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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 日 12 时，记者来到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警卫二连，被获批参加执行发射场
巡逻警戒任务。从此刻起，到北斗三号第
五、六颗卫星的发射，记者成为发射场巡逻
分队的一名哨兵。

连队指导员张严巍带着记者，先来到
执行此次任务的二号发射工位。迎面看到
的是新兵侯天，一米八八的大高个，背靠发
射架，手中紧紧握着钢枪，眼睛警惕地环视
着群山。

北斗卫星将于次日发射，记者选择到
巡逻分队当哨兵，主要是在前几天采访中
了解到他们责任重大，却很少被关注，甚至
无人知晓发射塔架外围还有警戒巡逻兵。

1997 年出生的侯天，曾经在原北京军
区某炮兵旅服役，第一年任操作手，第二年
当上炮班班长，后来因为单位选改士官名
额所限退伍。这是侯天第二次入伍，一心
想着在军营建功立业的他，格外珍惜这次
入伍机会，他说：“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

记者注意到，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他
都十分警觉，深冬的青山深处，侯天紧握冰
冷钢枪的手冻得通红，他却浑然不觉。侯天
说：“能亲身守护着火箭从这里腾飞，我感到
十分自豪！”

晚上，我又加入了夜班警戒巡逻的行
列，这次的目的地是塔架脚下竹林深处的
“竹林哨所”，记者的搭档是上等兵李兴国和
从中北大学武器发射工程专业毕业的国防
生毕益翔。

漆黑寂静的大山深处，100多盏聚光灯照
射在北斗三号卫星与长征三号乙火箭组合体
及塔架上，灿若白昼，然而气温却已是-4℃。
李兴国说，寒冷还好克服，在这里最麻烦的是
夏天，因为经常有毒蛇出没，一不小心，就会
被突然袭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迎来发射
日。离发射时间越来越近，毕益翔的眼神越
发有神。由于火箭发射前，所有警戒兵力要
撤退，火箭升空的那一刻，毕益翔无法亲眼
目睹，但是他自豪地说：“颗颗螺丝钉连着任
务，‘北斗’飞天也有我们的功劳！”

12日 12时 48分，进入发射倒计时 15分
钟。所有警戒官兵退入安全地带。转头望一眼身后，只见乳白色的火箭组合体巍
峨耸立。

13时 03分，随着“点火”“起飞”口令的下达，青岗坝平台下的群山微微颤动，
地动山摇般的巨响声中，星箭组合体从头顶飞过。

对于记者来说，这是一次再熟悉不过的完美升空。不同的是，今天的感受少
了些激动，多了些感动，在辉煌壮丽的背后，更多的是无名、无声的尽职和奉献，还
是警戒战士说得好：“岗位尽职尽责就是忠诚使命。”

（本报西昌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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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关，记者来到桂林联勤保障中
心机关大院，放眼望去，营门和办公楼前已
悬挂起大红灯笼，常青树上缠挂着彩灯和
红艳艳的小灯笼。营区内一处宣传栏上，
张贴着春节期间官兵和家属服务保障方
案，引来不少来队家属驻足观看。
“我们提前对春节期间官兵和家属

的需求进行统计，严格按照规定制订服
务保障方案。”该中心直属工作处处长刘
奕告诉记者。记者从方案上看到，从灯
笼横幅设置到过年期间文体活动，从伙
食保障到家属来队住宿安排，每项计划
安排详实细致。

为了丰富来队家属的文化娱乐生
活，他们在室内体育馆举办了新春游园
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定点投篮”“乾
坤大挪移”“快乐保龄球”等游戏颇受官
兵家属特别是小朋友的喜爱，现场一片
欢乐气氛。

天色渐晚，游园的人群渐渐散开，不
少人循着饭菜的香气迈进机关食堂。青
蒜回锅肉、香菇烧老鸭、素炒西兰花、蒜蓉
上海青等热气腾腾的饭菜已经端上餐桌，
官兵和来队家属一一落座。听到大家好
评不断，司务长苗春涛脸上露出笑容。

苗春涛告诉记者，为了让留守官兵

和来队家属“吃出家的感觉”，负责机关
灶的炊事班下足功夫，提前研究春节期
间伙食保障方案，组织厨艺培训。

同时，中心提前对家属来队情况进
行摸底，安排招待所预留住房保障来队
家属住宿，为节假日来队家属提供便利
服务。
“节日活动很丰富、生活很方便，机

关在遵守规章制度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
为大家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让我们既安
心又舒心。”一名来队陪伴丈夫春节值班
的家属向记者感慨道。

（本报桂林2月12日电）

新春将至：暖心服务惠基层
■本报记者 赖瑜鸿 特约记者 黄 翊 通讯员 郑麟婧

今天早上，第 83集团军某旅政治工
作部副主任张方华吃过早饭后，匆匆来
到办公楼前，和保卫干事赵红运一起整
理完慰问物资后，登上了出发的军车。

该旅宣传科科长李庚告诉记者：“张
副主任这是去慰问扶贫共建村的孤寡老
人，他的大局意识和敬业精神令人敬
佩！”

记者了解到，5天前张方华刚被确
定为拟转业对象。面对记者，张方华讲
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一开始，总想着自
己的困难，内心有些失落；后来想想自己
从一名地方青年成长为团职干部，离不

开各级组织的悉心培养，现在组织有需
要，应该自觉服从安排。想到这些，心里
也就释然了。

被确定为拟转业对象的次日，张方
华一如既往地投入到工作中。该旅领导
介绍，像张方华这样的干部旅里还有很
多，无论走与留，都能安心干好本职工
作。

同样被确定为拟转业对象的还有组
织科科长李飞。春节期间他本可以正常
休息，但考虑到科里有的同志去年的假还
未休完，李飞主动申请担负春节战备值班
任务，把同家人团聚的机会让给战友。

从一线城市调整移防到偏远县城的
特训一连指导员刘鹏，由于孩子刚出生，
家庭困难比较多，符合转业条件的他左
思右想后，提交了转业申请。但作为全
旅为数不多的特战转型“人才种子”，在
旅党委的耐心劝说下，刘鹏不仅打消了
转业想法，还主动承担起旅“伞降第一
跳”的教学培训任务。

下午体能训练时间，记者看到，有的
干部在跑五公里，有的在进行力量练习，
个个挥汗如雨、激情似火，丝毫看不出谁
即将脱下军装……

（本报郑州2月12日电）

面临转身：珍惜军旅每一天
■黄可臣 俞 博 本报记者 周 远

2 月 9日，记者走进被誉为“油城
卫士”的武警山东总队东营支队，被一
条“处突路”吸引住了目光。
“处突路”是围绕支队机关楼的一

条小路，路两侧排列着 20 多块宣传
栏，每个橱窗上图文并茂地记录着该
支队近年来成功处置的一起起突发事
件。

在多个战例中，记者发现了一个
反复出现的名字——王海鹏。“这是我
们支队官兵练兵备战的一个突出代
表。”该支队政委程重富告诉记者，王
海鹏是机动中队中队长，近年来多次
执行重大任务，前不久还荣立二等功。
“走，看看王中队长在做什么？”记

者随即奔赴机动中队。
数九寒冬，黄河三角洲平原上的

积雪还未消融。空旷的室外训练场
上，王海鹏正带领官兵进行反劫持演
练，对外围实施封控、狙击手占领制高
点……尽管寒风凛冽，但王海鹏的额
头上还是沁出了滴滴汗珠。

面对处置中存在的不足，组织演练
的副支队长王蓬勃把大家集中起来，对
演练进行复盘：我们对于暴徒持枪拒捕
的情况设想还不够充分……队员们也
纷纷发言，反思演练中存在的不足，提出
合理化建议。

王蓬勃曾担任驻索马里使馆警卫
小组组长，在危机四伏的异国他乡，他
经历了枪林弹雨的实战考验。回国
后，他十分注重把自己的实战经验与
官兵分享。

记者离开中队营区的时候，正是
体能训练时间，有的战士利用汽车轮
胎练弹跳，有的在搏击馆里练拳法，还
有的在操场上练冲刺，军营上下呈现
出练兵备战的浓厚氛围。

（本报东营2月12日电）

“油城卫士”
时刻准备着
■本报记者 张海华 特约

记者 潘 明 通讯员 李亮亮

特种射击、擒拿格斗，攻势凌厉，杀气
腾腾；手传炸药、穿越火障，惊险不断，撼
人心魄……寒冬腊月，红土高原，冷风凛
冽。某野外训练场，一片热气腾腾。

硝烟散尽，摘下头盔，露出一张张清
秀而黝黑的脸庞。好一群现代版的“花
木兰”！

从“娇娇女”到“通信兵”，从“理论迷”
到“播火者”，从“专业通”到“特战王”……
她们是第75集团军某特战旅指挥通信连
大学生女兵群体，平均年龄只有22岁。

她们沐浴着新时代党的真理阳光茁
壮成长，换羽高飞成就青春梦想，先后有
70余人次获聘“特邀政治教员”，10人获三
等功以上奖励，2个班排分别荣立集体二
等功、三等功，所在连队荣立集体二等功，
被战区陆军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

真心学，越学功底越扎实—

她们是学习党的创

新理论的排头兵

“不学理论坐不住，学不好理论呆不
住。”这是女兵郝伟彤的真切感受。

到连队前，她对理论学习提不起兴
趣。可到连队后，她发现印象中的理论
学习好像完全变了样：重要观点成了一
幅幅生动漫画，深刻的理论化身字帖、拼
图和诗歌，连队“学习讲话”APP里装满
妙趣横生的文章……

从不学、厌学、懒学，到想学、爱学、愿
学，再到入脑、入心、入神，郝伟彤越学理论
功底越扎实，越学军事素质越过硬，成了连
队军事训练和理论学习的“双料尖子”。

郝伟彤并非个例。在连队，大学生
女兵群体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对每名
女兵都有极强的感染力和穿透力；学习
党的创新理论，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
她们成为全旅的排头兵。

她们把党的创新理论当作阳光雨
露，坚持每天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写
心得，人人床头都有一摞枕边书，个个都
有理论升级规划图，班班都有厚厚的理
论剪报本。

她们把十九大精神融进漫画集、拼
图板、扑克牌，制成手抄本、口袋书、临
摹帖，设计制作“答题大冲关”学习软
件、“智勇大闯关”单机游戏，开发“十九
大精神应知应会 100题”网上答题系统，
开展“日讲一段、周写一文、月评一星”
活动。

她们成立网上学习小组，开办“军
营演说家”女兵专场，在网上晒心得、转
美文，还从习主席读过的书、写过的文
章、引用的诗词典故中，追根溯源、深学
深悟……

藏族女兵次仁旺姆是农奴的后代，从
小听着父母讲祖辈们挨皮鞭、捡牛粪的悲
惨故事长大。这些年，她家乡的路通了，

楼房盖起来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
火。怀着对党的感恩之心、学习理论之
得，她用 3650个红蓝搭配的卡片纸折叠
拼接，牵头创作了一对“中国梦、强军梦”
的“心愿瓶”，寄托强军报国的豪情。

用心做，演兵场锻炼真本领—

她们是习近平强军

思想的践行者

大学生女兵群体中有句口头禅：伤
疤是勇士的勋章，“武装”是最美的衣裳。

练报务专业技能，她们叫响“女兵不

是花瓶，打仗才见真功”的口号，练发报
手指磨出泡、结成茧；话务训练，她们将
上千组号码熟记于心，练就军营版“最强
大脑”。

架设接力天线，她们“巾帼不让须
眉”，扛起上百斤的底座跑战位，甩开膀
子抡大锤，撸起袖子升天线，一次次让男
兵们刮目相看。她们开创驾驶装甲战车
先例，创新“定点训练法”“极限训练法”，
破解了战车驾驶盲区难题。

谁也不会想到，这群入伍前见了毛
毛虫都尖叫的“娇娇女”，入伍后，个个成
长为能打敢拼的合格兵，80%的女兵掌
握 5种以上主战装备和通信、装甲、特战

等多项技能，专业考核 90%优秀，5人扬
威国际联演联训场，一朵朵“战地玫瑰”
散发特有芳香。
“想当特种兵，先脱三层皮。”去年，

连队转隶到特战旅，女兵们主动申请加
入女子特战队。转隶大半年，她们人人
掌握擒拿格斗、渗透侦察、特种破袭的基
本功，成为部队转型建设的排头兵、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践行者。

特种兵是特殊材料打造的，党的创
新理论是“导航灯”。今年开训后，这群
女兵牢记习主席关于练兵备战的谆谆教
诲，不断在特战转型中淬火历练，用强军
担当、精武实践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在

打赢征途上书写血性诗篇。

悉心传，汇聚强国强军正能量—

她们是党的创新理

论的传播者

怀着特战梦入伍的男兵马华下连后
被分到炊事班，天天与锅碗瓢盆为伴，觉
得自己无缘沙场，嚷嚷着要退伍，还压起
了床板。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如同铺路

筑坝，需要千千万万块砖石。”女兵梁昀
轩在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时说：“岗位分工
虽有不同，但都与强军兴军息息相关，同
样重要。”一席话令马华幡然醒悟：炊事
员看似岗位小，却同样能有大作为！当
年他主动申请留队，选改为士官。

在战友眼中，这群由女大学生组成
的宣讲分队是一道亮丽风景。她们用兵
的视角、兵的语言、兵的故事阐释道理、
传播真理，让理论之花盛开在官兵心田。

墙内开花墙外也香。女兵们主动学
习民族语言，了解民俗风情，走进群众当
中。她们以最及时的传播使真理效应最
大化，以最受欢迎的方式传递最美声音，
以最平实的语言让理论走近群众。

云南省寻甸县甸沙村村支书马建留
说，女兵们进村宣讲党的好政策，就像
“邻家女孩”来串门，既生动活泼接地气，
又让村民们坚定了脱贫致富的信心。

女兵金凤给学生军训时尝试用动漫
视频、手游对抗等方式，宣讲党的创新理
论。不少学生说，听了宣讲，懂得了做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比“挣大钱”更有意义
的道理。
“捧出一颗心播撒真理火种，以青

春之我汇聚青春能量。”该旅政委王文
跃介绍，十九大闭幕以来，女兵们先后
组成 13 支宣讲分队，走营连、进社区、
驻村寨、入学校，足迹遍及 120 多个少
数民族村寨、23所大中专院校、12家民

营企业，宣讲 230 余场次，被部队官兵
和驻地群众称为红土高原上党的创新
理论的传播者。

是什么力量，让这群女兵笃定一股
劲汲取精神钙质，倾注一腔热情浇筑强
军梦想，捧出一颗心播撒真理火种？她
们用一首原创歌曲给出了答案：“都说女
兵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心里却很清
醒，穿上军装就是普通一兵，谁说战争让
我们远离。穆桂英挂帅，花木兰从
军，拿起钢枪我们是铁血尖兵，驾驶战车
我们要瞄准打赢……”

左图：该连大学生女兵讨论交流党

的十九大精神。 彭 希摄

沐浴着党的真理阳光茁壮成长
——记学习践行党的创新理论的第75集团军某旅指挥通信连大学生女兵群体

■本报特约记者 张首伟 邵 敏 记者 陈典宏

理 论 之 于 青

春，犹如阳光之于

花朵。

第 75集 团 军

某特战旅指挥通信

连大学生女兵群体

的先进事迹，生动

展示了新时代青年

官兵在习近平强军

思想引领下茁壮成

长的崭新风貌，充

分体现了党的创新

理论的真理魅力和

实践威力，是全军

官兵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涌现出来

的时代楷模。

她 们 的 成 长

之路是追求真理、

追求梦想、追求人

生价值之路，她们

倾心学习践行传

播党的创新理论，

真心学、越学功底

越 扎 实 ，用 心

做 、演 兵 场 锤 炼

真本领，悉心传、

汇聚强国强军正

能量，把自己锻造

成为“文能上台讲

理论、武可上阵杀

敌 人 ”的 理 论 战

士、强军标兵。她们以实际行动回答

了新时代革命军人如何才能担当强

军重任的时代课题。

伟大时代不在我们背后，而在我们

眼前；不在过去，而在将来。奋进新时

代，强军伟业呼唤千千万万个这样先进

的团队和个人，倾心学习践行传播习近平

强军思想，理应成为新时代革命军人的

战斗姿态。

让
理
论
照
亮
青
春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