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下三十一摄氏度“泼水

成冰”，这对军人来说，是偶然还

是常态？

“任凭雪花把自己覆盖”，

是雪地里的浪漫还是练兵场的

残酷？

远赴东北的记者，如何讲

述这寒冷彻骨而又热火朝天的

训练？

走在记者身后托起她背包

的那名上士，经历了怎样的冬

训一天？

扫描二维码，跟着军报融

媒体记者到“雪深不知处”的茫

茫雪原去探险，用镜头撕开雪

做的大棉被，体验一回极致的

寒冷和极致的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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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应对极寒环境，

考验一个狙击手的综合

素质

北风呼啸，雪野茫茫。特战一连上
士、狙击手山长权选择了一个“舒服”的
姿势等待目标出现：将枪自然搭在臂
弯、蜷腿、抱臂、微微靠在刚刚挖好的雪
窝棚内——这样既能快速转入接敌状
态，也能最大限度地保存体力，应对严
寒挑战。

接下来的 5个小时，全旅包括山长
权在内的 100余名狙击手，将在方圆 10
公里的林海雪原中，仅凭一张手绘地图
和身上的少许物资，完成搜寻目标、狙
击目标、安全撤离等任务。

山长权曾多次参加狙击手比武，还
是营里的狙击手教员。但这次演练，让
他尝出了新味道：“不光要看打得准不
准，最重要的是综合素质，要在极寒条
件下完成野外生存、渗透、观察、伪装、
反追踪等一整套动作。”
“太酷了，简直就和游戏‘绝地求

生’里一样，班长咱俩能‘吃鸡’不？”山
长权的副手、下士张宇今年刚刚被选拔
为狙击手，第一次参加此类演练，显得

异常兴奋。他口中的《绝地求生》是一
款风靡网络的射击类游戏，“吃鸡”则是
游戏中胜利的代名词。

山长权瞪了张宇一眼，指了指望远
镜，刚刚张宇说话间的呵气，险些呼到
镜片上。在这种极寒条件下，一旦呵气
弥镜会迅速结成冰霜，这将直接造成任
务失利。张宇赶紧调整呼吸，脸上的兴
奋劲也逐渐褪去，慢慢地体味“寒将军”
的威力。
“能否应对极寒环境带来的种种困

难，考验一个狙击手的综合素质。”此次
演练的策划者之一，特战二营作战参
谋、全军优秀狙击手康英剑说，极寒天
气给官兵体能、武器性能都带来了极大
挑战，当狙击战术加上-33℃这个砝码
时，一呼一吸都关乎任务成败。

现代战争中，狙击手

代表着全新的作战理念

一寒生百难。低温条件下，狙击手
的体能消耗巨大，匍匐时间一长身体便
会冻僵；皑皑白雪，日光反射强，长时间
瞄准容易造成雪盲；积雪中的行动轨迹
不易消除，给雪野潜伏带来麻烦……

面对种种难题，近半的队员没到半
天就被淘汰出局，根本没有机会打出那
一枪。回过头再看山长权选择的狙击
阵地就豁然开朗：位处山腰几块巨石

间，顺风顺光，前方就是一片开阔地，能
最大限度地发挥狙击优势。
“这仅仅是狙击战术中，选择狙击

阵地这一项。”康英剑介绍，现代战争
中，狙击手代表着全新的作战理念，不
再仅仅是枪法准的战士，而是战技全面
的特战精兵，有着一整套规范的战术流
程。此次演练还将考察狙击手们在极
寒条件下，确认目标特征、规划任务路
线、伪装潜伏、侦察记录敌情、撤离转移
等方面的战术素养。

在人们脑海中，“枪王”、“神枪手”
等狙击手的传奇形象，集中诞生于二战
时期。芬兰人西蒙·海耶，在 1939 年至
1940年的苏芬战争中，3个月内击杀 540
多名苏联人。而苏联“神枪手”瓦西里·
柴瑟夫，狙杀至少 149名德军，成为电影
《兵临城下》的主人公原型。

然而，随着现代战争形态的不断发
展，今天的狙击手与传统的“神枪手”有
着本质区别。狙击作战由一般的配合
性行动，提升为独立的作战样式，甚至
是决定性的作战样式。担负着破坏袭
扰、侦查引导、狩猎狙杀、支援掩护和监
视警戒等重要任务。而康英剑在去年
带队参加国际狙击竞赛的过程中，淘汰
的第一名队员，正是一名“神枪手”——

在去年的“狙击边界”国际比武竞
赛集训中，下士小梁是大家心目中的种
子选手，步枪 300 米卧姿射击能够稳定
在 95环左右，体能更是优异。但是性格
却毛毛躁躁。在一次射击训练中，验枪
时枪膛里还留存一发子弹，结果被淘汰
出局。

一个合格的狙击手，

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

“神枪手”

“射击奥运冠军打得准，却不能完
成作战任务。”康英剑用一个类比描述
了心目中“神枪手”与狙击手的根本区
别：能否运用好战术原则，狙击敌人。

这场演练中，为了促成官兵丢弃靶
场思维，康英剑在最后环节安排了一份
“大礼”——最终的狙击目标是几只活
蹦乱跳的鸡。在目标动且带有俯仰角
的射击环境中，让官兵寻找实战感觉。
“狙击手不能枪不见血。”这是康英

剑更深层次的考虑。他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他在哥伦比亚狙击学校参训时，教
员经常在就餐时间播放爆炸现场、伤者
救护等血腥视频。训练中，教官还为木
偶靶穿上制服并在里面塞满干草，然后
把血浆袋放入靶头，就是让狙击手熟
悉、适应目标被击中时的血腥场面。

一次训练，一名狙击手率先发现并
击中目标。但他看到动物目标被子弹
穿透，鲜血洒在雪地上，一时间愣了神，
没能及时从狙击阵地转移，被判失败。

最终“吃鸡”的是山长权组。他们
在狙击阵地旁 7米左右的空地上设置了
一个击发装置，拉动绊绳触动击发装置
的同时，进行真正的狙击任务。他们成
功地迷惑了负责查找狙击手位置的裁
判，完成任务后顺利撤离转移。

-33℃，一场神枪手的“绝地求生”
让记者开了眼界。一个合格的狙击手，
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神枪手”，更是
伪装专家、生存专家、战术专家。这段
从“神枪手”到狙击手的进化论背后，是
现代战争的必然要求。

翻开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
练条例（试行）》，记者看到，狙击手训练
从 4个课目变为 6个课目，不仅标准、难
度更高，还对很多以往浅尝辄止的实战
化课目进行了标准化的规定。

枪声渐消，林海雪原重归寂静。康
英剑依然步履匆匆，他准备带着演练中
暴露出的问题，结合新大纲标准，制定
下一步的训练计划。他告诉记者，今年
的狙击手组训模式变化很大：狙击手们
不再是面临考核比武任务时组织临时
集训，而是变成了一份长达 9个月的专
业化、常态化初期培养计划。

这场“绝地求生”，仅仅是拉开帷
幕。

上图：无人机航拍狙击手精度射击

训练。

版式设计：梁 晨

－33℃，神枪手“绝地求生”
——第78集团军某特战旅极寒环境下锤炼狙击手战术素养的新闻样本

距离任务结束，已经过去整整 18
个小时，此时我依然全身酸痛……
“报告！张艺藐请求入列！”这句话

开启了我的特战女兵一天。
寒风刺骨，白茫茫一片。4辆“山

猫”全地形车踏雪而来，我是战斗小组
16 名女兵中的一员。久闻“山猫”大
名，坐上去却是另一番感受。驾驶员李
贺猛踩一脚油门，巨大的惯性将我甩
起，头盔向后撞，“梆”的一声脑袋嗡嗡
作响，好一个“见面礼”。
“你是没见过更刺激的！”想起上车

前，李贺曾给我科普：“山猫”车如其名，
不仅能原地 360°旋转，还能两栖浮
渡。女特战队员葛芳曾驾驶山猫横穿
1米宽的壕沟，直冲 70°高坡，整个战
车几乎悬空“站立”。

冲向目的地，全员跳下“山猫”，迅
速到达战位，跪姿射击。此时我大口喘
着粗气，耳膜鼓胀，周围一片寂静。长
时间据枪，手臂酸痛，枪口逐渐向下脱
离目标。

节奏越来越快！忘掉身份、忘掉性
别，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新一轮的进攻开始。班长一个手
势，我们迅速起身行进，10米、8米……
我们变换队形，对准目标。两轮战术课
目练下来，体能已突破极限，路面不平，
我一脚踩进雪坑扑倒在地。
“加油！咱俩可都是新兵！”同组的

李娉朝我喊道。她这招激将法还挺管
用，我提口气向前冲，结果回呛几口凉
风，一阵猛咳，眼泪直往上窜。再看同
行的战友，已经冲向战车，我连忙赶上。
“你的弹匣呢？”上车后，班长指着

枪问我。
“糟糕！”我一摸胸前的子弹袋，果

然少了弹匣。车上一阵短暂的沉默。
“全体都有！下车找弹匣，直到找

到为止！”班长一声令下。战友还在安
慰我，但是我明显能感觉到班长强压着
的怒火。在任何时候，这都是严重错
误，我的脸上一阵泛红，羞愧极了。偌
大的训练地域，战友们一遍遍细细捋

过。最终，班长李婷找到了被雪半掩着
的弹匣，降至冰点的气氛这才稍微融
化，我悄悄舒了一口气。
“丢枪”风波之后，我记住了这位特

殊的战友。
下午 3时，女兵宿舍，所有上午使

用过的枪摆放整齐等待保养。被我弄
丢弹匣的那把枪摆在我面前，像一位被
我亏欠多年的好兄弟，委屈却又试着和
解地站在那里，我内心百感交集。

李婷一步一步教我分解枪支，她有
一双巧手，指节分明，摸起来还有点儿
硌人。正是这双手能让她蒙眼 20秒内
进行枪械分解结合，打败一众男兵，在
全旅出尽了风头。

提起“当年勇”，她就露出一口大白
牙嘿嘿一笑，眼神里还是藏不住骄傲。
在她的指导下，我艰难地将枪支分解
完，按顺序排好，挨个擦拭。

这可是个细致活，最难的是要同枪
膛里的火药残渣较劲，将沾了枪油的布
条从一头捅向另一头，不亚于擦拭瓷器

般小心细致。一遍、两遍、三遍……用
白布衬着枪膛，眯着眼睛看里面亮堂堂
得无一杂质，这才算完。

手上沾满枪油，皱起鼻子一闻，一
下子难以习惯。“晚上吃饭用手抓馒头，
咬一口满嘴煤油味”，大家纷纷伸手比
谁手上的枪油多。枪支保养在她们看
来，似乎是一天中的放松时刻。

夕阳西下，枪械入库，我告别这群
战友，结束了“客串”特战女兵的一天。
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天，因为这让我懂得
了特战女兵的汗水，更让我懂得青春热
血何处可栖。

下图：中国军网记者张艺藐参加女

子特战队员战术课目训练。

女兵一天，从体验到懂得……

记者观察

下一场战争什么样？在永恒的

不确定、不对称里，“藏在深闺人未

识”。那么，我们认识的是什么？

胸环靶，100米外，1.5米高……

这几乎是我军所有官兵第一次实弹

射击时的“敌人”模样。多少时候，多

少军人，就在这100米的靶子上论英

雄。

靶子，似乎就是实战本领的“镜

像”。但，敌人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一次国际军事比武，所有靶子高

度据地面不超过 30厘米，咋发现？

有的靶子甚至会往前“跑”，距离渐

远、目标渐小，瞄哪里？比武归来，许

多官兵若有所思：靶子设置得越难，

练兵效果就越佳；平时瞄什么样的靶

子，决定战时能打什么样的仗。

训练从难征战易，训练从易征战

难。一支军队战时应变从容，往往源

于平时就经历了复杂艰难的锤炼。

——莫忘了敌人并不像靶子一

样“不堪一击”。一次实弹射击，经过

装甲改造的退役坦克，代替了以往的

石灰圈和白布靶标。最优秀的炮手上

阵，打出了首发命中、3发3中的高水

平，然而由于射击角度、命中位置不

佳，坦克内的“乘员”依然毫发无损。

这位老班长走下训练场一身冷汗：“现

在才知道战场上敌人哪里能挨打、哪

里是软肋，真正的靶心在哪里！”

——莫忘了敌人并不像靶子一

样“不会还手”。一次实弹演练，蓝方

“目标”会根据弹道和弹着点，利用雷

达侦测红方炮阵地，开火“还击”。快

打快撤，迅速转移到新阵地的红方官

兵既庆幸又心惊：“慢几分钟就被判

‘阵亡’了！”

——莫忘了敌人并不像靶子一

样“不耍花招”。海军某部对抗，“敌

船”加装了电磁干扰设备，专门诱导

来袭导弹“南辕北辙”，逼着舰长们拿

出“拨云见日”的本事。空军某部演

习，“敌机”居然会“隐身法”，上一秒

俨然在望，下一秒不见踪影，飞行员

必须练就“火眼金睛”。

这就是按照实战设计的目标，这

样的靶子给官兵们更多的思考。这

样的打靶效果如何？得到的回答惊

人一致：“与以往相比，命中率有所下

降，但部队战斗力却大为提升。”

从广义来说，这个“靶子”就是战

场环境设置，切不可一厢情愿、脱离

实战。正如北洋水师打靶“预量码

数，遵标行驶”、演练“徒求摆放整

齐”。这样打出的“好成绩”，平时无

害、战时致命，还是不要为好。

本报 2017年冬季训练报道中，

某旅下士申恒力一个人与近百名“敌

人”激战 4个多小时，击毙 52名“敌

人”守住阵地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总结他击毙52名“敌人”

的经验时，一位老参谋格外清醒：“我

们要重点研究的恰恰是没被他击毙

的那40多个人。”

莫忘了，那些更高明、更狡猾的

敌人，正在战场深处，悄悄地瞄准我

们……

练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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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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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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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亲历

记者手记

战场侦察课目展

开后不到20分钟，参

训官兵的睫毛已经结

出冰凌。

1月 23日晚，第

78集团军某特战旅

夜间训练在-35℃的

极寒条件下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