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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所有人都豪情满怀；那一
刻，所有人都倍感荣耀。

当受阅方队以最昂扬的姿态通
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
时，还有一群人身居幕后、默默奉献，
他们虽未上场，但同样接受了一场
“检阅”。

这群人，正是阅兵联勤保障兵站的
全体工作人员。他们用优质的服务精
准保障受阅官兵，用另一种方式书写着
忠诚与价值。
“一切为了阅兵部队、一切为了阅

兵胜利。”此次阅兵的后勤保障工作，由
阅兵联勤保障兵站组织实施。该兵站
主要由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直属保障
大队官兵组成，担负阅兵专项经费核
销、被装发放洗修、医疗卫生防疫等 10
多项任务，承担着全体受阅官兵的后勤
保障需求。

在阅兵集训地，某方队受阅队员小
陈在训练中突然腰疼难忍，连站立都很
困难。该兵站医疗防疫队医生徐利仔
细检查小陈的腰部后，使用针灸疗法，
仅两次治疗，就让他腰疼大幅减轻。小
陈很快重返训练场。

医疗防疫队承担着为受阅官兵健
康保驾护航的重任。这也是历次阅兵
中第一次把卫勤保障力量成建制部署
在阅兵训练一线，为伤病员提供全程医
疗服务。

受阅官兵的健康不仅有科学的治
疗方法来“保底”，更有安全营养的饮食
作保障。

20 年前，曾在女兵方队光荣受阅
的张晓芳，今年有了新身份——食品检
测组组长。食品检测是食品安全保障
的第一道关口，她每天与供货商“锱铢
必较”：“受阅官兵吃的每一粒米、每一
口菜都绝对不能马虎。”

就是因为这股“绝对不能马虎”的
劲儿，食品检测组组员李世朋每天早上
5点便到达“战位”，平均每天完成 20余

批次 400 余种食品的检测。他和战友
们一起用实际行动守护阅兵官兵的食
品安全。

承担阅兵集训地纯净水生产任务
的李延和，是“兵悦”水站里说话最少的
人。所有的桶装水由他一人监护，他经
常在灌装间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兵悦”水站是今年阅兵集训地新

增的一道风景线。水站安装了膜法工
艺制水系统，受阅部队的日常饮用水全
部由水站生产供应，并直接配送到训练
场和宿舍楼。

需要什么就保障什么。精准服务
的背后，是每一个“兵站人”的精准对
接，是他们对每一个环节的一丝不苟甚
至“苛刻”。

油料保障队化验班的工作人员就
是这样——

车辆装备的油料里如果有杂质，很
容易出现故障。装备方队入驻后，油料

保障队对所有受阅装备油箱清洁度进
行检查，一开始却遭到质疑。“有些人认
为我们是故意刁难。”化验计量班班长
告诉记者，当被检查对象看到从油箱里
取出的油样颜色浑浊、有杂质时，才彻
底服气。

满腔热忱的精准服务，一丝不苟的
认真保障，成就了装备“零误差”的精彩
亮相。

阅兵不比简单的舞台演出，如此庞
大的方队、繁多的装备，如何转运到天
安门地区“登台”，而又不出差错？

这对于公路运输队和铁路运输队
来说，是一道必须答出满分的难题。

为了保障受阅人员安全顺畅、准时
无误到达天安门地区，公路运输队多次
前往现场勘察，精确计算，反复推演出
现紧急情况时的处置措施。

受阅装备体积大，运送起来很困
难。那天凌晨，一场攻坚战在阅兵集训

地附近的火车站打响。受阅装备从这
里分批运出，开上平板、停车定位、捆绑
加固、联合检查，铁路运输队的队员紧
张又细致地组织着装载。

从阅兵集训地到天安门地区，每一
步都凝聚着运输投送人员的心血和汗
水：制订数十份运输计划和预案、反复
推演模拟和实地勘察……

阅兵，阅的是胜战能力。提高胜
战能力，不但需要武器装备更新换
代，同样需要联勤保障的完备精准。
阅兵联勤保障兵站，是保障阅兵的重
要力量。

当阅兵盛典的大幕拉开，当满怀
激情的欢呼响起，人们或许没有觉察，
受阅场之外，还有一群特殊的“受阅”
队员。

上图：铁路运输队官兵正在装载装

备。 郝文永摄

精准保障，一切为了阅兵部队
■本报记者 程 雪 通讯员 侯 驰 王 喆

阅兵风采录

本报讯 胡杰、记者颜士强报道：
新疆军区某装甲团坦克炮长张森，如今
再也不对实车实弹训练“犯怵”了。此
前的年度战术训练阶段，这位团里“精
武杯”比武的全能冠军，曾对实车实弹
训练的“过度准备”苦恼不已。在 10月
上旬的一场营战术考核中，张森与战友
满怀信心，驾驶坦克向“敌”阵地发起
冲击，悉数摧毁了所有目标。

令张森苦恼的并非实车实弹训练本
身，而是有些“繁琐”的训练准备。过
去每次实车实弹训练前，作为炮长的张
森都要提前一天全面检查武器系统，线
路检查、排除故障……一趟下来就是两
个多小时。为了防止坦克在训练中“冒
泡”，第二天大家又提前起床，再全面排
查一次。如此为装备反复“体检”后，
因为睡眠不足，张森曾在训练场上打盹
被上级逮了个正着。

虽然因为工作原因没有受到严厉批
评，但张森心里始终不是滋味：战场上
敌人会让你反复检查准备装备吗？这样
一遍遍重复准备，是否影响训练效率？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在团里强军网开
设的“我为团队献一计”专栏里，将自
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两天后，团机关就
做出明确规定：实车实弹训练不得提前
准备装备，确有特殊需要，最多不得提
前半小时。

此事并没有就此作罢。在团党委议
训会上，精简名目繁多的训练保障被
提上议程。该团由上而下组织车炮场
日课目示范，重点训练各类武器装备
常见故障排除，注重把功夫下在平
时，确保武器装备始终处于“引而待
发”的良好状态，大幅缩短出动时
间。在此基础上，他们还通过统筹实
车实弹训练保障计划，将训练分队与
保障分队交叉安排，确保训练分队全
力参训、全员受训；结合训练场地实
际取消部分保障要素，推进保障分队
训练计划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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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祥、代翔报道：“百丈关
战役中，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军队苦战
7日，毙伤敌军约 1.5 万人……”9月 29
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结合“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组
织官兵走进红军百丈关战役纪念馆开
展现地教学活动。据该团领导介绍，他
们利用驻训所在地的红色资源打造教
育课堂，培育官兵战斗精神，不断提升
教育质效。

在今年的主题教育中，该团充分利

用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将教育课堂延
伸到战斗旧址和红色场馆，通过一个个
生动故事、一幅幅感人图片、一件件原
始物件，让官兵一路走一路学、一边训
一边看，回顾革命先辈顽强战斗、艰苦
奋斗的光辉历程。他们组织官兵踏访
昔日战场、追寻革命先辈红色足迹，并
邀请革命前辈的后代为官兵讲述浴血
奋战的红色故事，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
念、投身练兵备战。此外，他们还组织
官兵深入了解驻地经济社会发展变化，

感悟发展成就、激发强军动力。
“每当想起革命前辈浴血奋战的战

斗历程，总能感到心头燃烧如火激情、
肩头担负如山责任……”教育中，一连
指导员张中江指着陈列柜里一面布满
弹孔的军旗，向官兵讲述战斗中无数共
产党员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感人故
事。上士周雪龙深有感触地说：“革命
前辈用生命换得胜利，我们要传承革命
前辈的战斗精神，练就打仗本领，续写
英雄篇章！”

学史思责砺精神，使命在肩勇担
当。随着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该团官兵
练兵备战热情持续高涨。连日来，他们
圆满完成高原适应性训练、实弹射击等
多项任务。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利用红色资源培育官兵战斗精神

在战斗旧址开设教育课堂

本报讯 牛新志、特约记者冯金源
报道：血性勇猛的刺刀术、响彻山谷的喊
杀声……9月下旬，火箭军某团新训营
训练场上，1800余名入伍不久的新战士
被新训骨干展示的一系列训练课目深深
震撼。据该团领导介绍，他们从一开始
就将战斗精神培育融入新兵教育，在传
承红色基因、砥砺血性胆气、激扬军心士
气上持续用力，让新战士一入营就能感
受到当兵打仗的浓厚氛围。

为增强战斗精神培育效果，他们在组
织新战士集体学习荣誉连队光荣历史的基
础上，遴选本单位的先进典型、优秀党员上
台话优良传统、讲红色故事；将以往官兵参
加大项任务、上级比武的视频制作成微
电影，上传强军网供新战士观看；邀请全
团历届“精武标兵”与新战士面对面谈成
长、讲经历、分享成功经验，引导新战士
在潜移默化中感悟使命责任，帮助他们
尽快实现从一名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

转变。此外，他们还通过在强军网开辟“精
武先锋”专栏，在床头张贴个人战斗格言
等方式，营造爱军精武浓厚氛围，不断激
发新兵练兵备战、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

培育战斗精神，激发精武热情。记
者在现场看到，一个个充满血性虎气的
课目展示结束后，新战士们个个精神抖
擞、斗志昂扬。来自河北的新战士赵志
轩感慨地说：“我一定要刻苦训练，尽早
像班长们一样练就过硬的打仗本领。”

火箭军某团在新兵教育中强化战斗精神培育

兵之初培塑敢打必胜血性胆气

本报讯 记者赖文湧、通讯员何飞
报道：“枪林弹雨中，父亲冒着敌人的炮
火冲锋陷阵，虽然失去了左腿，他却无怨
无悔……”9月底，第 72集团军某旅新兵
营组织开展“前辈荣光点亮兵之初”教育
课，新兵赵安阳第一个登台，深情讲述父
亲荣立一等战功的故事，赢得台下热烈
掌声。
“兵之初是官兵培根塑型的黄金

期。”该旅领导说，今年的新兵思想调
查报告显示，新兵思想更加活跃、观
念更加开放、个性更加多元，在给军

营注入新鲜血液、带来生机活力的同
时，也为做好新时代新兵思想政治工作
带来了新挑战。为正确教育引导新兵，
他们特意挑选家庭有红色底蕴的新兵，
登台讲述前辈从军报国、战场立功的
故事，并将其纳入经常性教育计划，
营造当兵打仗、立功光荣的浓厚氛
围，帮助新兵系好军旅“第一粒扣
子”，迈好军旅第一步。

和赵安阳一样，新兵尹欣宇也是功
臣后代，巧合的是，他俩还是邻居，从军
报国是两人一致的选择。在讨论交流

中，当尹欣宇被问及“亲人舍身上战场的
底气从何而来”时，他当即和父亲连线通
话，现场答疑解惑，让新战友们明白了
“爱国奉献是革命军人的追求，要永葆至
真的爱国心、至诚的报国志”。

战斗故事口口相传，强军动力生生
不息。几名因不适应单调紧张的新训生
活而一度打退堂鼓的新兵，听了战友讲
述的故事后，纷纷写下“刻苦训练、建功
军营”的决心书，表示要以饱满的热情投
入火热的军营生活，尽快完成由一名地
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

第72集团军某旅教育引导新兵建功军营

新战友登台讲述前辈战斗故事

10月 15日，武警西藏总队把部队

拉到陌生地域组织训练，磨砺特战队员

在复杂环境中的作战能力。

李如辉摄

猛虎下山

光 荣 榜

一、金牌专业讲解员

胡 静、温 泽、郭 娅、贾筱艺、

崔倩影

二、金牌志愿讲解员

贾玉名、周 霞、刘海伦、崔义佳、

范 颖

三、优秀专业讲解员

石 佳、王志国、杨林曦、郜 洁、

陈 鹏

四、优秀志愿讲解员

牛 尧、王 飞、赵 楠、耿 欣、

林 婷

全军“赓续血脉、矢志强军”红色故事

讲 解 员 比 赛 获 奖 人 员 名 单
（按成绩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