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瓦罕走廊，横亘帕米尔高原，穿越雪山峡
谷。1月 4日，习主席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
驻守在瓦罕走廊前沿的新疆军区克克吐鲁克
边防连闻令而动，迅速掀起军事训练热潮。

新年伊始，记者踏访克克吐鲁克边防连，
感受高海拔边防部队实战化训练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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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组织军马骑乘训练，来连队蹲
点的营副教导员杨小强发现，有的官兵
心里有抵触情绪。

如今，全地形巡逻车都配发连队
了，有的官兵说：“有了巡逻车，为啥还
骑马？”还有官兵认为：“军马骑乘训练
风险系数高，易造成非战斗减员。”
“在地势险峻的边关，军马的作用

是无可替代的。”对此，连长肖博文有自
己的看法。

肖博文曾深入研究边境作战方面
的军史：“假如战争明天打响，今天我们
该如何准备？”

克克吐鲁克，塔吉克语意为“鲜
花盛开的地方”。这个诗意浪漫的名
字，与这片四季风雪交加、寸草不生
的荒芜之地大相径庭。然而，如若用
“鲜花”比喻扛起戍边使命的一茬茬守
防官兵，“克克吐鲁克”确实是“鲜
花”盛开的地方。
“今日戍边守防，仅凭借吃苦耐劳、

牺牲奉献不足以守全国土。”肖博文说，
作为新时代边防军人，必须要有过硬的
本领。

开训至今，一场扎扎实实的大练兵
在克克吐鲁克哨所展开。

守边不仅要“守着”，更要“守住”。
连队的一处巡逻点位地处南北瓦根基
达坂交汇地域，距边境线不远，地势险
要，易守难攻，是高原实战化训练的天
然场所。

肖博文记得，那天他带领的应急分
队刚占领阵地，暴风雪突然袭来，前方
的靶标旋即消失在风雪中。视线不清，
官兵们射击成绩直线下降，整场“战斗”
打得非常不理想。

那次之后，面对“早晚棉衣棉裤，中

午汗流如注，风雪时而光顾，太阳晒得
想吐”的特殊环境，连队自我加压，提高
训练强度难度。

他们将固定阵地变为“随机选择”，
把固定目标变为“移动靶标”，依据地形
增加自动步枪“俯仰角射击”，射距也从
100米调整为 200至 300米不等的“非整
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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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瓦根基达坂交汇地域，寒风彻
骨，风雪肆虐。一场极端天气条件下的
实战化演练拉开帷幕。

以往开展实弹射击，都会选个好天
气；连队集中组织校枪，大家惯用“样板
枪”射击。

这回，连队取消了“提前校枪”环
节，大家只能边校边打。

连续几个晚上，肖博文和营副教
导员杨小强彻夜研究高原实弹射击训
练方案，白天广泛听取官兵意见，最
终确定“定人定位、随时校准”训练
法——区分不同天气情况，调整制订
校准方案。几次训练下来，连队整体
成绩提升不少。

四级军士长杏双元是团里的“王牌
炮班”班长，多次在各级比武中摘金夺
银。实战化训练展开后，遭遇帕米尔经
常性的“风吹雪”天气，可视距离不及目
标距离的二十分之一。训练场上摸爬
滚打惯了的杏双元，不禁眉头紧皱：“这
炮可怎么打？”

保障要素开展亦是困难重重。一
次，接到开设指挥所命令，时间已经
过去一小时，通信指挥车还深陷雪窝
无法挪动。某阵地有人员负伤，救护
车无法抵达，卫生员只好手脚并用攀
爬山坡……
“每开展一次实战化训练，都会有

新的收获。”有的官兵说，以往满足于
“艰苦地区奉献、执勤巡逻守边”，如今
直面战场才知能力匮乏、本领恐慌。

杏双元直言：“战场上拿到的‘奖
牌’更有含金量。”两年前，杏双元初上
高原时，实射成绩始终忽高忽低。后
来，熟悉了高原守防环境，潜心研究打
仗本领的他，实现了自我超越。

去年 6月，杏双元所在连队展开
强化训练。杏双元和火炮几乎“朝夕
共处”，每天风吹日晒，体重降了 10
多斤……
“吃了苦受了累，换来一身打赢本

领，这苦吃得值。”杏双元释然一笑，“从
利用突变天气训练到熟练掌握‘目测射
击距离法’，高原强化训练弥补了我当
兵多年的短板。”

那次考核，考官随机确定一块独
立石为目标，杏双元快速目测、首发命
中……

那次考核，四级军士长盛东虎发
现，新配发的通信装备在多山地区存
在“反射死角”。为攻破信息盲区，他
跑遍周边地域的所有点位，拓展 7种通
信手段。

不久前，上级随机下达情况，在有
线通信不畅情况下，盛东虎采用两种
备用手段同时传达信息，确保了通信
的畅通。
“本领练不强，觉都睡不香。”肖博

文说，克克吐鲁克官兵有“守在云端的
天兵”之称，既然是“天兵”，更要用战斗
力来说话。

杏双元则表示，边防军人必须时时
保持临战姿态，锤炼打仗本领，才能在
一线哨所睡得踏实、守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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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是在长期连续的大面积地壳

抬升运动中形成的，也被称之为“大
地的舞台”。

在这座“大地的舞台”上，每名边
防军人都面临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
挑战。

去年盛夏，风雪突至，克克吐鲁克
一场实战化武装越野考核展开在即。

这意味着，官兵不仅要在海拔 4500
多米的高原徒步奔袭，还要忍受海拔攀
升带来的缺氧危险。

哨音响起，官兵冲出跑道……海拔
每攀升 10米，都会带来令人难以忍受
的身体不适。

官兵们一边奔袭、一边调整装
具，先是摘掉穿戴好的防晒脖套，又
将“左右交叉”携带的水壶、挎包、
防毒面具换成“双肩式”。为了顺利通
过考核，必须保持均匀稳定的呼吸状
态，这是高原军人在长时间的训练中
积累的经验。
“冰冷的雪花拍打着面颊，好像针

扎一般；胸口像压了一块巨石，气管火
辣辣的烧痛；双脚好像踩在海绵上，步
子也越发沉重……”忆及当时，肖博文
形容道。

为了这次考核，肖博文和战友连续
数月在训练场上摔打，高原紫外线强
烈，他脸上晒脱了好几层皮。那段日
子，看到丈夫的脸，妻子郝静每次视频
通话都忍不住流泪……

考核中，列兵胡伟钊体力不支，
跌倒在地。上士景永斌立即上前搀
扶，伸手想要接过他背上十几公斤重
的炮架。胡伟钊咬着牙，摆摆手说：
“班长，我能行！”

没跑几步，他再次跌倒在地……
救护车匆忙赶来，医护人员把胡伟

钊抬上担架。
考核场就是战场，如此拼尽全力的

又何止胡伟钊一人？
四级军士长程进义拖着伤腿完成

奔袭；列兵马军因高原反应晕倒，在救
护车上醒来后要求重新加入队伍……

当全部参赛官兵抵达终点时，考核组成
员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
“坚守帕米尔高原，就要练就守土

履责的本领，要让吃的每一分苦累、
付出的每一滴汗水都有价值。”经过高
原风雪的洗礼，上等兵赵幸博比入伍
前成熟多了。今年元旦当天，他发在
朋友圈的这段话，让人清晰地看到他
的成长足迹。

赵幸博是战友眼中的“神枪手”。
去年一次考核中，赵幸博用自动步枪打
出“5发 50环”的好成绩。成绩的背后，
赵辛博付出了超于常人的艰辛努力。

刚下连时，赵幸博高原反应强
烈。连队专门向上级打报告，请求将
他换到海拔较低的连队。但他坚持留
在连队。

赵幸博倔强地适应着、坚持着，半
年、一年……他最终适应了恶劣环境，
适应了训练守防生活，勇敢地走上了高
原演兵场。

和赵幸博一样，克克吐鲁克的每名
官兵都把挑战极限、战胜自己，作为宝
贵的人生财富。

从集结地域到阵地之间，有一条
长约 300 余米的陡坡。官兵每次参加
训练，都是先武装奔袭到集结地，再
经过陡坡向“阵地”冲锋。这段陡坡，
海拔高、地势险，被官兵们称之为“绝
命坡”。

久而久之，“冲上这段陡坡”，成为
官兵最爱挑战的训练课目之一。

冲得上去，就占领了阵地。那里，
是边防军人戍守的地方，更是祖国的
领土。

采访中，有不少官兵谈到，高原练
兵尽管很苦很累，但心里踏实，因为这
才是军人的样子。

克克吐鲁克官兵们说，他们最爱唱
的一首歌是《战士就该上战场》，其中那
句“有一个道理不用讲，战士就该上战
场……”唱出了军人的使命，也唱出了
边防官兵的初心。

●●数九寒天，风雪高原，边关实战化训练难上加难。克克吐鲁克边防连的官兵们却说—

“本领练不强，觉都睡不香”
■本报特约记者 许必成 通讯员 王子冰 冯 毅

海拔4600米，风雪扑面。

大口喘着粗气，李东辉和连队战友拼尽全力冲向终

点。他很想让大家停下来喘口气，但训练计划明确“连贯

作业”。

“闻令而动，风雪随行”——这是李东辉从新疆军区

某步兵师到克克吐鲁克边防连代职指导员以来最直观的

感受。

上山前，李东辉在脑海中无数次想象高原哨卡的生活：

雪山界碑、爬冰卧雪、策马扬鞭……唯独没料到，山上训练

是如此艰苦而充满挑战。

“缺氧不缺精神、缺氧不缺斗志、缺氧不缺血性。”在克

克吐鲁克边防连连长肖博文眼中，风雪高原是淬炼精兵的

磨刀石，在高海拔地区持续开展实战化训练，高原军人打仗

的“铁拳”才能越攥越紧、越练越强。

边关风

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最近祖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冷到“爆表”，驻守这里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

团官兵手中的温度计，指针直指“-30℃”。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守卫在寒区边防

线的部队官兵在冰天雪地爬冰卧雪、备战训练，肩负着相同的神圣使命。

又是一年冬训时，边关风雪寒，练兵斗志昂，边防军人练兵备战劲头足。今

天，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边防一线，感受边关酷寒，体验训练热潮。

训练场上、巡逻路上，身披戎装的你最帅！

图①：大兴安岭，最低气温-30℃。1月 10
日，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团训练场上的气温低至

“爆表”。

图②：西藏某边防线，最低气温-20℃。雪后
初霁，驻藏某边防团器械训练场上，官兵练得热

火朝天。

图③：北疆雪原，最低气温-23℃。野外拉练
休息间隙，战士们面对镜头露出会心一笑。

图④：朱日和某联合训练基地，最低气
温-32℃。全副武装的东部战区某团官兵长途

奔袭，向草原深处挺进。

图⑤：黑龙江漠河，最低气温-44℃。巡逻至
一处点位，驻漠河某边防连官兵向界碑敬礼。

图⑥：北纬53度，最低气温-30℃。北部战
区陆军某旅极寒条件练精兵，搭乘多功能巡逻车

展开多课目演练。

张学士、罗俊博、王超、武剑、曹全兴摄影报

道；版式设计：梁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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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自己与立功受奖“擦肩而过”

的经历，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卫生

连副连长成运韬不无感慨——原本营

里给他报了三等功，可因为年底军事

训练考核成绩没及格，被旅党委取消

了他的立功资格。

去年12月22日，南部战区陆军某

海防旅年终立功受奖名单公布，全旅

共有39名官兵，像成运韬一样因军事

训练未达标，被取消立功受奖资格。

年终总结展开后，该旅党委明确提

出，要把军事训练成绩作为衡量单位和

个人的一项重要指标。担任副连长一年

多以来，成运韬工作勤勤恳恳，多次参加

大型医疗保障任务，民主测评得票数也

最高，可就是军事训练成绩不拔尖。

一时间，“成运韬三等功到底该不

该取消”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争论。

“军医做好医疗保障就行了，卡这

么严干啥？”“成运韬也是老资格了，这

样是不是没有人情味？”……

“卫生连作为全训单位，必须按照

全训标准和实战化要求考核。”该旅旅

长黄文忠如是说。

为澄清大家思想上的模糊认识，旅

里组织专题教育，引导大家正确看待立

功受奖，避免将荣誉庸俗化。他们对去

年一年参加各级比武竞赛和训练考核

的成绩梳理汇总，按照“军事训练成绩

突出者优先”的原则展开评选，要求“军

事训练成绩达不到优良的单位和个人，

不得在综合性表彰奖励中评先评优”。

成运韬最终与立功无缘。通过学

习教育，他对这件事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卫生连官兵既是卫生员更是战斗

员，我离立功的确还有一定差距。”

关于立功受奖的“那些事儿”，这

个旅还有几个典型例子。

去年，船艇中队队长肖立波多次

组织船队在复杂环境中，完成编队运

动、海上拖带作业等多个课目训练，还

摸索出“夜航编队距离和通信保障”等

多项新技术参数。尽管肖立波在年终

军事考核中不合格，但中队党委考虑

到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仍然推荐

其为“优秀基层干部”。

“考兵先考官，考官先考主官，我

们就是要树立起练兵备战的鲜明导

向。”旅党委在研究时始终坚持战斗力

标准，取消了肖立波的受奖资格。肖

立波得知结果后，态度也很积极：“作

为主官更应做好榜样。”

防空营“猛插决胜”连作为英模连

队，一直是旅队的窗口连队。去年多

次参加驻地扶贫帮扶、抢险救灾等大

项任务，被营里推荐为“基层建设先进

党支部”。按惯例受表彰本是板上钉

钉，却因为半年军事训练考核成绩不

合格拖了后腿。

“荣誉连队要靠实力说话。”该连

与先进失之交臂。对此，该连指导员

曾文君表示服气：“我们一定引以为

戒，来年打个翻身仗。”

评功评奖立起了训练成绩“硬标

尺”，评出了公信力，评出了战斗力。

翻看该旅去年立功受奖人员资料，有

这样一组信息：

该旅先后 10余人次在参加上级

比武竞赛时获得名次，支援保障营修

理连上士吴文，在战区陆军组织的比

武竞赛中获个人项目第一名的好成

绩，旅党委为他记二等功一次。

两栖侦察排上等兵陈宏超入伍以

来，军事训练成绩一直位列前茅，去年

被选拔参加陆军“精武-2018”军事比

武竞赛，手掌划破缝了6针依然带伤上

阵，圆满完成任务。荣立三等功的陈

宏超说：“我会更加刻苦训练，用更优

异的成绩，回报组织的信任与厚爱。”

旅机关一位机关干部业务能力出

色，但年度综合训练不达标，被一票否

决。“以往被评为‘优秀机关干部’的概率

大。如今机关干部必须要重视军事训

练。”他说。今年开训以来，该旅训练场

上，处处活跃着热火朝天的训练身影。

上图：该旅官兵进行战术演练。

罗 俊摄

说说立功受奖“那些事儿”
■本期观察 陶 昱 罗 俊

去年，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
旅年终立功受奖名单公布，全旅
共有 39 名官兵被取消立功受奖
资格。这个旅按照“军事训练成
绩突出者优先”的原则展开评选，
评先不搞均衡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