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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聚焦新排长成长（下）

既是基层一线战斗员，又是离战

士最近的指挥员，排长的作用格外重

要。图为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7连

排长陈云（左三）带领小分队例行巡

逻。 徐先传摄

他可以忍受苦累，却

忍受不了虚度光阴

时针指向夜里十二点，中尉拖着疲
惫的身躯往宿舍挪着步子。他躺在床上
想着明天的工作，不一会就睡着了。

连部的文书伸了伸懒腰刚准备关电
脑，一阵急促的电话声骤然响起。

连长紧急召集各级骨干，传达了
明天上级来检查的通知。刚刚从被窝
里爬起来的中尉如梦初醒：前些日子
他去外单位学习，很多笔记还没有来
得及补。

中尉写了一会停下来，甩甩发酸的
手，看着周围奋笔疾书的战友，心里有些
无奈。

中尉希望自己拿着的是红蓝铅笔，
面前是一张作战地图……

学习室里最后只剩下了中尉。他看
着天边渐渐明朗的晨曦，趴在桌子上睡
着了。

起床号把中尉吵醒。不管睡得多
晚，都要在这个时候起床。

检查组的车在门口停了下来，整个
营区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平常欢实的
几条土狗也躲在树下。

检查组兵分四路，来到中尉他们连
队的“领导”是一个年轻干部，也是中尉
军衔。

检查过程很细致，好在没有发生大
的差错。聊天中得知那位年轻的“领导”
跟自己同年毕业，中尉顿时有点自惭形
秽：自己还在基层趴着呢。

检查组在营区待了一天，中尉觉得
时间好漫长。缺少睡眠让他精神有点不
振。尽管今天没有搞训练，他却觉得很
疲惫。

晚上七点，大家都去看新闻了。中
尉坐在屋子里，本来想看会书，翻了几页
却看不进去。

他还不到 25岁，却时常感觉自己已
经有点落伍。他可以忍受苦累，却忍受
不了虚度光阴。

中尉想找个人说说话，翻开手机，大
学同学群里已经好久没人发言了。找出
通讯录，从头看到尾，也不知道打给谁。

一个身影从门外晃过，中尉没好气地
喊道：“看见你了，别藏了！”

同屋的下士闪了进来，一脸讪笑地对
中尉说：“我搞了点好吃的，要不要来点？”

一碗米线入胃，中尉感觉心情好了
点。

下士意犹未尽，一边擦嘴一边说：
“这村里有一家牛肉火锅，味道还行；还
有一家烤鱼店，价格便宜；五班有几个人
上次去镇上发现了一家海鲜店。我就奇
怪了，这大山里哪来的海鲜？下次咱也
搞个海鲜锅来吃吃。”

中尉听了这番话笑了起来，“啥时候
你们干工作有这种激情就好了。”下士摆
摆手说：“人又不是机器，怎么可能 24小
时连轴转？没心没肺其实挺好的，你看
我们班那几个新兵，虽然平时没少说他
们，但还是该干啥就干啥。”

中尉叹了口气说：“我这个排长当得
不好，自己的思想都不稳定。”下士笑着
说：“我们都是凡人，总会有啥都不想干
的时候，这也是正常的。”

中尉咬了咬嘴唇，心中的海浪在剧
烈地翻腾。下士点了一支烟，接着说：
“我 17岁就去工地搬砖了。大家说我体
能猛，那是因为打工时吃了太多苦。”

下士偏过头来，一脸戏谑地对中尉
说：“别伤春悲秋了排长，还等着你快点
提拔关照我呢。”

中尉脱口而出：“我看难。”
下士哈哈大笑：“那就当个小官，能和

我一起吃米线的那种，比如现在就挺好。”

夜幕中划出好看的弹

道，这是军人独有的美景

中尉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演习，全员
全装的部队令他心潮澎湃，虽然他已经
不是第一次参加大场面了。

老式站台迎来了“老朋友”：各式各
样的装备排成长龙准备上平板，远处拿
着加固器材的士兵在静静地候着，警戒
分队的炮口慢慢地升起来……

这样的场景令中尉很兴奋。曾经，
以为自己是将才，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
马；现在，全连拉出去，车辆能顺利抵达
他都觉得自己“很能”。

全连车辆装载完毕，再次下火车时，
他们面对的就将是异地的别样风景。

凌晨时分，车队终于到达了目的
地。全连睡单兵帐篷，明早起床再搭班
用帐篷。中尉转了一圈，发现排里的帐
篷少了那么一两顶。这也不是什么问
题，两个人挤挤就行。中尉找了一顶钻
进去，和衣而卧。

不一会，一个新兵也钻了进来。中
尉睁开眼说：“帐篷不够，一起凑合一
下。”新兵听见中尉的声音怔了一下，不
知道怎么回答。中尉想起刚下连时给他
让床铺的那个兵，不知道他退伍以后过
得怎么样。

中尉醒来的时候还不到六点。他爬
出帐篷，发现连长和几个士官在不远处
商量着什么。

中尉走过去，掏出烟来发了一圈，自
己也含了一根。旁边的下士利索地点上
火。这是连队开会的经典模式。

连长紧锁着眉头，“刚接到命令，上
午搭帐篷的计划取消，全连上阵地构筑
工事。”

太阳不算很烈，阵地上的人却已经
汗流浃背。中尉拿着鹤嘴锄刨了一会
儿，腰就疼得受不了。他支起身子，朝四
周望望。远处，有一个他无比熟悉的身
影：戴着白手套，挥锄的频率永远富有节
奏。那是他刚下连时的班长，一个第八
年的中士。

中尉朝中士走了过去。中士也看见
了中尉，挥锄的动作只是稍微放慢了一
点，却没有停下来。

中尉走到他身边，笑着说：“两年前
我见到你时，你就是这个样。”

中士头也不抬：“两年前的你，可比
不上现在的你。”

泥土被一锹一锹地挖出来，火炮掩
体已经基本成型。中尉有些惭愧，他的
工作量尚不及中士的三分之一。

中尉看着中士，在那一刻他明白了
“骨干”两个字的含义。老兵是部队的财
富，士官是基层的中坚。

那夜，实弹射击。全连火炮齐射，在
夜幕中划出好看的弹道，这是军人独有
的美景和浪漫。

中尉看着手表，又是一个凌晨两
点。

退伍是一个瞬间，而

不是永远

夏 末 秋 初 ，又 到 军 营 离 别 的 季
节。半年前叫唤着要退伍的家伙现在
都销声匿迹了。真正的离别，向来悄
无声息。

中尉穿过半个营区来到后山猪圈。
他知道，这里的主人想回家。饲养员是
一位下士，从年初离开班排来到猪圈。
这里有他亲手养大的 10多头猪，一个个
膘肥体壮。

中尉走到窝棚里坐下，往灶台里面
塞了几个土豆。他看着下士打趣说：“你
对猪还真好，从来没请我吃过土豆。”

下士摆摆手说，随便吃。
猪圈起初只是一块洼地，下士一个

人把它修成了猪圈。泔水不够吃，他自
掏腰包买土豆白菜。

在别人眼里，这是臭烘烘的猪圈。
对下士来说，这是他对军旅生涯最后的
一点交代。

中尉一边翻着土豆，一边自言自语：
“曾经全旅跑得最快的战士，现在成了优
秀的饲养员，这算新闻么？”

下士淡淡一笑，“没什么，每年比武
都会有很多尖子出彩，这是自然规律。”

两个人海阔天空地聊天。下士
说，中尉刚下连时有次早上出操穿错
了衣服，中尉变成了上等兵。中尉
说，下士有次帮厨把糖当成了盐，于
是全连品尝了一次上海风味的西红
柿炒鸡蛋。

看着后山上落日的余晖，中尉想尽
最大努力挽留这个优秀的士兵。于是，
他用极为蹩脚的技法开始了游说：“新装
备下连了，你不是一直想玩火控么？留
下来吧，连队需要你这样的骨干……”

下士诚恳地说：“当兵 5年，我感觉
自己要换个活法。”

下士说出了很多兵的心里话。中尉
笑了笑，把手里的土豆放到一边，“我毕
业快两年了，还没学会怎么带兵。”

下士看着猪圈，一边添食一边说：
“道理很简单，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
窝。你是什么样子，你的兵就会是什么
样子。”

中尉明白，主官是基层连队的灵
魂。一个嗷嗷叫的连队，其背后必然会
有风风火火的连长或者指导员。

中尉觉得，自己离这样的目标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自己还太
年轻。

下士说：“排长，你还是挺不错的，部
队有铁的纪律，可也需要人情味，这方面
你做得不错。”

退伍仪式依旧未变，变的只是台
下的老兵。中尉面向士兵，替他摘掉
肩章和领花。士兵努力控制住自己的
情绪，眼泪却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
来。中尉拍拍士兵的肩膀，什么话也
说不出来。

军装已经“长”在他们身上了，现在
突然脱下来，肯定会很痛。

中尉骤然明白，退伍是一个瞬间，而
不是永远。

我不是什么机关干

事，还是你们的排长

这一年秋天，中尉被旅机关选调，暂
时成为了一名干事。下山的时候天色阴
沉，中尉心事满满。

破旧的客车离开小镇，沿着公路缓
缓行驶。远处的山峦在视线中起起伏
伏，中尉的心随着颠簸的客车一路忐忑，
他突然有些想连队的那群兵了。

机关大院近在咫尺。对于很多基层
军官来说，这一级的机关是起点，抑或是
终点。

中尉到科里门口，喊了声洪亮的“报
告”，随即发现了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屋
子里面坐了两位少校。中尉打量了一
下，朝着看上去稍为年长的那位走去。
刚要说话，结果人家手一指，小声说：“那
边的才是科长。”

中尉大窘，他只好走过去重新报
告。科长点点头说，上来了就好好工作，
不会的东西就问问其他同事。

中尉开始了他的机关生活。他发
现，机关的工作也很多，他每日发通知、
写材料，还有上级赋予的其他各种各样
的任务……工作很忙碌，只是快乐很少，
心里有些空。

办公室的挂钟指向凌晨两点，敲着
键盘的中尉昏昏欲睡。这几天要写的材
料实在太多了。办公室只剩他一人，中

尉想起下午的时候，科长要他往基层发
通知。

中尉犹豫了一下：“今天下午已经
发了两个通知，都是要下午五点前上
报……”科长无奈地笑笑：“今天的工
作，能推到明天吗？”

中尉只好把通知发下去，他知道各
营连的文书，一会儿就要手忙脚乱。

中尉合上电脑关掉灯，写了一夜的
文件，脑子快要烧掉了。中尉叹了口气，
机关的凌晨两点他已经见了很多次，今
夜天边还挂着月亮。

中尉来到操场，跑了几圈觉得气喘
吁吁，加班熬夜很伤身。他躺在草地上，
一任月亮的光华洒落在身上。

远处的哨兵早就注意到他，中尉很
希望哨兵走过来，询问今晚的口令，可是
哨兵始终没有。中尉有些失望，他在想
“小四川”是不是还在路灯下看书。

在机关里，中尉遇见了很多真心教
他本事的前辈。最让他开心的是，有一
位学长和学姐也在机关。

周末，学姐邀他去做客。餐食就是
火锅加外卖，中尉看着热气升腾的火锅，
心里暖洋洋的。学姐说：“看你整天都在
办公室埋头苦干，累不累？”中尉摇摇头
说：“没啥，年轻人吃点苦，很正常。”

学长鼓励道：“你好好干，未来肯定
比我强。”

周末的晚上，中尉一个人来到器械
场。一个列兵正在练单杠二练习，显然
他还没掌握技巧，力量也不够。

中尉上去翻了几个，列兵一脸羡
慕。中尉拍拍列兵的肩膀说：“你也可以
的，我当新兵时，单杠一练习都上不去。”

列兵沉默不语。中尉好久没跟士兵
聊天了，他问列兵是不是有心事。

列兵回道：“我想去战斗连队……我
不想把两年时间，都耗在岗亭里。”

中尉感觉这个列兵不一般。有想法
的人，都很了不起。

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有些早。三个月
的借调期很快结束了，中尉乘车返回连
队。

客车驶进大山，手机信号由 4G变为
2G，再由 2G 变得更微弱。两年前的那
个夏天，他也是这样来到大山。

中尉下车，上山，贪婪地吸了几口
山上的空气，一切都如往常般熟悉。刚
走到半山腰，他发现新车场已经修好
了。

全营几十辆战车静静地停在那
里，仿佛等着他的归来。几个年轻的
战士跳下车，跑过来逗他，“机关干事
到连队检查工作了？”

中尉摆摆手：“我不是什么机关干
事，还是你们的排长。”

你是什么样子，你的兵就会是什么样子
■李政阳

版式设计：梁 晨

上有连长，下有班长，在连队，中尉

排长是你能找到的最小的“官”。

中尉排长李政阳，今年25岁。如果

可以“穿越”，到 2035年，他将步入 40

岁+，亲历军队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49

年，他将迈入50岁+，见证中国军队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目标的实现。

因 为 一 个 人 ，记 者 认 识 了 一 群

人——投身强军实践的一代。在寻找

“凌晨两点的中尉”过程中，记者渐渐发

现，其实，这个中尉是谁并不重要。“投身

强军实践的一代”不是贴在哪一个中尉

身上的一个简单标签。虽然中尉们现在

还不是军营的主导者，却是军队未来发

展的中坚力量。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即

将站到时代舞台中央，成为强军事业的

主要建设者、创造者和见证者。

强军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

的。改革强军的事业推进需要新时代每

个军人去担当。夜幕下，无数中尉们“很

拼”的样子在记者眼前拼起了一幅令人

热血沸腾的画卷：投身强军实践的一代

很可爱。

离开校园走进军营，新毕业的中尉

身上或多或少有着这样那样的素质短

板。他们不了解新装备新战法，他们不

熟悉部队运作机理，他们知兵不深……

但是，他们内心世界阳光，充满朝气锐

气，创新欲望强烈，有的是闯劲和血性。

如今，社会上的“低头族”“空心病”

“佛系青年”等，代表了许许多多90后和

00后年轻一代迷茫的一面。即使军营

是相对封闭的环境，军人也无法摆脱社

会的印记。

在最好的年华遇上军营，中尉们更

珍惜时间。《士兵突击》中许三多用一句

“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

义的事”，刷新了很多人对生活的认识。

在士兵许三多眼中，当兵是一件“有意义

的事”。对年轻的中尉们而言，他们要走

的军旅路，比许三多的路更长，碰到的迷

惘和纠结也自然更多。一腔热血不能凉

了，一颗滚烫的心不能寒了。他们需要

用不断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坚守和付

出是值得的。

如果说新一代的中尉们有什么不一

样，那就是他们拥有更多对军旅人生的

思考，拥有更多改变现状的冲动和主

张。他们会深入思考自己究竟想做什

么。或许，他们与我们期望他们肩负的

责任还不匹配，但他们一直在探索和努

力。来自军营各方面的考验磨砺甚至高

压锻造，必将激活中尉们身上天然的使

命基因，由此焕发出的新质力量也势必

影响和改变军营。同时，新一代年轻军

官们也在改革强军事业中，获得了与新

时代同频共振的价值观，迸发出更强劲

坚定的前行力量。

军营改造着“凌晨两点的中尉们”，

“凌晨两点的中尉们”也在悄然改变着军

营。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

是什么样，你的军队就是什么样。

新一代年轻官兵已经登场，他们军

旅生涯的起点和终点，必将参与、见证、

伴随中国军队奋进新时代的壮丽征程。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每一代年

轻军官都有自己的历史际遇，而历史只

会眷顾坚定者。

在最好的年华遇上军营，每一点努

力都会见证成长，每一个凌晨都将迎来

朝阳。祝愿和期待身处军营的每一个中

尉，有梦就有远方。

当最好的年华遇上军营
■本报记者 高立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