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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前方发现可疑船只，距离 2 海
里。”南海某海域台风逞威，风高浪急，战
舰摇摆。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南部战区
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许昌舰罗经平台上，
瞭望更姚旭手持望远镜、腰系安全带，密
切关注前方可疑目标。

就在几天前，支队宣布命令，包括姚
旭在内的一批战士退伍。支队机关原本
早就协调好，将该舰 3名退伍士兵换乘
到兄弟舰艇尽快返航，姚旭也计划如期
退伍后与家人一道出游。但当听说许昌
舰执行战备任务的消息，姚旭和另外 2
名战友不约而同地申请继续完成任务，
站好最后一班岗。其间，炊事兵曹路鹏
克服晕船不适，坚守厨房为战友准备一
日三餐；电工兵郭靖吾主动帮助战友担
负值更任务……

在同样执行战备任务的呼和浩特舰
上，机电部门退伍大学生士兵李航宇准

备回到学校开启自己的大三学年。为完
成好这最后一次任务，他坚守岗位，与班
长一起加班加点整理《电机故障分析手
册》，错过了大学开学时间。在此期间，
李航宇在查舱时发现发电机参数异常，
他运用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迅速判明
故障位置及原因后及时上报，并配合班
长骨干快速完成故障修复，确保舰艇正
常执行任务。

据了解，因执行战备任务，该支队
目前有 114名到期退伍战士依然在远海
大洋坚守岗位，在战风斗浪中履行水兵
职责。
“军旅青春需要奉献担当。”在深圳

舰组织的交流活动中，警戒雷达班班长
杨龙锋走上讲台说。这几天，杨龙锋一
直铆在战位上，抓紧点滴时间将 5年所
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战友。

深圳舰水兵周子成是舰上兼职广播

员，退伍前他带出一名广播员“徒弟”。
就要离开部队了，他经常在工作训练之
余，利用休息时间调试音响设备、撰写新
闻稿件。

黄山舰报务班战士陈炫朱，在写满
5 页纸的思想汇报中认真梳理军旅感
悟：“感谢班长、战友们的包容帮助，在位
一分钟，干好六十秒，即将离开舰艇的日
子里，我会以精准无差错的工作标准完
成上级赋予的任务，为军旅生涯画上圆
满句号。”

站好最后一班岗，留下最深一份
情。深圳舰在临时停靠岛礁补给期间，
协调车辆安排退伍战士参观岛礁并合影
留念。黄山舰在执行战备值班任务期
间，精心组织即将退伍的战士过集体生
日，表达对战友的深深祝福。

上图：支队老兵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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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驱逐舰支队114名满服役期战士坚守远海战位—

战斗，直至靠港一刻
■■徐 广 李虹明

8月下旬至9月上旬，西藏军区

某防化旅组织官兵在海拔4000米

地段展开混合洗消、侦毒等课目演

练，提高官兵在染毒地带的作战能

力。

蜜车辆洗消。
蜜协同侦察。

王添昊摄

教师节，聆听“军中园丁”的故事

“站在三尺讲台，就是我最大的幸
福。”从校领导手中接过烫金的聘书，刘
国栋很激动。热烈的掌声中，他举起右
手行标准军礼。

9月 10日，第 35个教师节，火箭军
士官学校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聘任仪式，
仪式的主角只有一个人——该校 3个
月前退休的一级军士长刘国栋。他被
返聘为该校客座教授，继续投身为之奋
斗了20余年的士官人才教育事业。
“刘国栋懂打仗、会打仗，是优秀的

实战化教学人才。”校党委认为，返聘刘
国栋任教有利于保留人才，加强学校师
资队伍力量。“聘任退休的优秀士官教
员担任客座教授，能够激发更多教员以
战领教、为战育人的使命感，提升学校

实战化教学科研质效。”
30年前，还是新兵的刘国栋来到士

官学校。仅有初中学历的他勤于学习，
逐步从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士
官教员。长期从事战略导弹实战化教
学科研的刘国栋，是战友眼中可敬的
“兵教授”。

担任士官教员 26 年间，刘国栋始
终对实战化教学充满激情。每逢学校
换装新型号导弹武器，为了尽快熟练掌
握操作技术，他常常吃住都在发射场坪
边，一待就是三五天，通过实际操作摸
索新装备性能。这些年，他带领所在教
学班组创新、改良教法和教具 11项，并
在教学一线推广，3次荣立集体三等功。

对刘国栋而言，讲台已成为生命的

一部分。今年 6月退休后，刘国栋依然
经常回到实验室和操作大厅，辅导学员
学习，帮助年轻的士官教员备课、评课，
提升教学组训能力。这位白发苍苍的
“老班长”，成了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

校党委决定，在今年的教师节举办
专场仪式，正式返聘他担任客座教授。
目睹刘国栋从校领导手中接过聘书，常
导测控教研室年轻教员高倩感叹地说：
“刘班长是我们所有教员的榜样。我一
定努力提高专业本领，更好地担负起为
部队培养打仗人才的重任。”

上图：刘国栋从学校领导手中接过

聘书。 章 杰摄

火箭军士官学校退休士官教员刘国栋—

白发“兵教授”重返心爱讲台
■张 帆 本报特约记者 陈 帅

本报讯 记者罗金沐报道：“他不
顾病痛折磨，带领教研室全新创业、全
员转型，填补了联合作战情报侦察领域
的理论空白……”教师节来临之际，国
防大学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新时代
感动国防大学人物”颁奖典礼，该校联
合作战学院联合指挥系博士生导师、教
授李景龙，成为领奖台上耀眼的明星。

李景龙从事联合作战理论研究和
教学 22 个年头，先后参加了联合国维
和、奥运安保等重大行动，获得军队院
校教学成果二等奖、“刘伯承科研成果
特别奖”等荣誉。

3年前，李景龙因患牙龈癌接受放

疗、化疗。得知所带研究生的论文遇到
难题，他让妻子驾车送他到研究生宿
舍，辅导学生修改论文。因治疗损伤了
咽喉及舌神经，说话困难，他只能用文
字辅助交流。经过 3个月的努力，学生
顺利通过答辩。

2017年 5月，有一门该校指挥员班
学员们期待的课程，讲师因故临时缺
席。主持教研室全面工作的李景龙，为
确保教学内容完整性，决定自己承担授
课任务。此时离开课仅有一周时间，身
体虚弱的李景龙加班加点完成备课。
课程赢得学员普遍好评，还获评学院年
度优质课程。

单位调整改革后，他不顾大病初
愈，带领团队几乎是白手起家，探索新
学科教学科研方法路子。“当时，教研室
包括我一共 8个人，以前都没有从事过
相关专业。”李景龙告诉记者。

经过艰苦攻关，李景龙带领教研室
创立了两个新的课程体系，两本教程相
继投入教学使用，受到学员好评。为提
高教战研战、备战打仗的能力素质，他
带领教员多次参加全军重大活动，赴部
队调研20多次。

接过“新时代感动国防大学人物”
奖杯，李景龙说：“倾注全部心力为战育
才，是军校教员的初心和使命。”

国防大学教授李景龙—

燃烧生命探索全新学科体系

本报讯 贾朝星报道：教师节前
夕，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
副教授雷兵收到一条短信，脸上不由
露出欣慰的笑容。短信是毕业学员姜
鹏发来的。刚到部队报到不久，姜鹏
就赶上单位组织演习，放下背包、走
上战位，他熟练操作由该院研制并列
装部队的某型装备，为作战捕捉到先
机。学员一毕业就崭露头角，对雷兵
来说，这是教师节收到的最好礼物。

新调整组建后，该院承担的人才

培养任务发生较大变化——由培养工
程技术人才向培养联合作战保障人才
转变，人才培养方案需重新修订。雷
兵作为方案修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多次带队到技术密集型单位调研，向
一线官兵取经，收集加强人才培养的
“金点子”。经过反复调研认证，建立
联教联训机制、在部队建设新装备训
练中心、动态优化培养环节和内容等
21项具体举措被写入方案、列入课表。

近年来，雷兵的学年课时逐年递

增，从 254 个增加到 294 个，再到 372
个。联教联训、岗位实习等实践课程不
仅数量增加一倍，组织难度和工作强度
也成倍增长。雷兵告诉记者：“只有教
学紧贴实战需要，学员才能在未来战场
上打胜仗。”

教学紧盯着战场，战场延伸到课
堂。近日，雷兵结合学员到部队联演联
训，将课堂搬进演训场，让学员在武器
实操中深化专业理论学习，课堂充满战
味，深受学员欢迎。

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雷兵—

门墙桃李绽放一线演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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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模范教师

姜延军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教授

李建平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教授

卞修武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主任

陈少昌 海军工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授

胡夫贵 空军航空大学初训基地一团飞行教官

益西卓嘎 西藏军区机关幼儿园高级教师

石通元 国防科技大学附属中学高级教师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王显超 空军军医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全国优秀教师

李 文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外军系教授

马 刚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谭跃进 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教授

雷 菁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教授

曲兆军 陆军指挥学院合同战术系教授

蔡跃明 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教授

王永生 海军潜艇学院航海观通系教授

王志农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教授

朱家海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教授

鲍 伟 火箭军指挥学院作战指挥系主任、教授

于小红 航天工程大学航天指挥学院教授

张勤林 武警指挥学院作战指挥系教授

庄弘炜 武警工程大学装备管理与保障学院教授

王 雁 96607部队八一幼儿园高级教师

马 蕾 武警部队机关幼儿园高级教师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操红武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防空兵军事理论创新与

作战实验中心教授

姚丽红 中部战区空军保障部幼儿园园长

军队院校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