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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梦想的14朵金花

一转眼，编配到边防团 14名女兵
的新训生活结束了。接下来 3 个月，
她们将前往高原连队展开专业训练。
对于 14朵金花来说，这将是她们军旅
生涯面临的又一次考验。

前段日子，边防团团长杨军的心始
终悬着：“团里破天荒来了 14个女兵，
还都是‘00 后’大学生，她们愿意吃苦
吗，吃得了苦吗？”

对于常年驻守高原的该团官兵来
说，女兵，始终都是一个“神秘的存
在”。从上级确定女兵编制之日起，官
兵们就对“女兵上高原”这件事多少
有些顾虑。

为让姑娘们尽快适应高原生活，团
里做了充分准备。

参谋长王勇对作训股制订的新兵
训练计划反复推敲，力求循序渐进、
高效有序展开；宣传保卫股提前筹划
新兵入营仪式，上好“下连第一课”；
后勤保障股按名册请领被装，给每位
女兵准备了一份“暖心礼包”；女兵排
所属指挥通信连提前准备，确保女兵
顺利度过“第二适应期”。

高原上，战友们忙得团团转；新兵
连里，女兵姑娘们怀揣着憧憬，收拾着
行囊。
“带着五彩梦，从军走天涯。”从闽

西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入伍的简诗烜，显
得格外兴奋。

从东南沿海到西陲边关，刚过完
19 岁生日的简诗烜，对高原军营很好
奇。“打小喜欢和两个哥哥一起看电视
剧《士兵突击》。”她说，“穿上军装是我
和哥哥们的美丽约定。”
“上了高原，谁也不许哭鼻子哟。”

班长王佳宁笑着给女兵们打“预防针”。
“新训 3个月都扛下来了，上个高

原不算啥！”来自四川广安的何文娟脸
上写满自信，入伍前，她还是一名学习
体育专业的大学生。

因为身体素质过硬，何文娟新训
考核门门优秀，对于即将到来的专业
训练，她踌躇满志：“不管环境多艰
苦、训练强度多大，都要凭着坚韧的
性格去拼搏，我的目标是成为连队训
练尖子。”

雪山、蓝天、牦牛……前往高原
的大巴车上，女兵姑娘们兴奋不已。
帕米尔高原壮美的风景，让她们渐渐
忘记了离愁别绪；对于即将开始的高
原军营生活，她们内心充满向往。

“帕米尔，我们来了”

300多公里路程，1500多米海拔落
差，7个多小时颠簸。

山越来越高，气温越来越低，氧气
越来越稀薄，“高原模式”刚刚开启。

随着海拔攀升，刘子睿的脸色愈加
苍白。团里派来的带车干部、女兵排排
长吾丽娅提，赶忙取来氧气袋让她吸上。

今年18岁的刘子睿，是14朵金花中
年龄最小的一个。家乡在河北的她，从
小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上大学后不
久，刘子睿在网上收看了一则征兵宣传
片，女兵的飒爽英姿深深吸引着她，成为
“潇洒女兵”的种子渐渐在心中发芽。

女儿应征入伍，刘子睿的父母十分
支持；听说女儿要上高原，夫妻俩的心
里却是五味杂陈。

刘子睿的父亲刘占刚曾在高原守
防多年，深知高原生活艰苦。而作为父
亲，这一次他必须坚强。一次视频通话
时，刘占刚笑着鼓励女儿刘子睿：“既然
穿上军装，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爸爸
相信你，一定行！”

儿行千里母担忧。前不久，何文娟
收到了母亲从家乡寄来的高原药品，她
把这些“爱心牌”药品分给了女兵姐妹
们。“我们是一起上高原的战友，更是一
家人。”何文娟笑得灿烂。

在新兵连连长李艳君看来，经过 3
个月的新兵训练，这群大学生女兵无论
在心理上，还是认同感上，都已走出了“自
我”融入了“我们”，有了团结一心的力量、
众人拾柴的劲头，这便是蜕变、是成长。

夕阳西下，雪山环抱的塔什库尔干
县，宁静安详。

下午 5时，女兵姑娘们乘坐的大巴
车停在营门口。全团官兵列队欢迎，锣
鼓声伴着掌声，热情的氛围让姑娘们备
受感染。

入伍以来，这是侯睿洁第二次见到
这么大的“阵势”，第一次还是在新兵入
伍当天……腼腆的侯睿洁脸红了，她似
乎感到高原反应缓解了许多。

这天是 2018年 12月 28日。这天，
也是侯睿洁18岁的生日。

特殊的日子，要有“仪式感”。女兵
排排长吾丽娅提早在一个月前，便来到
边防团熟悉情况。当她拿到“女兵花名
册”时，注意到侯睿洁的生日。3天前，吾
丽娅提专门到县城预订生日蛋糕。

晚饭过后，在连队干部和吾丽娅提
带领下，女兵姑娘们一起为侯睿洁庆祝
生日，宿舍里的笑声此起彼伏，每个人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训练首日，“减员”近半

元旦假期，团里组织女兵们参观团
史馆、驻地烈士陵园和塔吉克族博物馆，
了解部队革命传统，熟悉高原风物人情。

1月2日，结束休整的女兵们正式开始
高原淬炼。

训练首日，女兵姑娘们接连遭遇
“打击”——第一次出早操，掉队一多
半；上午战术训练，冻哭 4人；下午技能
训练，3人哭鼻子；晚饭前体能训练，1
人在百米冲刺时昏倒了。

晚饭后，吾丽娅提带着 6名出现感
冒症状和高原反应的“病号”去了卫生
队……这其中，就包括上山前自信满满
的何文娟和简诗烜。

哈萨克族女兵阿依努尔，入伍前就
读于新疆农业大学，她一直觉得“军人
穿上军装特神气”。没承想，参加训练
第二天，这个新疆姑娘也接连感到胸
闷，很快倒下了。

训练第三天，女兵们个个打不起精
神。“都说女兵是温室的花朵、军营的点
缀，这话固然偏颇……可照此情形，接
下来的训练咋开展呢？”连长魏登凯急
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女兵嘛，当个卫生员、接个电话，

没必要训得这么扎实”“所谓的‘女汉
子’就是随便说说，一定依据身体情况
科学施训，别着急”……训练进行到第
四天，男兵班战友们专门赶来慰问女兵
姑娘们。

晚上熄灯后，女兵宿舍静悄悄的，
早没了前些天的轻松氛围。

睡在上铺的李清清翻来覆去，合不
上眼；睡在下铺的刘娜，怀念起了大学
的生活；睡窗户边的刘玥泽望着窗外的
一轮明月，想家了……低沉的情绪，仿
佛高原阴郁的天气，在女兵排蔓延。

做绽放高原的“一抹红”

交班会上，作训参谋王阳报告了女
兵的情况，请示是否“推迟专业训练时
间表”。团长杨军眉头紧锁：“我们必须
根据女兵身体素质，调整训练计划，让
她们尽快适应高原训练状态。”

一番讨论后，大家有了“主心骨”。
作训股重新调整训练计划，先行安排女
兵有优势的训练课目，帮助她们树立信
心；卫生队为女兵进行系统检查，专门

派出一名心理医生进驻训练场；宣保股
积极筹备“老高原讲团史”活动，激发姑
娘们的练兵备战热情。

机关忙着抓落实，新兵连也没闲
着。提前做了功课的连长魏登凯、指导员
王思田，一起召集女兵进行了一次恳谈。

面对一张张晒出“高原红”的稚嫩
脸庞，王思田率先打破沉默：“张希，你
的祖父曾参加过解放战争，你对军人的
使命和担当怎样认识？”

突然“被点名”，张希先是一愣，尔
后说：“从小到大，爷爷经常教育我，遇
到困难不能退缩。”

王思田接着提问：“鲍子倩，听说你
考了两次军校？”

鲍子倩眼睛笑得弯弯的：“我从小崇
拜军人，为这，高考和考研都报了军校。
有首歌唱得好，‘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
史，一辈子也不会懊悔’。”
“只要坚定信念，你们一定会为自己

的选择而骄傲！”连长魏登凯掷地有声地
说：“军装之所以帅气，军人之所以崇高，
因为我们肩头扛起的如山使命。吃苦也
是吃补，只要你们有战胜困难的毅力。”

恳谈的氛围越发活跃，内向的维吾
尔族姑娘依米拉也打开了话匣子。

在依米拉的心目中，军人就是英
雄。她清晰记得，在新疆财经大学开展
军训时，一场地震突然袭来，教官们立
刻冲进垮塌的教室救援。一个个“逆
行”的身影，深印在她的脑海。
“经过 3个月新训，大家距离一名

合格军人的目标又近了一步！接下来
的训练可能更苦更累，大家必须不懈拼
搏、砥砺淬火，才能无愧于新时代高原
女军人这个称号。”魏登凯说。

话说开了，阴霾散了，女兵姑娘们
的眼中再次闪动神采。

休整一天，女兵排重回训练场。这
一次，遇到困难，选择咬牙坚持的人多了；
训练间隙，相互交流体会的人多了；闹点
矛盾，动不动就哭鼻子、抹眼泪的人少了。

看到训练场上拼搏的 14 朵金花，
男兵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为她们叫好。

不爱红装的帕米尔女兵，注定成为
高原最靓丽的“一抹红”。

对于接下来的专业训练，女兵们信
心百倍：“相信自己、战胜自我，在集体
的熔炉中淬炼、在集体的温暖中前行，
就一定能成就大写的军旅人生。”

图①：女兵们第一次跑3公里；图
②：依米拉（左）、简诗烜(右)和妈妈视频
通话，道声平安；图③：对女兵来说，在高
原完成“曲臂悬垂”课目有点难；图④：和
战友们一起过生日，真高兴；图⑤：“我们
在你身后，放心倒，一定能接住你！”

杨 柳摄

帕米尔高原迎来首批戍边女兵
■王向辉 胡 铮 张庆良

“班长、上士（含）以上，已婚士官、

机关公勤人员，经营连审查、报旅保密

委员会审批后，可随身携带手机……”

新年伊始，一项手机使用新规的

出台，让驻守高原的西部战区某旅四

营官兵一下子沸腾起来。

“从‘禁止使用’到‘可以使用’，再

到放开使用，手机管理搭上‘时代列

车’，更加科学范、人性化。”聊起新规，

官兵纷纷点赞。

新规缘何出台？原来，旅队前期

进行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随着新《内

务条令》的颁布施行，智能手机的使用

权限得以放宽；但这项规定在连队的

实际运用中，仍存在诸多掣肘。

“手机使用管理还是‘新瓶装旧

酒’。”一名战士感慨。还有战士坦言：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有的带兵人仍存在

‘鸵鸟心态’，动不动搞封堵那一套。”

一纸问卷，引人深思。手机使用管

理，如何才能既利于“管”又便于“用”？

为此，旅领导机关依据新条令条

例，制定“官兵手机使用管理规定”，将

手机使用管理权限下放到班长一级。

哪知，新规出台不久，便有基层带

兵人提出质疑：“管理权责逐级下放，是

否不利于部队安全、保密和稳定工作？”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权责下放为

基层官兵带来了方便。

一个月前，旅里组织新一代共同条

令普训普考。官兵通过手机APP软件，

在规定的使用时间内研习条令；这种答

题方式，还能快速生成“错题库”，极大地

提高了官兵学习效率……一星期后，许

多官兵的理论学习成绩明显提高。

“手机拉近了高原与家乡的距离，

大家练兵备战劲头更足，扎根基层的心

更稳。”营长钱敏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我和女友打算筹备婚事。

沟通方便了，婚礼的事我也能出出主

意。”上士巨涛坦言。

“放开”不等于“放松”。为避免手

机使用管理权责放开后，可能出现的

失泄密、沉迷虚拟世界等问题，旅里对

手机“何时可以用、何时限制用”等使

用细则，进行了进一步明确。

前不久，某连战士徐伟在规定时间

外使用手机，受到严肃处理——班长被

依规问责，两人同时被旅里通报批评，

连队主官也向营党委做出了检查。

事后，对于手机使用管理这件事，

该营一线带兵骨干坦言：“随着手机使

用管理权责的下放，作为‘第一道关

口’，我们应主动担当手机管理责任，

让一线指战员少一点后顾之忧，腾出

更多的精力钻研练兵备战，而不是整

日与战士斡旋于‘手机躲猫猫’中。”

“管理权责的下放，意味着责任的

加重。”该旅一位领导坦言：“在放开手

机管理权限的同时，还要扎紧手机管

理的‘制度笼子’，让守规者方便使用，

违规者受到警示。”

近期，该旅将各项规定编成简单易

学的“顺口溜”，利用手机管理平台群发

给官兵。元旦假期，旅里群发的“祝福

短信”让官兵心头为之一暖，违规使用

手机的情况越来越少了。

新闻链接

新《内务条令》第二百八十二条规

定：基层单位官兵在由个人支配的课

外活动时间、休息日、节假日等时间，

可以使用公网移动电话。不使用时，

通常集中保管。具体使用时机和管理

办法，由旅（团）级以上单位结合实际

制定。机关人员使用公网移动电话的

管理办法，由旅（团）级以上单位结合

实际制定。

图①：班长屈强博依规发放手机;
图②：官兵们使用手机APP软件学习
条令。 王勇强摄

本版制图：梁 晨

边防连队手机使用管理权责下放

放开≠放松
■本期观察 关 磊 皇甫秉博

驻守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近日迎来 14名大学生女兵。
她们是在帕米尔高原服役的首批戍边女兵。

坚守平均海拔 3500 多米的帕米尔高原不容易，尤其是女兵。不想
说，她们有多勇敢，她们的勇敢已写在启程的脚印里；不想说，她们有多坚
韧，每一种坚韧都是经历砥砺、洗礼和淬炼结出的成长果实；不想说，她们

有多靓丽，高原女兵自有高原女兵的美，风雨中挺拔，刚强中娇媚，阳光中
爽朗，她们的美不是浓妆粉黛，而是那一身戎装、一颗初心……

走向帕米尔，这是女兵姑娘们新训 3个月的历练成果。扎根帕米尔，
将是她们在接下来的专业训练中，必须奋力书写的青春答卷。让我们一
起为帕米尔高原14朵金花喝彩，一起期待她们成长成材、绚丽绽放。

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鲍子倩

来自安徽铜

陵，今年23岁

阿依努尔

来自新疆哈

密，今年22岁

何文娟

来自四川广

安，今年20岁

刘子睿

来自河北望

都，今年18岁

刘轩彤

来自新疆乌

鲁木齐，今年22岁

简诗烜

来自福建龙

岩，今年20岁

刘 娜

来自山东滨

州，今年21岁

刘玥泽

来自河北保

定，今年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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