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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的前身是

由毛泽东亲手缔造的“红一师”，在

8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英雄辈出，

战功卓著，先后孕育出“狼牙山精

神”“清风店精神”“吕顺保精神”

等一系列宝贵的战斗精神。走进该

旅营区，你会看到极具战斗气质的

旅史馆和红色历史雕塑群等红色文

化景观和物件。一直以来，这个旅

始终坚持用红色文化灌注部队、涵

养官兵，砥砺前行。

本期我们采写的四名士兵分别

来自该旅的不同岗位，但却都有着

相同的目标——立足本职岗位，传

承红色基因，在战位上拼搏与成

长！这其中，有在国际赛场上突出

展现中国军人风采的一等功臣贾

强，他攻坚克难，立志要当“尖刀

上的刀尖”；有甘于测地岗位十几

年，以沉稳著称的四级军士长练中

由，在演习场上他沉着冷静，把困

难踩在脚下，竭尽全力只为保障打

赢；有以“铁血”著称，不怕流血

牺牲的杨金明，在他的骨子里永远

有一股“永不言败、敢打必胜”的

拼劲；“黑马”张坚，以“虎气”闻

名，他时刻保持冲锋的姿态，立足

岗位，精武强能，在拼搏中奋进，

在砥砺中前行。

在成长的道路上，他们始终不忘

自己作为“战旗精神”的传承者，时

刻保持冲锋姿态，不断激励自我。探

寻他们的成长路径，不难发现，正是

旅队的战斗精神激发了他们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磨炼了他

们的铁血意志。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拼

搏与传承，锻造出这样一支能打仗、

打胜仗的威武之师。

砥砺前行
■刘 洋

“张坚，加油，张坚，加油！”顶着如
火的烈日，已经到达身体极限的张坚强
撑着不让自己放弃。他脸上早已青筋
暴起、满脸通红。
“这个上等兵有股子虎劲。”提起预

提士官张坚，教导队队长胡小泊给出这
样评价。

刚进集训队，队长胡小泊在旅史教
育课中讲到的清风店战役让张坚印象
深刻。他在心里把旅队“勇猛如虎的清
风店精神”作为座右铭。刚到集训队
时，同张坚一个宿舍的 8个义务兵，有 5
个立过功。相比之下，张坚各项成绩都
略逊一筹。在“清风店精神”的激励下，
张坚不气馁、不认输，每天耗在训练场
上同自己暗自较劲，钓上砖块练射击、
绑上沙袋练跑步、清晨早起练指挥、夜
间晚睡写教案……仅两月，张坚就在月
考中取得 4个军事课目的第一，实现弯
道超车。
“训练起来敢拼命。”说起张坚，班

长陈大平印象深刻。刚当瞄准手时，张
坚一进战车操作舱就紧张，实装操作屡
屡出错。“你知道 10公里距离上，一个
密位就差 10米，你少装一百个，你要打
哪儿？”操作舱里，班长的一声怒吼让张
坚打了一个激灵，一股热血直冲脑门。
“练、练、练……”挨了班长批评的

张坚跟瞄准罗盘杠上了。盛夏，操作间
热得就像蒸笼，没人愿意在里面多待一
秒，可张坚仿佛感觉不到，一遍遍地练
习赋予射向，摇罗盘的手打了泡、脱了
皮也不放松。练到后来，张坚仅凭手感
和方向感就能完成火炮赋予射向。

集训队训练很苦，但张坚觉得这还
不够。
“挤也要挤出时间。”就是靠着一股

“虎劲”，张坚决定再逼自己一把。“比起
革命老前辈为歼敌连续战斗 8昼夜，连
续行军 240华里未休息，我这又算得了
什么？”张坚喃喃自语。从那以后，张坚
把起床前、熄灯后、饭前饭后这些零碎
时间都利用起来，学理论、练体能、写教

案……他挤出大把的时间加班训练，各
项素质稳步提升。

在营体能对抗赛上，原本长跑弱项
的张坚，听到口令，一个箭步蹿了出
去。五公里、十公里、十五公里，张坚始
终稳在前几名。还有最后一公里，胜利
在望，张坚突然感觉到脚踝一阵刺痛，
慢慢开始掉队。在队伍中，他略微摇晃
的身影格外显眼。“前面就是终点了，再
痛也要坚持。”只听见一声嘶吼，张坚再
次冲了起来……

拼，是一种态度，更是对胜利的渴
望。对抗赛中，双杠臂屈伸课目，张坚
最后一个上场，前面的战友已经把训
练上限提高到 99个，可当时张坚满脑
子想着如何超越。“91、92、93……”张
坚忘记手掌钻心地疼痛。“不能放弃，
吃那么多的苦不就是为了证明自己
吗？”虽然频率慢了，但他始终没有停
下来，仿佛有惯性一直推着他，“116、
117……”下杠后，张坚才发现手掌已
经血肉模糊。
“真是集训队一匹黑马！”提起张

坚，跟他一起参加集训的队员和考官都
赞不绝口。对张坚来说，是旅队“勇猛
如虎的清风店精神”不断激励和鼓舞着
他。结业考核成绩公布，果不其然，张
坚综合成绩名列义务兵组第一名。

虎 劲

“真强”还是“假强”？刚入伍，就常
有战友拿贾强的名字逗趣。不管别人怎
么说，贾强争第一、当精兵的念头从来没
有改变过。在贾强刚进入军营时，指导
员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讲述该旅前
身部队的英雄先烈——“大渡河十七勇
士”的故事。贾强听得认真，记得仔细。
他把敢打头阵的“大渡河精神”牢牢记在
脑中，深深植入心底！
“当兵就当‘尖刀上的刀尖’。”从湘

西入伍的贾强从小就爱听长辈讲跟随贺
龙闹革命的故事，立志要做一名精兵。
“本次月考是我们新兵下连第一次

考试，希望大家要重视。”贾强在队列里
听着教练员在考核前的动员，心里暗暗
立志，“我一定要拿第一，一定要打头
阵！”考核完毕，看着贾强多项名列前茅
的军事训练成绩，私底下不少班长开始
盘算着把贾强要到自己班里。正当班长
一拥而上准备抢人时，贾强再一次“刷
新”了大家的认识，理论知识刚及格，装
备操作连续两次失误。“连队都是新装
备，体能再好，专业不过关肯定不行，要
不要？”班长们有些犹豫。

最后虽然进了“尖刀班”，但贾强知
道自己差得还太远。晚上躺在床上，当
年“大渡河十七勇士”的故事在贾强脑海
中反复回响。是啊，不经砺锋淬火，怎能
百炼成钢。从那时起，他就给自己定下
“士兵突击”的计划，以各专业尖子为目
标，实现赶超。
“贾强，你怎么这么多问题？”“贾强，

怎么又是你啊？”原来，为了提高自己的
专业成绩，他每天训练之余主动给自己
加码，白天铆在装备上练习操作要领，晚
上躲进学习室钻研教材，遇到不懂不会
的就缠着班长、教练员请教，不断补齐训

练短板。正是凭着这股劲头，贾强的训
练成绩突飞猛进，逐渐在旅队出了名。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之人。去年，
国际比武竞赛即将举行，贾强报名参赛，
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印证初心——“当兵
就当‘尖刀上的刀尖’”。
“这次为国出征，我一定要让国旗

在国际赛场高高飘扬。一定要打头阵，
立新功！”贾强暗暗立下志向。正是怀
抱这样的心态，贾强在集训阶段，练习
枪支分解结合，手指破皮流血也毫无怨
言；俄式障碍，他抢抓晚饭后休息的一
个小时“加餐”；面对装甲车驾驶“半路
出家”的劣势，他天天钻进装甲车，一练
就是一整天……

苦心人，天不负。国际赛场上，轻武
器射击比赛时，贾强最后一个出场，面对
前面各国选手打出的成绩，贾强内心一
阵紧张，瞄准、射击……每一枪贾强都打
得格外认真。“349环，领先第二名 3环。”
当成绩出来时，贾强才发现自己的后背
全是汗。

也许是步枪射击的优异成绩给了他

信心，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贾强又连续夺
得驾驶员组俄式障碍赛、驾驶员综合赛
等多项第一，被大赛组委会评为“最佳驾
驶员”。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俄罗斯圣彼
得堡赛场上一次次高高升起。赛后，贾
强荣立个人一等功。
“真强”还是“假强”？现在已经没有

人再调侃他的名字。载誉归来的贾强平
静地说：“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挑战，我都
会想到敢打头阵的‘大渡河十七勇士’，
是他们不断地激励着我！”

刀 尖

进入营区，一尊威武的坦克雕塑映
入杨金明的眼帘。这尊雕塑的原型是战
功卓著的“功臣号”坦克，它在锦州攻
坚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参加过开国
大典的阅兵式！杨金明特别喜欢这尊雕
塑，更深深被“功臣号”的精神所激
励。

那年，刚刚转为下士的他，第一次
近距离观看集团军专业比武。他眼睛一
直盯着场上的选手进行装备操作，心
想，自己也要参加比武拿奖牌。

然而，当他有机会参加比武集训
时，他立即看清了自己的弱项。“杨金
明，你这手法太慢了，这样还想上场比
赛？你们班长不是已经教给你好多遍了
吗？”组训排长一句话直接把他安排到
了观众席上。

面对排长的质疑，杨金明暗下决
心：“我就要当精兵，我就要当精兵！”
回到连队，他找来比武视频，开始跟着
选手们一遍遍地练习操作手法。晚点
名，旅歌中“功臣号勇往直前”这句歌
词再次激起了杨金明的斗志，他仿佛回
到了“功臣号”坦克从激烈巷战到老城
攻坚，从开辟通路到摧毁据点再到开国
受阅的那段时光。此后，他像着了魔一
样，每天都在跟专业较劲，常常练得手
上膝盖上全是伤口，有时吃饭时连筷子
都拿不起来。“杨金明，算了，干嘛非
要和自己较真呢，你可以选择其他专业
啊！”同年兵刘家成劝他。杨金明却坚
定回复：“不下苦功夫，来年还要坐冷
板凳，选择了这个专业我就要拿第一！
我就要勇往直前！”

2016 年盛夏，空气中翻腾着一股

股热浪，早已潜伏在密林深处的杨金明
时刻紧盯着战场上的每一丝气象变化。
班长休假，杨金明负责整个炮兵战斗群
的气象探测保障。

战场上不可预估的事情太多。离实
弹射击还有一小时，气象保障工作有序
展开，氢气球升空，只要电脑采集到数
据，任务就完成了。突然，登上雷达探
测车的杨金明发现，电脑发生蓝屏，并
且重启无效。时间不等人，只见杨金明
跳下探测车，架起探测仪，果断采取人
工采集方案。6分 48秒后，一份精准的
气象通报传到了炮兵指挥终端。顷刻，
炮声骤起，电台传回消息：炮兵群首发
命中、首群覆盖。

能在“战场”上随机应变，得益于
他的那股倔劲，也得益于“功臣号”坦
克给他精神的鼓舞。

去年 8月，杨金明代表连队参加集
团军抽考，临上场前，连长发现杨金明
腿部受伤，提出换人。

“这点小伤不碍事，我能坚持。”杨
金明的回答斩钉截铁。他深知，这是为
连队争荣誉的时候，决不能给连队丢
脸。考核中，他咬牙坚持，连续完成百
米跑、武装五公里越野、四百米障碍等
多个课目，以过硬的作风、顽强的毅力
赢得考核组的认可，被旅评为“红一师
优秀传人”并授予荣誉奖章。

铁 血

“稳住，不要慌。”6月中旬，塞外某
综合训练场硝烟弥漫，一场阵地进攻战
即将打响，只见密林深处，一门门火炮悄
然挺进预设阵地。火力打击在即，只见
一名士官前出，架器材、测距离、定方位，
仅两分钟就完成基准火炮校准。战斗准
时打响，在火炮支援下，步兵分队一举攻
克“敌”防御阵地。关键时刻，那位挺身
而出的战士正是该旅测地技师练中由。

作为一名老兵，练中由潜心钻研本
职业务，心无旁骛谋打赢，被官兵们亲切
地称为“老练”！炮兵测地员在进行作业
时专业性要求极高，稍有偏差都可能导
致火力偏移，影响射击精度。但凡是认
识他的人都知道，只要有练中由坐镇，那
实弹射击首发命中就“稳”很多。

2010年 9月，“和平使命-2010”联合
演练转场至哈萨克斯坦某合成训练场。
面对陌生的环境，哈方提供了三组坐
标。看着仅有的三组数据，练中由一下

子犯了难。“三组数据定坐标？火炮打得
准才怪。”为获得训练场区坐标完整数据
链，练中由深入训练场进行现地测量，一
路上他涉险滩、爬陡壁、登山坡，场区里
的每一个明显物体都被他标记成了瞄准
点。实弹射击按时举行，该部队在异国

训练场上打出首发命中的好成绩。
坚如磐石，无惧风雨。去年，练中由

所在旅作为第一批第三代主战装备列装
的部队。为完成新装备实弹射击数据测
量，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三次转场
试验。这么大强度的训练、如此远距离

的机动让很多战士有些“吃不消”。练中
由积极为大家鼓劲：“把困难踩在脚下，
尽我所能保障打赢。”整场演练，练中由
无一差错完成一万多组数据测量，保证
了炮兵部队在陌生复杂环境中连续六场
首发命中，首群覆盖。

带队参加演练的营长张军生一提起
练中由就竖起大拇指，“有练中由进行测
地保障，实弹演习底气足、心里稳！”

磐 石

执笔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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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奕坤 白 录

10 月 1 日，在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
兵式上，百面荣誉战旗，
在军旗的引领下，接受
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高擎战旗，传承英
雄血脉，牢记职责使命，
无愧战旗传人。

战旗精神激励着陆
军第 81 集团军某旅官
兵。这支部队的前身历
经血与火的战斗和淬
炼，孕育出一系列令人
崇敬的战斗精神。

集结在光荣战旗
下，秉承英雄先烈的战
斗精神，昂首前进。今
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
支红色部队，领略四位
战旗传人的精武风采。

—编 者

本期撰稿：刘 洋 赵世超

周格格 黄元晔

战
旗
·
传
人 “年轻人，就要有一股对自己的狠

劲！”在我看来，杨金明这股狠劲就是

在遇到瓶颈困难时，敢于突破自我的勇

气和决心！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既然穿

上了这身军装，就不应辜负韶光，敢拼才

会赢！

敢拼才会赢

■某连指导员 孙 鹏

印 象

战场亮剑是战士义不容辞的使命职

责。贾强并不是天生就比别人优秀，但

他有克服一切困难的恒心和毅力，不抛

弃自己，不放弃信念。所以，普通一兵一

样可以成为“武状元”！

自信的力量

■某旅宣传科长 左 健

印 象

自入伍以来，练中由这个“老兵”一

直在测地这个战位上，也算是个行家里

手。每次演习，他都会按步骤搞好测量

和计算，从没有过丝毫的懈怠。我曾问

他：“你都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十几年。为

何能始终如一地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进

取心。”练中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梦。我的梦就在这座军营，练兵打仗是

我的职责，练好吃透自己的本职业务就

是在成就梦想。”

在战位上成就梦想

■某营营长 张军生

印 象

张坚取得成绩的背后，关键在于

他不断给自己制订一个个阶段性、够

得着的目标，更是战斗精神激励着他

一次次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发起冲击。

我相信每名战士像张坚一样，只要立

足岗位，始终不放弃对梦想的追求与

渴望，坚持不懈地付出，就能实现自己

的梦想！

时刻保持冲锋姿态

■某营教导员 陆宏伟

印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