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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片海，浩瀚无际。有一群人，为
国出征。有一种爱，博大深沉。

潜艇，潜行深海，一默如雷。潜艇
兵，守卫蓝色国土，心系家园亲人。

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采访，官兵
讲述的几则潜艇兵故事，让记者内心久
久不能平静。

面对危险冷静交代后事——

“但愿这封遗书用不上”

支队某艇政委陈笃红写过不少次遗书。
对高风险的潜艇部队来说，官兵出

海之前写遗书，不算什么新鲜事。陈笃
红从军多年，执行重大任务无数，遭遇过
的危险数不胜数，自然也不例外。

3年前，陈笃红所在艇接到赴某海
域战备巡逻的任务。面对填补诸多技术
空白的特殊要求，常年与潜艇打交道的
陈笃红深知，此次任务非同寻常。

任务部署完毕，他来到办公室，又
一次摊开笔记本写遗书。老人、妻子、
孩子……能想到的都安排得清清楚楚。

遗书写完，陈笃红把笔记本工工整
整地摆在办公桌中间。想了想，怕万一
“光荣”了别人发现不了，又打开笔记本，
将写有遗书的那张活页往外拽了拽，露
出一角之后再轻轻合上。

临走前，他特意交代机关战士，没有
特殊情况不能动他的笔记本。

圆满完成任务归来，陈笃红如释
重负，悄悄撕掉了写有遗书的那几张
活页纸。

如今谈起那次任务，陈笃红依然感
慨万千：“执行过那么多重大任务，写过
那么多遗书，那次却感觉是离死神最近
的一次。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我在
心里反复念叨，但愿这封遗书用不上。”

潜艇战备训练任务繁重，类似情况
并不罕见。但出于保密需要，官兵每次
执行任务都无法告诉家人实情，甚至连
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都不能说。

怎么办？陈笃红与妻子约定了一套
特殊的“暗号”，用于夫妻间的电话交
流。陈笃红告诉记者：“哪怕只让她知道
‘会期’几天、‘出差’几个月，她至少有个
盼头。但有时候我真的很担心，说好的
几天‘会期’，会不会……”
“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

你……”《潜艇兵之歌》的这句歌词，是潜艇
兵“沉默是金”的真实写照。执行任务如
此，对家人的爱与牵挂亦如此。很多时候，
他们只能把这份爱与牵挂，写进遗书、埋在

心里，随着潜艇一起潜入深深的海底。

潜艇靠岸才知母亲去世——

“为国尽忠是一种大孝”

进入 4月，支队某艇艇长于全胜的
心情有点像坐过山车，起伏不定。

细心的该艇政委看出端倪，几番旁
敲侧击才得知，于全胜年过八旬的母亲
因重病住进了ICU病房，进入病危状态。

全艇官兵都知道，于全胜是个孝
子。年事已高的母亲患病后，经多次治
疗仍不见好转。看着病情日益加重的母
亲，于全胜急得四处寻医问药，不放过任

何希望。
可是，支队承担的一项重大任务，当

时已进入关键阶段，不少官兵克服重重
困难，一心铆在战位上。身为一艇之长，
于全胜深知自己坚守战位的重要性。

一边是国，一边是家。这是一道痛
苦的选择题。于全胜最终选择了战位。
出海那些天，于全胜把痛苦深深埋进心
底，为完成任务白天黑夜连轴转。官兵
说，那些天，艇长憔悴了许多。

圆满完成任务归来，刚靠码头，于全
胜就急切地给家里打电话，得来的却是
母亲已经去世的噩耗。

那一刻，七尺男儿泪流满面。
作为多年的搭档，该艇政委想安慰却

不知该从何说起。擦干眼泪，于全胜说：
“放心，我挺得住。为国尽忠是一种大孝，

老母亲九泉之下一定会理解我的。”
常年风里来浪里去，不少官兵跟于

全胜一样，经历过忠孝不能两全、家国难
以兼顾的煎熬。无论最终做出怎样的选
择，每一名潜艇兵都深深懂得“有国才有
家”的道理。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却是一代代潜
艇兵忠诚履行使命的强大动力。

孩子出生丈夫却杳无音信——

“军嫂就是那个含着

泪也要为你笑的人”

舵信班班长王世田要当爸爸了。
儿子还是女儿？答案揭晓之前，这

是个“甜蜜的烦恼”。
然而，更大的烦恼还在后面：2018

年 1月，部队接到了出海执行任务的命
令。王世田算算日子，当妻子临产，自己
还在海上。这个结果，让连跟孩子见第
一面该说点什么都悄悄“彩排”过无数次
的王世田心里有点凉。

出发前的思想摸底，副艇长胡文佳
问他：“要不要找个人替你？”

王世田摇摇头：“请组织放心，我已
经跟家里说好了。”

胡文佳后来才知道，当时，王世田的
母亲身患癌症，父亲身体也一直不太
好。因为王世田太忙，妻子怀孕后就回
了老家，身边长期无人照顾。

任务完成归来，潜艇离陆地越来越
近，手机渐渐有了信号。归心似箭的王
世田非常忐忑。

看着王世田坐立不安的样子，胡文
佳问他：“世田，老婆生了没有？”

王世田紧张得直搓手：“不知道呢，
还没问。”
“手机不是有信号了吗，怎么还没问？”
“我想知道但又怕知道，会不会有什

么意外，会不会……”
胡文佳急了：“哪那么多废话？给老

婆打电话去，马上！”
一会儿工夫，王世田喜笑颜开地回

来了：“母子平安，是个大胖小子！”
面对记者的采访，支队长丁永伟感

慨万千：“什么是军嫂？军嫂就是那个含
着泪也要为你笑的人。她们很苦，她们
很累，她们很委屈，但为了丈夫的事业，
再难也咬牙坚持。‘军功章里有你的一
半’，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亲人连遭伤病也不向组

织伸手——

“补助应该给比我更

困难的兄弟”

“祸不单行。”说起四级军士长董

小利，支队官兵都会不约而同想到这
个词。

今年 4月初，刚刚执行完一项重大
任务的董小利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得
知 4岁的女儿因误食药物引起中毒，被
送进了医院 ICU病房。

董小利瞬间蒙了。挂断电话，他悄
悄躲在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想
起女儿活泼可爱的样子，眼泪吧嗒吧嗒
往下掉。

离下一次重大任务只剩一周时间
了，老家路途遥远，来回一趟仅花在路
上的时间就得3天。

回，还是不回？董小利万般纠结。
思前想后，实在放心不下女儿，董小利
鼓起勇气向领导提出请假 5 天。他心
想，等从老家回来，还有两天可用于任
务准备。

5天过去，董小利准时归队。战友
们嘘寒问暖，关心孩子的病情，董小利
总是回答“病情平稳，没什么大事”。

官兵没想到，这是一个善意的谎
言。事实上，因为药物中毒太深，董
小利的女儿在 ICU 病房住了将近半个
月才脱离危险。回去的两天两夜，他
只能隔着玻璃远远地看着女儿躺在病
床上。

雪上加霜的是，董小利从老家回到
部队刚一个小时，家里人打来电话，在
建筑工地打工的父亲不慎从脚手架上跌
落，一只眼球破裂，伤情严重。

领导得知情况，劝董小利立即回
家，将父亲送往大医院救治。

就在董小利的父亲和女儿住院期
间，支队下发通知，为家庭困难官兵发
放一定数额的救济补助。

全艇官兵第一个想到了董小利。但
出人意料的是，他婉言谢绝：“家庭困
难的战友还有不少，补助应该给比我更
困难的兄弟。”

支队领导告诉记者，利益面前首先
想到战友，董小利不是第一个，更不是
唯一的一个。在潜艇部队，没有出过
海，不算真正的潜艇兵。潜艇工作的特
殊性，将官兵联系成一个生死相依的命
运共同体。支队官兵总结的“一条艇、
一条枪、一条命”，是对这种感情的最
好概括，也是部队多次圆满完成重大任
务的坚实基础。

采访结束，驱车离营。不远处的海
面上，海鸥飞翔，碧波荡漾。记者知
道，那片深蓝之下，澎湃着潜艇兵对祖
国的热爱、对家人的深情、对大海的眷
恋……

左上图：该支队官兵在训练中。

茆 琳摄

澎 湃 在 深 海 的 爱
—听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官兵讲述潜艇兵的故事

■本报记者 曾火伦 杨 艳 实习记者 贺美华 特约通讯员 茆 琳

本报讯 杨君、白璞报道：盛夏时
节，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采购服务站在
军队采购网上发布的一则招标公告引
人注目。他们在某设备采购项目公告
中，附加了一条内容——“纪委将委托
地方专业机构对中标供应商资质进行
审验”。

据了解，截至 6月下旬，参与报名的
5家供应商自觉修改采购资料、挤掉“水
分”，2家资质不符的供应商主动退还标
书、放弃投标。该站领导说，纪委对重
大应急采购项目中标供应商进行资质
审验，是不断加强采购执纪监督，确保
阳光采购的有效措施。

今年初，针对招标文件管理漏洞多、
评审专家约束手段少、供应商资质认定
难等问题，该站党委遴选 5名政治可靠、
业务精湛的采购骨干充实到纪检队伍，
解决监督难题。他们还把“专家抽取”
“现场评审”列为重点监督环节，实施现
场监督，并填写《采购监督报告表》，重大

采购项目增派1名纪委副书记全程监督，
及时纠治违规违纪苗头。

专家评审是采购的重要环节，也是
监督难点。该站赋予到现场的纪检干
部监督权，将评审现场执纪监督情况第
一时间上报纪委。他们还采用随机抽
查的方法，通过比对签批存档和发给企
业的采购文件，及时发现违规问题，形
成切实管用的采购文件备查制度；利用
赴需求部队调研等时机，从需求方摸排
了解廉政问题线索，提高监督效果。

创新执纪监督方式，有力促进采购
任务完成。截至 6月底，该站今年已完
成 60余项采购任务，节约经费 6000余万
元，未出现违规违纪现象。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采购服务站严抓资质审验确保阳光采购

执纪监督贯穿采购招标全程

本报讯 曹先训、刘强报道：6月下
旬，在武警江西总队参谋业务比武现场，
多次被评优的张参谋在作战勤务标图课
目考核中，由于战术意图与实战要求不
符，被考核组判定为不合格。
“优秀参谋”缘何“马失前蹄”？原来，

作为一名在机关任职时间较长的干部，张

参谋在作战勤务标图作业时，延续以往标
图整体美观耐看的做法，却没有充分考虑
密林地形特点，标出的进攻方向并非最佳
路线。按照此次考核有关要求，他的标图
被判定为不合格。
“剔除训练中的‘花架子’，让考场对

接战场，才能真正检验参谋人员的实战
水平。”据了解，张参谋的情况并非个
例。过去考核中，标图美观耐看、快速完
成作业等看似“不俗”的表现，往往能赢
得评判员青睐，而标图作业是否贴近实
战，则缺乏严格评判标准。

该总队举一反三，梳理出参谋业

务纸上作业与实战脱节、对抗演练偏
程序化、战备拉动携带物资不规范等
10 余个问题。他们对症下药，修订完
善各类训练方案，推出分段式组训模
式，定期组织考核评比。同时，他们建
立参谋人员作战指挥能力数据库，统
计训练和考评成绩，绘制动态图表，精
准掌握参谋人员业务水平，确保训练
不偏离实战靶标。

在前不久的一次实兵对抗演练中，
张参谋根据地形特点科学部署兵力，合
理运用战术，带领官兵成功抓获“暴恐
分子”。

武警江西总队着力剔除训练中的“花架子”

紧贴实战评判参谋业务比武
7月6日，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

坦克、步战车分队进行战术综合演

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李忠元摄

本报讯 任增荣、姜方报道：6月中
旬，火箭军某团政治工作处干事蒋新磊
住院返回单位不久，就接到一份“补考计
划”，内容涵盖作战标图、作战计算、轻武
器射击等多个课目。近期，该团组织 7
名因出差、休假等错过半年军事训练考
核的干部集中补考，2名考核不合格的
机关干部被责令“回炉”复训。

前段时间，该团组织阶段性军事
训练考核，有一部分官兵因不在位而
缺考。“训练就是为了打仗，必须确保
全员参训、全员参考、全员过关。”该团

党委一班人在议战议训会上达成共
识。机关在检查部队训练落实情况时
发现，个别勤务分队因担负全团保障
任务，公差人员派遣频率较高，直接影
响了参训率和参考率。针对这一问
题，该团在强化训练督导、确保全员参
训上狠下功夫。
“未训全的补训，未考核的补考，偏

训漏训的复训。”该团党委一班人认为，
军事训练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必须
严抠细训，夯实训练根基。他们一方面
依托战备拉动演练等时机，对官兵军事

训练情况进行检查，确保训练质效；一
方面成立由团主官和纪检部门牵头的
训练督导组，随机抽查基层连队参训
率，严令禁止正课时间出公差等行为。
他们还明确规定，由于出差、外出学习、
伤病等原因未能参加考核的，适时组织
集中补考。

在确保全员参训的基础上，该团还
按照实战化训练要求，把山路驾驶、夜间
射击、战伤救护等 8个训练课目，列为下
一步军事训练重点内容，努力推动训练
水平提升。

火箭军某团多措并举提升训练质效

强化训练督导确保全员参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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