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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清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汽
车营营区内引擎轰鸣，官兵身着战斗着
装迅速进入战位。很快，一辆辆运输车
快速驶出营区，消失在道路尽头。

这是该营应急拉动演练的一个场
景。“车轮上的部队就要平时能应急、战
时能应战。”该营教导员陈友金说，他们
着眼联勤保障部队使命任务，建立常态
化备勤机制，制订10多套应急预案，像
这样不打招呼的拉动已成常态。

10年前的 5月 12日，汶川特大地
震发生后，正在执行任务的该营从高
原直接开赴震区，成为第一支到达绵
竹、北川重灾区的运输力量。3个多
月的时间里，他们运送食品、药品、帐

篷等救灾物资达 3万多吨，转运人员
5245人次，最紧张的几天官兵每天休
息时间不足 3小时，部队荣立集体一
等功。

此次调整改革中，经历 2次转隶
的该营成为新型作战保障力量的重要
单元，向着随时拉得出、上得去、保得
好的目标发起了新冲锋。
“不要怕，看我手势……”综合训

练场上，一辆运输车在一条仅比车身
宽半米左右的道路上缓慢前进。看着
狭窄的道路，上等兵驾驶员李璐显得
有些紧张。他目视前方，根据连长甘
国锋的提示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方向
盘，额头已渗出密密的汗珠。

好不容易通过狭窄道路，又遇“双
边桥”。桥长 10米，桥上两根钢轨宽
度与汽车轮胎相当。这次甘国锋没有
给李璐慢慢来的机会，而是下令快速
通过。由于没有掌控好车辆位置，一
个前轮脱离钢轨，通过失败。
“李璐学习汽车驾驶只有几个月

时间，对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要加
快战斗力生成步伐，使命不等人，日常
训练必须从难从严。”甘国锋说。

为提升训练效益，该营贴近实战
自主创新 10多项训法，还让复训学兵
大胆征战川藏线。

素有“西部奇路”之称的川藏线
路况复杂、气候恶劣、危险重重。他
们把川藏线作为天然练兵场，利用进
藏执行任务的机会，安排驾驶复训学
兵上线锻炼，还设置通过染毒地段、
战地抢修、避敌空袭等训练课目，训
练效果显著。

老兵也有新挑战。上士谢实军有
个多年养成的习惯，每次行车都会把
作战靴换成底子柔软的迷彩鞋。但在
查摆和平积弊讨论中，他的这一做法
被明令禁止。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上战场

穿作战靴，训练中就要穿作战靴。”营
党委还以此为突破口，纠治驾驶员不
戴头盔、训练中车辆载重不够等过去
习以为常但不符合战斗力标准的问
题，让许多老驾驶员直呼“训练不易”。

从严从难，难的不只是战士。去
年，全营野外驻训近半年时间，从戈壁
荒漠到雪域高原，他们与不同单位练
联合、练协同、练保障，一体化联合作
战条件下指挥协同成为每名干部的新
考题。
“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

就是不惧艰难、百折不挠，我们就是要
难中进步，难中取胜。”闯过 10年前的
那片废墟，抗震救灾精神已在全营官
兵心中扎根。为提升干部一体化联合
作战条件下战场指挥能力，营里开办
干部夜校，让大家在学习中共同进步。

去年，该营圆满完成多项演习任
务，荣立集体三等功。营领导说：“汽
车兵是心向远方的行者，踏上强军兴
军的征途，我们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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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康、颜士强报道：“现在部
队机关食堂设置了家属购饭区，我们吃饭
的事解决了！”前不久，正在野外驻训的新
疆军区某红军师单营长接到远在后方营
区的岳父打来的电话，心里的一块石头终
于落了地。该师领导告诉笔者，让驻训官
兵家属到部队机关食堂打饭，是他们为官
兵解除后顾之忧的举措之一。

单营长的岳母因患重病长年卧床，妻
子忙于工作无法照顾，年迈的岳父既要帮
他照看两个孩子，又要照顾因病卧床的老
伴，常常忙得顾不上做饭。此次野外驻
训，单营长放心不下家里。

该师领导得知情况后，在所属部队
开展调查了解到，像单营长这样的情况，
在官兵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事情虽
小，但我们决不能让官兵在练兵备战中
有后顾之忧。”该师将官兵家属就餐问题
列入党委会议，研究决定在机关食堂设
置家属购饭区，保障家属就餐无忧。
“现在好了，我再也不用抱着孩子做

饭了！”说起这一变化，该师机关干部张
波的岳母高兴得合不拢嘴。正在野外驻
训的张波感慨地说：“师里积极为我们排
忧解难，我一定努力训练，用实际行动回
报组织关心。”

新疆军区某师倾心为官兵排忧解难

食堂设专区保障家属就餐无忧

本报讯 潘吉业、特约记者李佳豪
报道：“我家属有孕在身，行动不便，请
派通勤车到一号门。”8月初，第 77集团
军某旅中士胡家伟的妻子来队探亲，刚
在营区门口办完登记手续，一辆电瓶车
就出现在眼前。

7月初，该旅机关在调研中发现，每
逢周末，不少官兵即便有外出名额，也很
少请假外出。“我们部队营区大，宿舍到大
门口距离远，从营区到市区等车坐车要一
个多小时。大家外出一次，三分之二的时
间花在路上。”座谈时，一些官兵直言不
讳，“平时在营区活动也不方便，有的连队
上哨下哨来回就要走很久。”

基层有所盼，机关立即办。在广泛

征求意见后，该旅购进 12辆电瓶车用于
通勤摆渡，并规范行车路线、设立停靠
站点、明确运行时间，方便官兵在营区
内搭乘；依托值班室建立调度中心，遇
有特殊情况，官兵可拨打电话预约用
车。此外，该旅机关还协调驻地公交公
司开通“拥军专线”，周末及节假日将公
交车开进营区，使官兵外出往返所需时
间大大缩短。

通勤车投入使用后，该旅还及时根
据官兵反馈意见升级通勤服务，开通夜
间接哨、执勤送餐等专线。谈及机关推
出的服务措施，通信连上等兵李明辉赞
不绝口：“机关服务贴心，基层官兵暖
心。”

第77集团军某旅为兵服务从小事抓起

通勤车服务解决官兵出行难题

8月11日，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跨昼夜实兵演练，提升部队高原火力打击能力。 胡 靖摄

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莫过于青春，军

人最崇高的境界莫过于奉献。王继才同

志爱国奉献的高尚品格，是值得我们学习

的宝贵财富。对一名雷达兵来说，奉献不

是豪言壮语，而是默默无闻的工作常态。

我和战友常年驻守的海岛，天气多变、高

盐潮湿、交通不便、条件艰苦。但我愿意

像王继才同志那样，默默地将根扎进这片

土地，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坚守平凡的

岗位，守护祖国海空安全，谱写属于自己

的爱国奉献之歌。

——东部战区海军某雷达旅二级

军士长 吕敬一

王继才32年的守岛岁月化作了开

山岛上的一块块磐石。同样是一名守哨

老兵，我对他经历的艰难感同身受。我

要像王继才同志那样以台为家，把自己

钉在海疆前哨，照亮军舰前行的道路。

——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

勤务保障队四级军士长 纪 兵

王继才同志坚守孤岛32年无怨无

悔、默默奉献的事迹令人感动。这个时

代需要坚守，更需要爱国奉献精神。作

为驻守珍宝岛的英雄连队，我们要把弘

扬珍宝岛精神与学习王继才同志的爱

国奉献精神统一起来，守好祖国的每一

寸土地，让党和人民放心。

——陆军某边防旅驻珍宝岛连队

政治指导员 张 帅

学习了王继才同志的先进事迹，我

由衷地钦佩他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

以及高尚的爱国奉献精神。作为一名

普通战士，我也要像他一样坚守自己的

岗位，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

劣，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平

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凡的人生华章。

——武警云南总队普洱支队战士

李龙刚

在条件恶劣、物资缺乏的小岛上坚

守 32年，王继才同志的人生不平凡！

作为担负着通信保障任务的一名普通

女兵，我要从榜样身上汲取精神力量，

秉持“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的

信念和坚守，扎根三尺机台，用奋斗的

汗水谱写青春诗行。

——空军某通信旅四营十四连战

士 李小倩

从报纸上学习了王继才同志的先进

事迹后，我被王继才同志崇高的精神境

界深深地打动了。学习他的爱国奉献精

神，对我而言，就是要在征兵工作中严格

标准，认真把关，把更多优秀的适龄青年

选送到部队。

——江西省瑞金市人武部部长

李泽民

一样驻防祖国边疆，一样为人民站

岗放哨。王继才同志坚守海岛32年，

以岛为家，默默奉献。作为一名边防军

人，我要从他身上汲取力量，为祖国和

人民守好防。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二十

八连中士 袁茂勇

王继才同志是我们预备役部队官

兵学习的楷模，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什么叫忠诚。我们要学习他“默默坚

守、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扎实训练，

练兵备战，做忠诚的海天守护者。

——东部战区空军某预备役场站

预备役军官 吴凯丰

谱写爱国奉献之歌
—学习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感言

（上接第一版）

从零起步，从基础理论学起，一营
官兵自己编教材、写教案，为了搞懂一
个数据，有时在车上一干就是几个昼
夜。

从火炮构造到指挥系统，从赋予射
向到诸元计算，一营官兵一步一动地测、
一分一毫地比，梳理总结出新型火炮射
击诸元计算、观察所开设等6种新方法。
“过去练‘脖子以下’的硬功夫，如

今要多练‘脖子以上’的硬功夫。”谈到
转型之痛，二连连长贺亚鹏感慨颇多。

一场夜战，二连正以小群多路的方
式向“敌”迂回包抄。导调情况突然传
来：“前方 300米出现小股‘敌人’，一班
突击车被毁。”

贺亚鹏感到奇怪：搭载红外摄像载
荷的无人侦察机早把那个区域“滤”了
好几遍，“敌军”怎么冒出来的？
“蓝方采取了红外遮蔽。”导演部的

解释让贺亚鹏如梦初醒，立即下达指
令，利用隔热模块对己方突击车发热部
位加以遮盖。

第二道难题接踵而至——“连队电
台受到强电磁干扰，通信中断。”夜幕
下，旗语、光电等手段都用不上，咋办？
贺亚鹏灵机一动，利用信息化终端的简
易信号建立通联，继续指挥。

一夜鏖战，几次化险为夷，汗水浸
透了衣背，贺亚鹏却越打越清醒：“旧的
思维定式是个‘隐显靶’，在这个地方打
倒了，不知道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冒出
来。不消灭它，就难打胜仗！”

新锐之力——

“提升新质战斗力，

要在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上，

问问自己行不行”

军营里，战备拉动再寻常不过——
“3号地域遭‘敌’袭击，命令你部迅

速出动！”警铃响起，一营官兵迅速奔赴
各自战位，立即转入战斗状态。提前 11
分钟，物资器材装载完毕；提前 17分钟，
人员登车完毕……

然而，这个“3号地域”的坐标数据
传输到各单元之后，大家倒吸一口凉
气：居然在1000多公里之外！

多少年、多少回，战备拉动就是全
副武装出去“转个圈”，“陌生地域”总是
似曾相识，“啥时候跑出过军用地图”？

千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随着陆
军转型建设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不寻
常，变成了一营的寻常事。

新型陆军要走多远？一场装备检
验性演练，从林海雪原到青藏高原，一
营边打边走。看着里程表上的“1万公
里＋”，官兵对新质战斗力的“海拔”有
了更深的认识。

新型陆军要走多快？战法研究中，
一个战例触动了大家：科索沃战争中，
俄罗斯军队 7个半小时急行军 500余公
里，出其不意地抢占斯拉蒂纳机场，赢
得了军事上的主动。
“习主席对陆军提出‘机动作战、立

体攻防’的战略要求，蕴含着信息化战
争的制胜机理。”该旅旅长高金虎想得
更深，“提升新质战斗力，要在别人没有
走过的路上，问问自己行不行。”

在长期参与一营转型建设的该旅
副参谋长丛光辉眼中，“一营一直在走
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工厂接装，他们驾驶近百辆新型突
击车，放弃安全的铁路输送，昼夜连续行
军千余公里赶回营区；牵引试验，他们大
胆提出增加拖车挂钩，牵引两辆载重挂
车，难度提高了一倍以上；山地机动，他
们选择的路线，是传统步兵营运载车辆
无法通过的坦克训练道……

在一营，官兵对“行”和“不行”的认
识，总是有自己的辩证法。

一场演习，导调员惊奇地发现，“敌
军”火力覆盖后，一营进攻队伍里居然
多了一个背电台的少校。

原来，电台兵“阵亡”，营长宋恒哲
二话没说，把装备背到了自己身上，一
边熟练操作电台接收指令，一边观察敌
情组织指挥，一边又用信息化终端传输
数据，一秒钟都没耽搁。

一次观摩，前来视察的首长发现，
一名少校从编制结构、装备配系、技术
性能到战术运用，解说头头是道。

“你是营长吧？”“报告首长，我是教
导员于林新，营长在外地执行任务。”看
到观摩人员有些惊讶，旅政委刘士秋接
过话茬：“于教导员是全旅干部军事考
核总评第二名。”

这里没有人轻易说自己行，他们说
信息化战场上所有人都是新手；这里没
有人轻易说自己不行，他们说每个人都
必须是作战链条上的过硬一环。

新锐之气——

“打造新时代陆战

先锋，干的是‘试飞员’

的事，就要有舍我其谁的

那股劲儿”

一营常有惊人之举。
盛夏，塞北，刚列装的新型单兵防

空导弹进行首次实射。
预定课目射击顺利完成后，一营主

动要求增加难度：靶机超低空飞行，每
次再投掷多枚红外诱饵弹……

厂家的工程师一听就乐了：“导弹
定型试验时条件也没有这么苛刻，能打
上吗？”有人善意提醒：“规定动作做完
了见好就收吧！”
“总要有人第一个打！”一营官兵坚

持要打，最终准确命中，导弹的战斗力
“阈值”被刷新。

两年后，还是在这片草原，当得知
射击目标是航弹时，在场的上级首长、
科研专家、工厂人员心里都不禁“咯噔”
一下：“国内还没有这类导弹打航弹的
记录，国外也仅有几次尝试。”
“总要有人第一个打！”一营官兵还

是那句话。射手张智豪占领发射阵地，
跟踪、瞄准、击发，一气呵成。一枚导弹
拖着尾焰直刺苍穹，空中开花，又一项
纪录诞生。
“其实，第一个打，我们比谁都怕。

新装备训练风险高，难免会遇到‘沟沟
坎坎’。可训练场上前怕狼后怕虎，战
斗力生成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营长
宋恒哲诚恳地说，“打造新时代陆战先
锋，干的是‘试飞员’的事，就要有舍我

其谁的那股劲儿。”
海军某军港，一营首次进行航渡与

登陆演练。第一天上船，80%的参训官
兵吐空了胃。
“吐空了胃，但不能吓破了胆。”党

员骨干带头，铆在潮湿闷热的船舱里研
究车辆固定，边吐边干，一待就是三四
个小时。

演练即将拉开帷幕，海面卷起大
风。海军战友建议：演练改期。“战场不
能约时间，再说演练就是要暴露问题，
查找不足，我们不怕出丑。”在一营的一
再要求下，演练如期举行。

三昼夜航渡，战斗在黎明打响，一
台台战车如出水蛟龙，抢滩登陆。冲锋
的路上依然有人呕吐，却无一人落下。
海军艇长竖起大拇指：“这群步兵，有股
子血性。”

空军某机场，一营首次进行空运装
载试验。机舱门理论上虽能装下某新
型突击车，两旁却仅有 20 多厘米的间
距。突击车身宽体重，方向盘稍稍打个
滑，就可能酿成事故。空军战友掂量许
久，建议说：“保险起见，要不大家一起
把突击车推上去？”

现场指挥的排长宋享居却谢绝了
这番好意：“打仗时咋能推着车走？请
相信我们。”

一声鸣笛示意后，突击车稳稳地驶
入机舱预定位置，赢得了飞行员们的热
烈掌声。

在一营的转型日志上，记载着许多
这样的“首次”：首次进行陆海空联合作
战先期实践，首次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实
现合成营指挥体系构建，首次对合成营
全域机动作战进行探索，首次进行空地
联合火力试训，首次构建合成营军地联
合保障网络……
“这些首次，如今说起来很提气，当

时可都是千难万难。”回望一路走来的
历程，营长宋恒哲感慨万千，“大家都感
叹一营的新，其实更新更快的是这个时
代。今天的新型作战力量，明天也许就
会落伍；今天的制胜机理，明天也许就
会过时。作为陆军转型建设的探路者，
我们只能加快步伐朝前走，那里还有更
远的路、更高的山。”

一支陆军新锐的“换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