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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锤百炼方成钢——

梦想像一粒种子，哪

怕它小了点，种在心里总

会生根开花

“专业上我一定要说了算！”这句
有些“霸气侧漏”的话，出自全军重大典
型、首届“八一勋章”获得者、某导弹旅
导弹测控技师王忠心之口。

其实，王忠心的“兵王”之路并非一
帆风顺。他文化程度不高，刚开始学导
弹专业时感到很吃力。但熟悉他的人
都知道，“兵之初”他就有一颗追求卓越
的心，小到读图、传令、操作，样样都要
练到最好。

那年，班里调来一名读大学时专攻
导弹测控专业的上士。有人断言，王忠
心一定比不过这名“专业选手”。一年
后，某新型导弹列装后首次考核，两人
同台“PK”，王忠心以 97分的成绩再次
稳居全旅第一。

在导弹测控岗位千锤百炼 20多年，
王忠心操作过多种型号导弹，实装操作
上千次，从未下错一个口令、做错一个
动作、报错一个信号、按错一个按钮。

记者寻访多名“兵王”发现，像王忠
心一样，他们的成功都离不开“不服输、
不放弃”的优秀品质。某导弹旅技术营
一级军士长陈俊峰入伍后没挪过岗，潜
心练就一身“手到病除”的本领。一次
发射前，陈俊峰听到仪器异响，当即提
出重测并找到故障点，化险为夷使导弹
顺利飞天。

回顾自己的“兵王”之路，陈俊峰用
一段歌词表达心声：“强者为尊应让我，
英雄只此敢争先，一腔热血一身胆，不
知退后总向前……”

追求卓越方能梦想成真。某团高
级修理技师张士英，靠一把焊枪、无数
根焊条，在火花四溅中把自己焊成“兵
王”，如今获得焊工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证，担任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唯一的“兵
评委”。他说，“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谁说干修理工就没有出息？
“梦想像一粒种子，哪怕它小了

点，种在心里总会生根开花。”某导弹
旅一级军士长王权海刚下连时，梦想
是当一名导弹发射指挥长。这对一名
新毕业的大学生排长来说，也需数年
时光，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其间艰辛可
想而知！

经过上万次插、拔、挑、掰等模拟动
作训练，王权海终于把一个个装备原理
烂熟于心，整理出上百万字专业笔记和
操作发射数据，成为旅里第一个士兵
“全能号手”、首位士官指挥长。

因为卓越，写就传奇。通信连指导
员周雅楠说，她 6年前第一次在讲台上
见到王忠心就惊叹不已：一名士官讲
课，台下听得如痴如醉，授课水平堪比
大教授。如今，她对满服役期后又延迟
退休的王忠心更加敬重：贵为专业“一
流高手”，工作始终一流标准，无愧“兵
王”美誉！

默默坚守当好兵——

哪有秘诀？扎根基

层就要甘于平凡，但决不

能甘于平庸

“好兵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某导弹
旅发射三营的一次讨论中，大学生列兵
刘昆直言：“就是班长刘斌那个样子。”

在刘昆眼里，刚晋升一级军士长的
控制技师刘斌，从列兵到“兵王”，像一
块石头在连队默默磨砺了 24年，练就满
身武艺，带出上百名徒弟，荣誉等身却
从不张扬。刘昆不止一次向班长讨教
秘诀，刘斌总是这样告诉他：哪有秘
诀？扎根基层就要甘于平凡，但决不能
甘于平庸。
“一颗平常心，再老也是兵。”在某

导弹旅，早已晋升一级军士长的该旅士
官长潘海亮介绍，昔日的战友已提干当
上了旅里的副参谋长，他却继续把兵当
得有滋有味，成为旅里的专家型士官，
荣膺全军首届爱军精武标兵，当上了旅
首任士官长。

不甘平庸，就得付出超乎寻常的努
力。为了让导弹发射车精准停驻，某导
弹旅发射车驾驶员周德强年复一年练
起步、停车，经常因脚踩到酸软无力，下
车时失去平衡摔倒在地。晋升为一级
军士长后，战友依然看他在车辆上吊铅
垂、在地上划矩阵点，一遍遍巩固制动
的力道和停车的感觉。

甘于平凡，构筑了这些“兵王”的精
神高地。午饭时间，烟尘弥漫的岩层深
处，某工程部队一级军士长谭和平蹲在
一个角落，端着饭缸正吃得津津有味。
在山沟里当了半辈子工兵，领导几次三
番请他出山，他一次次委婉拒绝。

为什么？谭和平用布满老茧的手
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憨厚地说，到哪儿
不是干，平凡中也可以干出不平凡的
事。他用近 30年光阴，在寂寞大山之中
留下一串闪光数字：参与 25项国防施工
任务，解决技术难题 90余项，排除作业
故障 200多次，培养 43名专业技术带头
人，自主创新9项工艺被推广运用……
“面对工作，只有发自心底的热爱，

才能走得更久更远。”某导弹旅政委彭
柯说，旅里的 13位“兵王”一直教育着自
己，也启迪着官兵。

胸怀匠心敢较真——

没有严实的作风，就

当不了战场上的“工匠”

“此处不符实情，一定要改动！”接
收某导弹阵地，某导弹旅技术营一级军
士长、加注技师赵孔燕提出异议。

有人担心一较真，会影响兄弟单位
感情，劝他身为战士就别操旅长的心
了，可赵孔燕根本不听：“操作时我能克
服，打起仗来还能感情用事？”后来，双
方对表作战要求，拿出一套合理整改方
案，他才罢休。说起往事，赵孔燕依然
一脸严肃：现在放过一个小疏漏，将来
可能会酿成大事故。

对战略导弹部队官兵而言，严实精
神是他们看家的宝贵传统。某导弹旅
旅长王锡民介绍，操控导弹需要高超技
能，更需要严实作风，粗心大意、浅尝辄
止当不了导弹兵，投机取巧、眼高手低
更成不了“兵王”。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个“细”也是
匠心。某导弹旅发射车驾驶员、一级军
士长张金东，训练中车辆定位标准细分
到以厘米为单位来计算，发射车定位考
核打破旅尘封多年纪录，一级旅达标考

核时，精准定位又刷新了自己创下的纪
录……从军以来，他实现安全行车 60多
万公里，先后带出30多名专业技术骨干。

与“兵王”接触，他们虽然大多不善
言辞，但自律踏实、严格专注、敢于较真
是“兵王”们的又一特质。
“遇到问题不敢于质疑，哪有我的

今天？”某导弹阵地施工现场，上级组织
技术人员进行质量抽检，指出某装备影
响视觉效果，要求整改。一级军士长刘
庆辉站了出来：是建为看还是建为战？
当即反驳此改动不利于实战，并拿出专
业数据说服了检查组。

敢和专家叫板，敢和领导红脸，是导
弹“兵王”们成长路上工匠精神的呈现。
某旅发射四营一级军士长杨著贤讲解某
系统原理图时，发现教材中未标出经过
校正的电路。他就查找资料反复核对校
验，最终“补”上了这张图。当兵20多年，
杨著贤爱较真的“毛病”没改，反而因此
专业越学越精、军衔越来越高。

风雨砥砺见彩虹——

成功者之所以成功，

不过是因为他不肯放弃

猛将发于卒伍，“兵王”来自一线。
或在大漠戈壁，或在岩层深处，长年寂
寞相随的岁月里，他们有的攻关遇到难
题，有的身体伴有病痛，有的家庭存在
困难。然而，他们不曾放弃，终成堪当
重任的导弹“兵王”。

集中授衔仪式现场，刚走下高原的
某试验训练区班长盛德华代表新晋“兵
王”表态：当好新时代革命军人，始终坚
持不抛弃对理想的向往、不放弃对信念
的坚守……

那晚，身在京畿，遥望昆仑，盛德华别
样思绪涌上心头。10多年来，在那片风沙

漫天的大漠，他和几名战友担负特殊任
务，与其说是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
不如说是在与各自的恒心毅力掰手腕。
“再坚持坚持！”寒来暑往，春夏秋

冬，盛德华像骆驼刺一样在大漠扎根。
这些年，他带领战友在荒滩上徒步闯行
2000多公里，搜索弹着面积 2000多平方
公里，被誉为“哑弹克星”，荣获火箭军
“忠诚使命的高原火箭兵”荣誉称号。

带着青涩入营，满脸沧桑下山。每
位“兵王”的坚守，身上都曾留下岁月的
痕迹，甚至是伤痛。某导弹旅修理技师
王吉安在执行一次检修作业时，装备某
部件老化突然松动，数百公斤重的驾驶
室直接砸向他的右肩。命虽然保住了，
右手却丧失了运动机能。

对于导弹维修技师来说，手就是生
命。出院后，旅领导劝他在家继续休
养。他说：“我还有一只手……”如今，
他用左手练得一手绝活：分解保养启动
发动机 3分钟轻松搞定，底盘大修和电
器系统维修能单独完成……
“成功者之所以成功，不过是因为

他不肯放弃。”这是某导弹旅给一级军
士长高飞云颁奖时所用的颁奖词。前
些年，某导弹旅研制模拟仿真训练系
统，发射六营发控技师高飞云领衔难度
大的数据解码工作。

采编器一秒钟发出数十帧近万个
脉冲信号，从密密麻麻的字符中找到规
律并非易事。一次次无功而返，一次次
从头再来，那段时间高飞云用来打印字
符编码的纸张装满了十几个编织袋，终
于推理出采编器编码原理。

光阴荏苒，弹道有痕。“走向成功，每
个人的路都不一样，但有一样是不能缺
的，那就是坚持努力！”这是经历9任旅长
的某旅装备部修理所技师洪志寿的切身
感悟，这也是即将退休的他留给接任者、
旅配电班班长、儿子洪翔的人生嘱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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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兵王”是怎样炼成的
——火箭军部队一级军士长群体成长启示录

■本报记者 王卫东 特约记者 杨永刚

“士官太重要了！”今年两会期

间，习主席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

表团全体会议时指出，“各级要采取

切实措施，保持士官队伍稳定，发挥

好士官在强军兴军中的作用”。我深

感领袖的关怀让人温暖，统帅的嘱咐

字字千钧。

士官队伍素有“兵头将尾”之称，

世界上有90多个国家的军队士官规

模超过总兵力的一半。士官强，则部

队战斗力强。近年来，士官队伍已成

为我军强军兴军力量的主体，他们精

技术、善管理、会指挥、能打仗。贯彻

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切实发挥好士

官在强军兴军中的作用，实践中我感

到——倚重始于尊重。

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谁都渴望

得到别人的尊重，干部如此，新兵如

此，士官亦如此。深谙士兵与战争制

胜关系的贺龙元帅曾说：“要用兵，就

要爱兵。”我们不仅要教育干部与战士

保持密切关系，而且要以身作则带头

做爱兵的模范。士官多年甚至几十年

如一日，扎根在某一个岗位、某一专

业，关爱他们，就是关心战斗力。

尊重他们的辛勤付出。士官素质

相对全面，“一专多能”“一人多岗”的

士官渐成主体，他们思维活跃，许多士

官已进入“党委决策席”“技术专家

组”，有的新型士官建功于各种岗位。

一级军士长更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

者，是所在领域的专家、所从事专业的

行家、武器操作的能手。尊重他们的

辛勤付出，就是尊重士官这支队伍，就

是尊重知识与人才，有助于这支队伍

发挥更好的作用。

尊重他们的成长需求。士官队伍

作用发挥得好不好，与人才选拔、培养、

使用密切相关。必须尊重士官人才的

成长需求，不能轻建重用，更不能只用

不建。近年来，我们旅创新士官选、训、

用、管等配套长效机制，做到公开选拔、

公正使用、科学培养、严格管理，一大批

新型士官脱颖而出。我们还建立健全

激励机制，消除“改前拼命干，改后松一

半”“干好干差一个样”的弊端，驱动起

士官队伍争先奋飞的引擎，使“立鸿鹄

志，做奋斗者”成为一种风尚。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火箭

军两次组织集体授衔，这是对高级士

官的尊重，更是对士官这支队伍的尊

重。实践证明，士官人才培育、成长，

不能一蹴而就，离不开各级党委机关

的细心呵护。我们坚信，随着军队各

项新政策、新举措的出台，士官队伍的

活力会越来越强，在部队战斗力建设

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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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士兵中军衔最高的一个群体，他们都战斗在导
弹部队战斗力生成的关键岗位。

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人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师傅”，
上装能操作，上阵能指挥，有了故障能排除……

今年上半年，火箭军隆重举行授衔仪式，100余名来自

训练发射、国防施工、作战保障等领域的高级士官，从火箭
军领导手中郑重接过命令状，换上崭新的一级军士长军
衔，跨入导弹“兵王”行列。

作为一支高技术战略军种，士官队伍已然占据火箭军
部队的“半壁江山”。这些“工匠型”“专家型”“复合型”士

官人才，长年扎根基层，奋战在环境最艰苦、技术含量最高
的战斗岗位。

告别鲜花掌声，“兵王”回归战位。大山深处导弹兵军
营里，他们究竟留下了怎样的奋斗足迹？他们的成长经历
给怀揣梦想的士兵什么启示？本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戈壁大漠，朔风扑面，火箭军某新型
导弹发射进入倒计时。“瞄准数据出现误
差！”突然，测试台操作号手急促的报告
声，打破了测试大厅的平静。

十万火急！此次发射决定着该型导
弹能否按时定型列装部队。担任技术把
关的某导弹旅一级军士长夏建陆，与刚
晋升为一级军士长的徒弟姚厚祥迅速跑
向战位，经过分析排查确认为测试系统
误差，果断做出“继续发射”的建议。导
弹精确命中目标。

此役，采集了该型导弹优化测试流
程、定型列装的一批关键数据，也成就了
师徒两位“兵王”靶场联手拍板定案的一
段佳话。

同在一个旅，虽没行拜师礼，年龄也
只差 6岁，但在姚厚祥心里，夏建陆一直
是他敬重的师傅：入伍 30年，夏建陆执
行实弹发射任务 10余次，排除装备故障
百余起，有 21项科研革新成果问世，先

后当选火箭军“十大砺剑尖兵”、全军爱
军精武标兵。

两人第一次结缘，源自一次例行装备
维护保养。当时，已是旅里专业能手的姚
厚祥遇到一件棘手事：一台关键设备无法
启动。他绞尽脑汁也没能找出症结所
在。那时，夏建陆已是旅相关专业的专
家，姚厚祥虽有耳闻，但一直没能共事。

任务迫在眉睫，姚厚祥拨通了夏建

陆的电话。听到姚厚祥描述的故障现
象，夏建陆很快将原因定位到一块拇指
盖大小的芯片上。经过测试，果然如此！

一个电话解决困扰他好几天的难题，
姚厚祥对夏建陆愈加佩服。从此，英雄相
惜的两人就成了亦师亦友的“师徒”。

作为发瞄专业的“顶尖高手”，夏建
陆长年承担着培养新号手、为学兵授课
的任务。姚厚祥说，师傅授课形象生动，

全部教具就两只手、一支笔、一块黑板
擦，但通过双手不断变化，机械动力怎么
传、滑块怎么动、阀门怎样开，一个个复
杂的工作原理让他讲得通俗易懂。之
后，姚厚祥结合师傅所传，发挥自身优
势，将晦涩的专业知识以动画的形式展
示在学员面前。强强联手、优势互补的
教学模式，让官兵受益匪浅。

那年，该旅抽组高级工程师和高级

士官成立科研攻关小组，研制模拟仿真
训练弹，两人成为一个办公室的同事。
姚厚祥充分发挥熟悉计算机软硬件知识
的优势，逐条电路分析、逐个节点设计，
将密如蛛网的导弹电路图全部翻译成
“数字语言”。夏建陆根据图纸上显示的
信号传递方式进行电路板焊接。历时一
年，研制成果喜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多年来，师徒俩累计培养帮带数百

名徒弟，其中有的走上营连主官、机关科
长岗位，有的成长为发瞄专业的中坚骨
干，两人也先后成长为“兵王”。
“这段消防水管压力大，一定要特别

注意！”“这个阀门容易锈蚀，要密切关注！”
退休在即，这段时间夏建陆带着姚厚祥等
20多名徒弟，穿梭在深山密林中的各个导
弹阵地，对阵地装备状况进行技术交接。
“习主席今年在出席全国人大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说，当一名
合格士官不容易，要不断提高能力水平，
努力做大师傅，带出好徒弟。对照习主席
的要求，我这个师傅做得还远远不够，今
年我就要满服役期了，只想对部队建设再
多做一点贡献。”夏建陆谦虚地说。

“大师傅”带出“好徒弟”
——火箭军某导弹旅两名高级士官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卫东 特约记者 杨永刚 通讯员 高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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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军某导弹

旅一级军士长王权

海（左二）正在指挥

导弹发射演练。

温志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