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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是面孔
感触的是心灵

保持冲锋姿态

■王会敏

选择了战斗岗位，就要时刻保持

冲锋姿态。很多时候，敢打敢冲才能

杀出重围，迎难而上才能迎刃而解。

心 声

冷风卷集着乌云，海面泛起层层
弧纹，锚泊在港池内的战舰左右摇晃。

港池深处，一个宛如飞鱼般的身影
疾掠而过。她不断翻飞的脚蹼，偶尔带
起海底淤泥，身后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
“飞鱼”王会敏，是驻香港部队一名

特战女兵。此次对抗演练，她的任务是
和队友一起追捕前来炸舰的“蓝军”。

谁能想到，这个如今能在大海畅游、
擒敌的“飞鱼”曾经最怕的就是水。

说起王会敏怕水的糗事儿，女兵们
笑得脸都绷不住。“你别看她 1米 75的个
头，第一次下水却只敢在齐腰深的浅水
区扑腾。后来，好不容易进了深水区，
她扒着泳池边死活不松手。班长杨奥只
能拿着救生杆转着圈撵她……”

可就是这么个怕水的女兵，当连队
要组织潜水员集训时，她第一个报了
名。“潜水员对身体和心理素质的要求
很高，你来凑什么热闹？”营长唐文对王
会敏的底细门儿清，一口回绝了她。
“你不是经常说，越怕越要上嘛！”

王会敏毫不示弱，“一个特种兵，如果
连这点恐惧都不敢面对，还怎么上战
场？怎么打冲锋？怎么完成任务？”
“三连问”最终为她赢得试训的机会。

“天时地利都不占优。”演练前王会
敏掰着手指头给大家分析，“阴天光线
穿透力不强，港池内海水浑浊，满是淤
泥的海底无法反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
起，海底的能见度不超过 1米。”虽说追
捕难度成倍增加，可她还是主动请战，
“难度大可不能成为我退缩的理由。”

王会敏至今忘不了，第一次站上 10
米跳水高台的情景。头发晕，腿僵住，一
个接一个的问题炒豆般从心里蹦出。“呛
水了怎么办？”“会不会摔到泳池底？”
“好不容易争来的机会，怎能错

过！”她心一横，捏住鼻子，猛地往前走
了一步。几秒钟后，当身子扎进水里，
溅起大片水花，她心里也乐开了花，“恐
惧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你硬它就软。”

捆住手脚游泳、憋气在水底打绳
结、负重 10 多公斤练踩水……新课目
接踵而至，每一项都挑战着王会敏的
生理和心理极限。最终，拿到全优成
绩单的王会敏，正式加入海训队伍。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王会敏和队友
仍没有发现“蓝军”的身影。她深知，时
间越长，战舰被“炸”的危险就越大。她
深吸一口气，反复提醒自己，“越慌越
乱，越乱越慌，必须保持冷静。”

摔个跟头，捡个明白。有一次下
潜训练，奇幻的海底世界，让王会敏忘
了时间，直到感觉呼吸困难，她才意识
到氧气已经耗尽。从来没有遇到的情
况，瞬间让王会敏慌了神，她急忙伸手
去拉备用氧气瓶的气阀。可是，已经
不听使唤的双手怎么也摸不着气阀。
此时，察觉到王会敏情况不对的战友，
急忙赶过来将她托出水面。

浮出水面后，王会敏一把拽开呼
吸嘴，连咳带喘地吸了好几口气才缓
了过来。“淹死的都是会水的，不该怕
的不怕，该怕的还是要有敬畏心。”排
长周欣了解情况后，狠批了她一顿。

此后，每次下水，王会敏都要把装

备检查好几次，尤其是呼吸嘴和氧气瓶
的开关阀，总要调整到最佳状态才行。
“一定是‘敌人’刚刚从这里经过不

久。”苦苦追捕“敌人”踪影的王会敏，突
然发现在灯光的照射下，左侧的海水要
稍浑浊些。她拿起潜水表校正了一下
方向，同时给队友做了一个手势，使劲
拍了几下脚蹼，加速向前冲去。

她没游多远，果然看到一个黝黑
的身影，正小心翼翼地向前游。兵分
两路、左右夹击，这名“蓝军”蛙人被逮
了个正着。
“‘旱鸭子’变成了‘女飞鱼’，今后

还有什么打算？”王会敏一战成名，战
友们纷纷簇拥过来祝贺她。“什么时候
连队要跳伞，我还第一个报名。”说这
句话时，王会敏下巴轻扬，含笑的眼睛
有一种说不出的美。

特战女兵王会敏

海底擒“蓝蛙”
■原俊敏

夜色如墨，海拔 5100 多米的高原
演习场上一片寂静。
“预备——放！”突然 ，榴炮一

连 火 炮 阵 地 上 传 来 一 声 断 喝 。
“ 轰 、轰 ……”沉 寂 许 久 的 火 炮 接
连炸响，炮弹拖着尾焰划破幽暗的
天际，飞向十几公里外的靶标……荡
起的尘土尚未消散，电台里传来：好！
首群覆盖，正中靶心！

谁说小兵难担大任？！履行副连
长职责，担任榴炮一连阵地指挥员，
指挥全连打出满堂彩的正是上士王
庆宏。

时间回到演习前夕，副连长因猝
不及防的高原反应住进了卫生队。“没
有阵地指挥员，咋办？”连长急得团团
转。“我来！”王庆宏一拍胸脯：“老团长
说过，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
谁！”

果然，王庆宏没让大伙失望，组织
全连快速占领阵地、组织射击前准备，
上传清晰准确，下达雷厉风行，俨然一
副指挥员“派头”，最终全连火炮实弹

射击全部命中目标！
小兵挑大任，没有两把刷

子哪成。那年，刚转下士，全营
被拉到实弹射击场给刚入伍的
新战士作示范，面对几百双充
满期待的眼神，不少老炮手心
里犯嘀咕：打不上可就把人丢
大发了！“我来！”王庆宏站了出
来！测距、瞄准、发射，一气呵
成！炮响靶落！

又一次，海拔 4000 多米的
高原驻训场，团长派人在戈壁滩上插
上一把指挥手旗：“你们都说自己能打
仗，今天实弹射击打手旗，是骡子是
马，咱就拉出来遛遛……”

开什么玩笑，不仅目标小了十好
几倍，这么高的海拔，射击参数还超出
射表，咋打！迎着团长扫视的目光，不
少老炮长犹豫不决。
“我们四炮班打头阵！”王庆宏再

次站了出来。
狭路相逢勇者胜！规正火炮、装填

弹药、测距瞄准、修正参数……一整套
动作行云流水。“轰！”一声巨响，2公里
外指挥手旗飘扬的地方瞬间出现一个
弹坑。“不愧是‘模范青年团’的兵！”望
远镜里，看到炮弹正中手旗影像的团
长拍手叫好。

小兵挑大任，千锤百炼成，有时甚
至是与死神掰手腕。

那是王庆宏第一次上高原参加
演习，且担任代理排长一职。演习前
夜，一场感冒突如其来，他不顾军医
的警告，瞒着病情踏上 140 公里外的

演习阵地。
“报告，不退药筒！”“报告，炮闩故

障！”5100 多米的高原阵地上，火炮轮
番出现“高原反应”。尽管炮与炮间距
50米，奔跑于炮与炮之间快速排除故
障的王庆宏，每一步都从胸部传来刺
痛。演习场上，全排火炮准确覆盖目
标，他却因高原反应晕倒。

战友们把王庆宏运上救护车，他
几度呼吸微弱。救护车在达坂路上飞
驰，将他送到救护站，在医生的奋力医
治下，他才缓了过来。

有实力才有底气。等第三次赴高
原参加演习，王庆宏更从容了。他和连
长各有分工，一个前出指挥所，另一个
担任阵地指挥员。

夜幕降临，他带着全连火力单元，
从待机地域出发，躲过“敌”火力封锁
线、迂回穿过染毒地段、快速占领火炮
阵地、实弹射击首群覆盖、快速转移阵
地……俨然除了军衔，上士王庆宏与
副连长发挥的作用并无两样。

（图片摄影：曲金龙）

上士王庆宏

担当关键时刻
■梁 宁 庄田田

敢于死磕到底

■黎建东

战友们都叫我硬汉，我知道这意

味着什么。成功哪有什么捷径，不过

是竭尽全力，死磕到底。

心 声

天山脚下，呼呼的白毛风刮了一夜，
帐篷的门帘被扯开好几次。

清晨 6点，风总算是消停了。突然，一
阵刺耳的警报声将睡在门口处的下士黎
建东惊醒，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密集的
枪声，“嗒嗒嗒……”

黎建东猛然起身的那一瞬间差点摔
倒。“我这是咋啦？”“慌什么！”黎建东心
里像是有两个人在一问一答。他很快将
自己的紧张情绪镇定下来。

就在这时，野战车场方向传来一声
巨响。黎建东抬眼一看，野战车场附近一
股浓烟弥漫，并急速向四周扩散。
“化学袭击！”刹那间，神经紧绷的黎

建东像触了电似的，他伸手抓起床下的
防毒面具戴上，带领战友们跑步赶往疏
散地点。由于黎建东所在排宿营点距离
连疏散点最远，待他们赶到，其他排的战
友们早已到位。平日跑一趟 5公里都不咋
出汗的黎建东今天却离奇地流了一身大
汗，摘下防毒面具，急促
地喘息。
“小股‘敌人’企图偷

袭我野战车场，遭哨兵警
戒驱离后，正向西侧逃
窜，上级命令我连迅速追
击歼灭……”站在前方土
堆上的连长蔡靖宇个子
不高，却声如洪钟。
“按预案各组立即行

动……”连长蔡靖宇一声
令下，全连官兵按各自战
斗小组径直向“敌”逃窜
方向追去。

按照行动方案，黎建
东是连队尖刀组组长。10
名身手敏捷的战士在长途奔袭的过程中
不时快速向黎建东靠拢。

擅于奔跑的黎建东在前几次的追击
演练任务中已经显露锋芒——成功擒拿
对手，被战友们称为连队“尖刀中的利刃”。

可今天，黎建东不知怎么了，浑身的
劲像是使完了一样，两条腿根本不听指
挥，头上的那顶凯夫拉头盔显得十分沉
重。黎建东喘着粗气，吃力得向后仰仰
头，用衣袖擦擦额头上不断冒出的豆大
汗珠。他不想让大家看出他的不适，从而
影响士气，便咬紧牙关，行进间利用手势
给大家分配战斗任务。
“你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要休息一

会？我们能行！”细心的副组长黄新程，看
他有些异常靠前询问。
“我没事，大家跟紧，快点！”黎建东

迈着沉重的脚步，领着队员跑了约 2公里
后，步子明显减缓了许多，全身的汗水渗
透了迷彩服。战友们看到此时的黎建东
满脸通红，张着大嘴不断调整呼吸。
“有情况！”担任右前方警戒任务的

副组长黄新程突然停住脚步，一个手势，
大家或快速蹲下，或利用地形快速卧倒，
然后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侧前方 20多米
处的山包。

刚刚还在大口喘气的黎建东此刻也
屏住了呼吸，迅速蹲下，利用手势指挥大
家快速展开战斗队形。
“一组左，二组右，三组跟我来!”突然

“精神焕发”的黎建东随即紧了紧头带和
鞋带，带领大家轻轻地摸了上去。

越过山包，黎建东发现两名“敌人”正

背向于他，他把枪往身后一背，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扑了上去。“敌人”奋力反抗，他竭
尽全力最终将对方扑倒，交由身边的战友
处置。当他再次起身行动时，这个钢铁硬汉
像根下了锅的面条，突然软倒了……

黎建东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躺
在野战卫生室的病床上，手上插着输液
针管，身边围了一圈战友。军医魏晓刚帮
他在身体擦伤处涂抹酒精，看他睁开眼
睛，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你小子不要
命啦！高烧 39度多还这么拼命！幸亏你战
友把你送来的及时，否则烧坏五脏六腑
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下次绝对不能再
这样硬撑了。”
“下次不敢啦！”黎建东冲军医嘿嘿

一笑，黢黑的脸庞上显露出一排白牙。
黎建东出院后，连长特意为他举行

欢迎仪式，“我不提倡带病坚持训练，但
我喜欢像黎建东这样敢打硬拼的兵。”

那一刻，全连官兵为黎建东报以雷
鸣般的掌声。

（图片摄影：张丽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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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源自底气足

■王庆宏

常有新战友和我聊起那次演习，

我的体会是勇气来自必胜的信念，无

畏源自军人的担当。

心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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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戈壁，数门火炮昂首挺立，空
降兵某旅防空分队在静候一场“恶战”。

突然，风诡云谲，飞沙走石，空中
还下起雨来。“这天气靶机肯定飞不起
来，实弹射击恐怕没戏了。”大家紧绷
的弦稍稍放松。
“敌机！”只见乌云深处一架航模机

如同一只敏捷的穿云燕，在云层中俯仰
翻飞，时隐时现。霎时间，地面火炮齐
鸣，一张火网扑向靶机。

爬升、翻滚、俯冲，几个回合过
后，靶机竟毫发未损。
“怎么飞不了，就看你们打不打得

着……”航模操作手、四级军士长苏春
林嘴角划过一丝狡黠的微笑。神出鬼没
的航线让防空兵们恨得牙痒痒。很多人
并不知道，这个技艺精湛的“蓝军机
长”，竟是半路出家。

10年前，一次观摩演习，苏春林被
头顶呼呼的几架航模飞机迷住了，眼睛
直勾勾地跟着航模飞。“长见识了吧，
那是炮兵团的航模班……”苏春林听得
两眼放光。

那晚，苏春林梦见自己操纵着航模
飞机凌空而起，飞过树梢，穿过白云，
飞得和太阳一样高……
“咱步兵团压根儿就没有航模让你

飞。”摸到苏春林的小心思后，战友一
盆凉水浇了过来。可让大家都没想到的

是，很快传来单位要选派学兵学习航模
操控技术的消息。苏春林兴奋得心里直
蹿火，第一个报了名。
“跨界”哪有那么容易。动力、气

流、气压……课堂上，只有初中学历的
苏春林感到这些名词是那么陌生，但他
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认认真
真做笔记，把教材翻得稀巴烂。战友笑
他：“你这是在吃书……”

回到单位，一有空闲时间，他还是
埋头“啃书”。
“不如先买个航模练练手？”英雄无

用武之地，战友的一句玩笑话像一颗钉
子扎在苏春林心里。他暗下决心，一定
要争取机会亲手把航模飞上蓝天。

机会总算来了！航模班班长退伍
后，师里选拔操作手，苏春林以理论考
核第一名的成绩，跨单位调入航模班。
“不好！空中停车！”当上操作员没

多久，苏春林就“摔了一跤”。初上高
原，航模刚刚飞到高度
300 米 ， 突 遭 发 动 机 熄
火，先是几下颠簸，然后
一头栽了下来，重重摔在
地上。捧着残骸，苏春林
脸上火辣辣的，像是挨了
一记响亮的耳光。“平原
能飞，高原不一定能飞，
晴天能飞，刮风下雨不一
定能飞……”看到差距的
苏春林一头扎进高原飞行
的难题攻关中。

几天后，再次试飞，

不料，又一架航模机惨遭跌落摔毁。
“4000米高原飞不了航模！”面对战

友的定论，苏春林心有不甘。航模飞不
上天，就是让防空分队无的放矢，实战
化训练就会大打折扣。“不能因为自己
本事差而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他沉
下心来，研究高原飞行条件，从电路、
仰角、配油比等方面逐个进行优化。半
个月后，航模成功飞天！

攻克高原飞行的难关后，苏春林不
断在复杂条件下锤炼硬功，成为了一名
掌握多种机型、适应多种气象条件的航
模操作手，获得空军“优秀士官人才
奖”，荣立三等功。
“发动机声音不对头……”再战高

原，航模刚刚发动，苏春林发现问题，
果断要求停飞检修，并联系厂家寄来零
件，检修完毕，航模平稳飞上天空。
“转身，横滚……”风雨中，苏春

林熟练操纵，“穿云燕”划过一个优美
的弧线。

（图片摄影：郝庆宝）

四级军士长苏春林

着迷航模机
■时立新 王向科

有底气才有胆气

■苏春林

敢飞的胆气源自苦练的底气。没

有真本事，休想与我过招。当兵就要当

尖兵、打胜仗。

心 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