了。一听他俩

张嘴闭嘴“防空洞”，小赵笑了，解释说：

“这是菜窖，冬天存储蔬菜用的，根本就

不是什么防空洞。”

“原来如此！”张中胜和李成恍然大

悟。

“放个菜，还至于搞这么大工程。”张

中胜当兵11年，第4年就开始担任炊事班

长，所带班年年受表彰。作为一个山东

人，盛夏时节移防东北，面对这个菜窖，张

班长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转眼冬天来了。随着气温骤降，

张班长的棘手问题却接踵而至。那

天，他带着炊事班提前一天和好面，准

备第二天早上炸油条，没想到早上起来

一瞅，坏了——面团快被冻成了“冰坨

坨”，几个炊事员都傻了眼，张中胜赶紧

叫人下面条，才算解了围。

这样的“囧事”还不少。一天早上，

张中胜像往常一样准备早饭，发现炉灶

里火苗迟迟不见燃旺。他一着急开大了

喷油量开关，没想到反而把小火苗喷灭

了。反复折腾半个小时才把锅烧热，无

奈全营只好推迟开饭，他也挨了营长一

顿批。

事后，张中胜才得知缘由。原来，受

燃料、气温影响，做饭前，首先要对被冻

透的炉灶进行小火预热至少10分钟才

能正常生火，而且在东北用的是液态纯

基燃料，烧起火来没有山东天然气旺，导

致锅热时间进一步延长。

“再用‘山东锅’，可炒不好东北菜！”

尴尬遭遇让张中胜意识到，移防不仅仅

是驻地的改变，更要从工作模式、方法上

“从头再来”。

在接下来的冬储冬藏工作中，张班

长一边扎扎实实按照旅里要求抓部署，

一边向东北籍战友和友邻部队官兵请

教，从白菜如何摆放，到菜窖内的温度湿

度如何控制，他将“储菜秘诀”记了好几

页纸……

“融入新环境，才能胜任新岗位。”张

中胜没忘记，自己村里的长辈曾在上个

世纪初历尽艰难“闯关东”来到东北定

居。那天，回想部队移防半年来的种种

挑战，张中胜感觉：这一次，自己和战友

们不正是新时代的“闯关东”吗？

“山东汉”如何做好“东北菜”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康子湛 通讯员 王昭廷

记者调查

数九寒天，该旅在林海雪原中进行练兵备战，锤炼严寒天气下部队作战能力。王昭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