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鼓擂、听号令，

群情激昂砺精兵……”

近日，第79集团军某合

成旅“团结巩固模范

连”文艺骨干将十九大

精神、两会报告等理论

要点编成快板书，利用

训练间隙为官兵表演，

受到大家欢迎。

于华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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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轰鸣，勇敢一跃；伞花朵朵，
蓝天绽放。作为“天降神兵”的亲密搭
档，降落伞在人民军队追求打赢的强
军路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空降兵某旅旅史馆众多展品
中，一具降落伞引起小乐注意。乍一
看，它的样子很普通，重约 10公斤，淡
绿色的伞包已经有些泛黄。但它可是
一具载入史册的降落伞。“中国伞兵第
一腿”崔汉卿曾经背着它，实现了新中
国伞兵的第一跳。

如今它静静地躺在展厅的一角，
诉说着一段厚重的历史——

1950年 9月 17日，在毛泽东等中
央领导的关怀下，人民空军成立 10个
月后，空军陆战第一旅在河南开封正
式成立。值得一提的是，组建时，全旅
共有 5000 余名官兵，战斗英雄、模范
和功臣占 93%。正是因为有了英雄的
战斗精神，仅经过 11天的训练，官兵
们便基本掌握了跳伞的地面动作要领
和降落伞的折叠技术。

1950年 9月 29日，空军陆战第一
旅组织新中国空降兵的第一次跳伞。
狙击1营营长、战斗英雄崔汉卿率领62
名官兵分乘伊尔-12、C-46 飞机，在
800米高空进行了首批跳伞尝试。他
第一个跳离飞机，带领全部跳伞员安全
圆满地完成跳伞任务。这一跳，宣告中
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掌握现代伞降技
术，自此拉开了中国空降史上崭新的一
幕。崔汉卿也因此被首任空军司令员
刘亚楼誉为“中国伞兵第一腿”。

空军陆战第一旅成立之初，仅有
从苏联购买的 300 具降落伞，根本无
法满足官兵跳伞训练的需求。于是我
国开始自主研制降落伞，至今生产了
十余种伞型，包括圆伞、翼伞和运动伞
等。目前，最常用的是伞兵9D型降落
伞。该伞型伞衣面积大、排气孔多，具
有抗风性能强、滞空时间短、散布面积
小等特点，特别适合较大规模部队使
用大中型运输机进行伞降作战。

小小降落伞，质量不一般。伞衣
薄如蝉翼，却有很高的强度；伞绳细
如铅笔芯，可一根就能承受 150公斤
的重量。当然，特殊材料决定了它
“身价”不菲。还记得一次跳伞前，
教员问，如果伞挂到了树上，不好扯
下来怎么办？当时小乐心想，那就用
力扯呗。教员答：把树锯掉！因为一
具降落伞要比一棵树值钱得多……

如今，随着实战化训练的深入
开展，降落伞的使用早已不仅限于
空降兵，越来越多的部队开始组织
跳伞训练。伴随嘹亮的强军号角，
相信新时代的降落伞一定会更加精
彩地绽放。

“走进博物馆”系列之②——

伞花“胜”开
■贾文毅 王向科

小个子，大眼睛，年纪不大就开始
“告急”的发际线，再加上一双粗糙的手
和满身泥土，乍一看陈富林，还真像个
“庄稼汉”。

作为川藏兵站部某高原兵站勤务
班上士班长，陈富林还常被年轻战士戏
称作“老泥头”——种菜、养猪，经常在
地里一埋头就是大半天，每到开饭前，
他才一身泥土从外面回来。

陈富林对这个称号甚是满意：“咱
可不是天天跟泥土打交道嘛！”

其实，刚入伍那会儿，“老泥头”也
梦想着成为一名“神枪手”。然而，下连
第一天，班长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喂猪。

当时的陈富林懵了，但又脑洞大开
地想到，武侠剧里主人公拜师学艺前也
要经历一番考验，班长是不是在考验自
己呢？

先卖力干活吧。没想到，这一干就
是仨月。有一天，陈富林实在沉不住气
了，把锄头一扔，去找班长哭诉自己的
“神枪手梦”。

“能在这海拔 4200米的地方把猪养
好，把菜种好，那难度可不亚于当个神
枪手。”班长跟他讲起兵站前辈们的事
迹。当听到原兵站站长陈建洪积劳成
疾的事迹后，陈富林明白了，在这个高
原兵站里，没有虚度年华的兵，没有白

干的工作，每个岗位都很重要，喂猪种
菜同样能干出成就来。

从那以后，陈富林仿佛变了个人，
一门心思要在种植员、养殖员这两个岗
位上干出成绩。

但是，想干好并不容易。刚开始养
猪时，内地运上来的猪仔一直长不大，
这可急坏了陈富林。有一天，他突然想
到，人有高原反应，猪会不会也有呢？
于是，他特地选在夏季购买当地农户的
健康猪仔，又想着法子让猪仔营养均
衡，喂水、驱虫、调配饲料，一点不敢马
虎。终于，在他的细心呵护下，猪仔长
得肥肥壮壮，“老泥头”脸上乐开了花。

养猪上了道，种植也不赖，大棚里
种类繁多、整整齐齐的一垄垄蔬菜，都
是陈富林的“杰作”。
“老泥头”跟泥土打交道上了瘾。

兵站里核桃树、万年青、吊兰、月季随处
可见，枝繁叶茂。这些原本在高原很难
伺候的花木在“老泥头”的照料下，也都
在兵站安了家，成为兵站一道道亮丽风
景线。

高原上的种植员，苦累不多说也
能想象的到。但陈富林却总是每天哼
着悠扬的小调快乐劳作着，乐此不疲
地奔走于蔬菜棚和猪圈之间，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微笑。柿子树多结了几枚
柿子、母猪多产了几个小仔、白萝卜
又大又脆……他说，这些事儿就够他
乐呵半天。

当兵十几年来，陈富林用那勤劳粗
糙的双手在雪域高原创造着绿色奇
迹。这不，兵站还被上级评为“绿化先
进单位”。看着那块得来不易的牌子，
陈富林笑得更灿烂了。

海拔4200米，有个快乐“老泥头”
■孙 杨 陈 克

“今年两会要开到 3月 20 号，有人
可能纳闷儿了，咋开那么久呢？都研
究啥大事呀？宪法要修改、党和国家
机构要改革……” 3 月 6 日晚上 6 点
半，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综合仓库利
用读报时间组织的“开心讲‘两会’”开
讲了。台上讲得正起劲的，是仓库官
兵口中的“快乐小教员”警卫勤务连中
士班长王硕。
“两会研究的都是国家大事，跟我

们小兵有啥关系呀？”王硕刚一开场，

台下就有“刺儿”开始“搞事情”。没想
到王硕对“两会”内容，不仅记得准，而
且还能“翻译”成接地气的大白话。他
立马就说：“这你可错了，解决群众住房
问题、取消流量‘漫游’费、做好退役军
人安置等，哪个不跟咱们切身利益相关
啊……”
“流量没有‘漫游’费了呀！这太好

了！”王硕这么直白的解读，让现场听
众发出赞叹，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
各种提问蜂拥而来。

该仓库地处大山深处，官兵们平
时巡逻执勤任务重、训练强度大，学习
时政理论有难度。今年两会前，仓库
领导组织调研，一些官兵反映，“照本
宣科没重点，听了半天也没听出跟自

己有啥关系”。
找到症结，仓库组织思想骨干一

起找对策。都说学习教育要搞得生
动 活 泼 、寓 教 于 乐 ，但 究 竟 该 怎 么
搞？这时，有人提了一个建议：训练
间隙，尽管大家都很累，但只要那几
个特别能逗乐、会搞笑的“开心果”开
了口，很快就能把大伙儿吸引到自己
周围。如果让他们走上讲台，那人气
肯定爆表。

教育方案就此确定：将官兵们喜
欢的“开心果”们组织起来，赋予他
们“快乐小教员”的职责和任务，安
排他们紧跟“两会”进程，深刻领会
会议精神，运用每天的读报评报时间
进行“快乐宣讲”。建立人气评价机

制，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喜闻乐见的学
习教育形式，研究基层官兵的兴奋点
和关注点。同时，加强内容把关，防
止为了过于追求人气而出现“灰段
子”等问题。

这几名“快乐小教员”接到任务后，
各自出招，想出很多点子。这种既轻松
随意又便于互动的“开心讲‘两会’”，便
是其中之一。

理论性很强的学习内容，转变成官
兵爱听的大白话；台上不再照本宣科念
报告，而是掰开揉碎精准传达；台下官
兵不仅能听，还能提问，教育的互动性、
参与度大大加强。这不，“小教员”刚开
讲，就受到官兵热捧，活动效果比大家
预想的还要好。

“不管是军人，还是老百姓，哪个不
关心能不能看好病、孩子能不能接受良
好教育、房价还涨不涨这些事儿？这次
政府工作报告中有给咱们的‘红包’！”
王硕在台上故意卖了个关子。

果不其然，他刚说完，现场就有
战士问：“啥红包？”王硕顺势把“国家
财政为居民基本医疗在原来标准上
人均增加 40 元”“外出农民工、外来就
业创业人员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范围”等报告内容，用大白话讲
得一清二楚。

台上台下，有问有答，现场既轻松
又热烈。保管队分队长、四级军士长周
彦杰兴奋地总结道：“开心讲‘两会’，越
听越有味！”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综合仓库鼓励“快乐小教员”上讲台

开心讲“两会”，越听越有味
■特约记者 汪学潮 通讯员 周洁平 陈永林

摇颈、翻腕、立腰、旋转……走进
新疆自治区塔孜洪乡八村，该村的共
建单位——新疆军区某机步团民族六
连的官兵正在为村民们表演舞蹈。刚
刚听完官兵们关于两会理论的宣讲，
又见到如此热烈激情的舞蹈，不少村
民也纷纷登上舞台，和官兵们一同为
“新时代”起舞。

看着舞台上跳得最嗨的那个身
影，该团政治工作部主任董飞说道：
“阿里木江这小伙子，果然不简单！”

阿里木江是谁？为习主席表演节
目的民族六连舞蹈队成员、代表南疆
军区参加陆军文艺晚会、团里各种晚
会的“老面孔”、战友们眼中的“阳光小
王子”……说起阿里木江，他的头衔可
真不少。

其实刚进舞蹈队时，他对舞蹈是
棒槌吹火——一窍不通，也曾想过放

弃。队长买尼苏尔鼓励他：“这么好的
气质，不跳舞太可惜，坚持坚持！”

和想象中的不一样，阿里木江的
第一堂舞蹈课是在荣誉室上的。“2014
年 4月 27日习主席来到民族六连看望
官兵时，对咱舞蹈队表演的民族舞蹈
给予赞扬……”听着队长买尼苏尔介
绍习主席来队看望时的情形，阿里木
江下定决心：习主席都为咱舞蹈队点
赞，我可得好好练！

基本功不牢，牺牲休息时间加练；
记不住拍子，跟着视频背记；动作不标
准，请班长“开小灶”……那段时间，阿
里木江像开了挂，舞蹈技能也随之暴
涨。在当年团春节文艺晚会上，舞蹈
队夺得第一名，阿里木江真切地感受
到舞蹈带来的快乐……

前年 6月，连队在戈壁滩驻训，风
吹日晒，任务又重，加之正常的娱乐文

化活动难以开展，官兵们精神紧张，身
心疲惫，训练积极性也下降了。

阿里木江有了为大家表演舞蹈放
松身心的想法。英雄所见略同，队长
买尼苏尔对此大力支持。

这天，又到训练间隙，阿里木江和
买尼苏尔共同来了段“freestyle”，欢快
的歌曲，动感的舞蹈，大家的激情被点
燃，快乐弥漫训练场。看着大家“满血
复活”，训练起来劲头十足，指导员对
阿里木江竖起大拇指。

跟着快乐的脚步起舞，阿里木江
不仅舞出了名气，还跳到更高的舞
台。去年，阿里木江经过重重选拔，被
挑选为南疆军区代表参加新疆军区民
族舞蹈队排练，准备参加陆军《奋进的
陆军》文艺晚会节目选拔。
“军区训练啥感觉？”战友的询问

中充满羡慕。

“除了脑子不疼，全身都疼！”阿里
木江的话把大家逗乐了。

可不是！拉伸训练、两小时军姿、
记不清次数的基础动作训练……一套
组合训练下来，阿里木江第二天起床，
那感觉，就是“酸爽”。

每天都在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每
天都在“痛并快乐”中度过。历时近俩
月，阿里木江参与编排的节目《强军路
上好巴郎》一路过关斩将，闯进《奋进
的陆军》文艺晚会并斩获第一名。

载誉归来，阿里木江追寻快乐的
脚步变得更加自信有力。不仅大小晚
会上少不了他的身影，他还收了徒弟，
将舞动的快乐传递给更多战友。
“让大家感受到快乐，就是我创作

节目的不竭动力。”阿里木江又在琢磨
着如何配合“两会”学习教育创作新节
目了。

起舞吧，好巴郎
■张 涛 刘 程

开奖啦！
“打灯谜”的正确答案是：1.爆破筒 2.

发报机 3.降落伞 4.军号 5.子弹 6.水
雷 7.信号弹 8.无线电通信 9.手榴弹。

小乐从答对的读者中抽取了 6位中
奖者，他们是：扬帆起航、我的550、听风观
月、暮回首、甲天下、老男孩。请以上网友
将通联地址发送至“迷彩 TATA”（ID:
jfjbshzk），小乐会为您寄送奖品一份。

（制图：高旭尧 整理：王 爽） 如此“训练”
■唐建平

兵 漫

关注“迷彩TATA”

了解更多有趣知识

横列

一、京剧曲目,《智取威虎山》选段。

二、央视栏目,被誉为“开创了中

国电视改革的先河”。

三、亚洲最东点的迭日涅夫角与

北美洲最西点的威尔士王子角之间的

海峡。

四、北欧岛国，首都是雷克雅未克。

五、一个网络视频红人。

六、由长、宽、高三个维度所构成

的空间。

七、佛教重要经典。

八、周润发与巩俐主演的影片。

九、神话传说中的上古水神。

十、EMS与荷兰TNT合作的业务。

十一、西班牙最具代表性的活动。

十二、日常通讯的工具。

十三、关中最早的水利工程。

纵列

1.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

一，代表作《赤都心史》《饿乡纪程》。

2.对 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

初、高中毕业生的合称。

3.用激光测量运动物体速度的仪器。

4.比喻言谈议论等漫无边际。

5.在金沙江上游的峡谷。

6.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用户

信息的软件。

7.中国第一大半岛。

8.英、德、意共同研制的双座双发超

音速变后掠翼战斗机。

9.可以准确记录时间开始、停止以

及归零的功能表。

10.赤道横贯中部的非洲国家。

11.我国现存成书最早的医学典籍。

巧填字 13

迷彩讲堂

笑谈古今 学中有乐

乐天派

快乐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