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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45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一支

部队正踩着脚下这片土地，朝着心中的

目标，发起一次次冲锋。

本期采写的四位战士来自陆军第

77集团军驻藏某旅。面对恶劣的自

然环境，他们拿出了勇攀高峰的气魄，

不断突破着自己的极限。

使命催征，战斗不止。迫击炮长

马瑞峰，带领队员逆境冲锋，最终在自

己军旅生涯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接受采访时，他始终将“遗憾”两字挂

在嘴边，“如果我们再努力点，冠军就

是我们的了！”

积累，而后飞跃。侦察兵吴志高，

面对装备的“高原反应”，自学“医术”，

“对症下药”，“医”好了装备的“高原

病”。从头学起最难，也最可贵。当了

十几年的炮兵，突然转成一个侦察兵

时，他像一个谦逊的学徒，潜下心来，

攻克一个个难题。

勇敢追梦，无惧向前。应晓杰，虽

然基础薄弱，但有一种不断进取、不断

征服自我的劲头。在备赛中，他苦练

加巧练，终于实现自我的突破，成为一

匹“黑马”。

反坦克手蒋甲田，十二年如一日地

专攻一个专业。他的“突破”来源于日

积月累的勤奋和一丝不苟的细心。谈

及每次实弹射击，蒋甲田的脸上毫无波

澜。他把每一次训练当成实战，在任何

困难面前都无惧、无畏。

奋斗的青春最美。正是因为对打

赢的执着追求，他们才在各自战位上

不断生成力量，超越自我，书写出多彩

绚烂的青春篇章。

高原上的冲锋
■贾树鹏

“每一次挑战，对我来说，都是一
次攀越和征服。”出征前，马瑞峰带领
战斗小组望了望营区不远处的雪山，
郑重地向其敬了一个军礼。

两个月后，在陆军“轻突奇兵-2019”
比武赛场上，凝固的空气，翻滚的热
浪，让参赛队员的脸上渗出了细密的
汗珠。马瑞峰所带领的战斗小组成
员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这一刻的到
来。

发令枪声响起，意味着各战斗
小组的数月艰辛将在这一刻得到最
终检验。马瑞峰带领的战斗小组也
不例外，像离弦的箭一般，奔袭在
角逐的赛场。经过 13 公里的搜索前
进和快速越野，马瑞峰所带领的战
斗小组因过程中处置不当，此时比
分已逐渐被其他战斗小组拉开了距
离。
“既然选择了出征，我们就要下定

决心给连队争荣誉，绝不能给连队抹
黑。”看着有点沮丧的组员们，马瑞峰
及时给自己和组员打气。

迅速通过炮火拦阻区、穿越染毒
地带、进行火力支援……重拾信心的
他们连自己都没想到，集训时偶尔与
障碍物“亲密接触”的他们，这次竟
以“零失误”的成绩斩获“800 米突

击”项目的冠军，并接连在“火力支
援”项目中打出首发命中、8发 6中的
好成绩，拿下亚军。

对 于 从 军 十 四 载 的 马 瑞 峰 来
说，勇当精兵始终是他前进的不竭
动力。

一次又一次的蓄力，才换来关键
时的奋力一击。作为炮技师和通信技
师，他虽在各项赛事中勇摘桂冠，获
得了“三等功”和“爱军精武标兵”
等殊荣，但他并没有满足，而是以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去提升自
我。正是如此，他才练就了一个个让
战友羡慕的“绝活”。

赛场即战场。为了下一次的远
行，马瑞峰定了一个新目标，开始了
下一轮的冲锋……

蓄 力

军龄短、经验少……参加狙击集训
队的应晓杰，一开始并不冒尖。屡屡处
在淘汰边缘的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
劲，完成了一名优秀狙击手的磨炼之
路。

从小就有狙击手梦想的应晓杰，未
承想在刚开始的旅狙击集训队选拔考核
中就“跌了跟头”。因五公里考核成绩
不理想，他成为了淘汰对象。

那天，躺在床上的他，盯着上铺的
床板，彻夜难眠，“难道自己的狙击手
梦想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不行，
哪怕是爬，也要爬出一条路来”。

第二天，应晓杰早早起床，拖着笨
重的轮胎，绕着营区的跑道开启了加练
之路。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当得知
集团军狙击集训队需要补充几名预备队
员时，应晓杰第一个报了名，并成功通
过选拔，成为预备队的一员。但他知
道，搭上“末班车”的他，随时可能面
临着被再次淘汰的危险。

为了扭转局面，拿到去参加战区组
织的狙击集训队名额，那一阵，他在烈
日下练据枪定型训练，一定就是几个小
时，贴枪处的脸颊也因温度过高脱了
皮。
“脱靶！”尽管应晓杰下足了功夫，

现实的成绩仍残酷地提醒着他，离一名
优秀狙击手存在的差距。

眼看着战区选拔的日子一天天临
近，一直作为预备队员的他，甚至有那
么一瞬间想过放弃，“队里随便一个班
长都是身经百战的狙击手，自己已经尽
力了”。

此时，预备队队长周利群的一番
话，让他重燃了斗志，“最坏的结果不
是被淘汰，而是丧失了继续战斗的勇

气！”
从那时起，应晓杰悄悄给自己定下

了一个目标：就算倒，也要倒在冲锋的
路上。

面对 400 米以外射击脱靶的问题，
他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射击理论资料，
并准备了一个小本子，随时记录自己的
射击成绩。

第 50名，第 30名，第 22名……在
应晓杰的努力下，他一步步地摆脱了预
备队员的身份，进入战区狙击集训队。

七月的训练场，酷暑难耐。这天，
身体不适的应晓杰，将要面临 10公里
的重装定向越野训练。刚跑出 3公里，
他的胃里便开始翻江倒海。经过几番斗
争，他还是忍不住吐了。训练场出现这
样一番场景：一个小伙子背着背囊，拿
着武器装备，吐了好几次，最终冲到了
终点。

从这以后，这个不被看好的 95 后
小伙子出了名，成了集训队队长眼中的
“黑马”。同时，随着成绩的一次次提

高，应晓杰突围而出，走上了朱日和赛
场。

陆军比武那天，应晓杰出奇的平
静。凭着数月来的强化训练，他快速灵
敏地处置着赛场上的情况。随着扳机的
一次次扣动，远方的靶子应声而落，最
终他取得了第五名的成绩。
“成功=信念+荣誉+天赋”，当问及

这位狙击精英的逆袭之路时，他如此说
道。

逆 袭

望着远处的雪山，此刻守在炮阵地
上的蒋甲田大脑飞速旋转，梳理着每一
处细节，生怕遗漏。
“在这离天很近的地方，炮弹和人

一样也会出现‘高原反应’，火炮射击
容易产生远弹、偏弹的现象。我们一定
不能掉以轻心！”临近实弹射击，听说
前面几个兄弟连队出现了掉弹、未爆弹
的情况，蒋甲田再三叮嘱战友。

入伍 12 年来，像这种实弹射击任
务，蒋甲田自己都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
可是这一次，他依旧是不放心。“不光考
核，蒋班长在平日训练中也是‘婆婆
嘴’。他不会放过每一个细节，任何操作
都必须亲自检查。”在下士许猛猛看来，
正是蒋班长的这种“不放心”，让战友在
每次实弹考核中“很放心”。

话音刚落，蒋甲田快步走到装备
跟前检查表尺。“表尺上差一个密
位，炮弹就飞偏了，可马虎不得！”

蒋甲田的细心与一次教训有关。有
一次实弹射击，作为阵地指挥员的蒋甲
田，仔细检查每一具反坦克导弹性能。
“我都检查过了，你放心。”蒋甲田走过
来时，同年兵刘兴昌信心满满地说道。
出于信任，也碍于面子，蒋甲田检查装
备时走了过场。谁料，在射击过程中，
有一具导弹脱靶。经过排查，正是刘兴
昌的操作出现了问题。
“什么叫‘你放心’？怎么才能‘没

问题’？”出现这样的结果，蒋甲田背后
一身冷汗。要知道，这种失误操作甚至
可能危及战友的生命。从那以后，蒋甲

田像是被蛇咬过，再也不敢碰“粗心”
这根麻绳。

蒋甲田的细心，还源自对装备操
作的烂熟于心。那年，新装备刚刚列
装，连队急缺技术骨干。“班长，你
来帮忙看看？”大家在训练中遇到问
题，潜意识地觉得蒋甲田是老士官，
肯定懂。其实，蒋甲田对很多问题也
没有底。面对这样尴尬的情景，蒋甲
田白天看说明书，晚上背记操作规
范。经过两个多月的挑灯夜战，蒋甲
田写出了连里第一套符合实际的专业
教案。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有了教案还不行，那时候连队没有
模拟器，蒋甲田就每天背着设备出去训
练。一遍一遍调表尺，一遍一遍赋予射
向。没有目标就自己假定目标，模拟射

击。那阵子，蒋甲田像一个“训练
狂”，在训练场一待就是一整天。经过
半年多的实践攻关，蒋甲田终于摸索出
一套适合高原的射击方法。

从专业“小白”到专业能手，再到
专业“大拿”，蒋甲田的每一步都走得
很踏实。

踏 实

在专业集训结业表彰时，吴志高看
着自己手里拿的一等奖荣誉证书，脸上
终于溢出了笑容。

作为“土生土长”的炮兵，吴志高
曾被连续评为“神炮手”。可当移防高
原后，连队整建制改为技术侦察连。这
位“神炮手”失去了往日神气，整日无
精打采。面对新专业，加之高原训练困
难，吴志高进入“状态”较慢。
“跨界”意味着从零开始。最初接

触新专业时，与兵龄较短但是文化程
度较高的新同志比起来，吴志高很快
就被拉开了距离。每次出任务，吴志
高眼睁睁看着别人开着新装备威风凛
凛从面前驶过。红了脸的吴志高想
起，以前哪次有任务不是自己第一个
冲在前。尤其看到自己一手带出的李
晶涛被评为“优秀炮长”，吴志高既高
兴，又失落。他高兴于自己培养出来
一名“好苗子”，可失落于自己再不努
力，早晚要被淘汰。

从那天起，吴志高像是变了一个
人。训练时两个本子不离身，一本是
新装备战技术性能手册，一本是画满
了各种标记的学习笔记本。每天一到

训练时间，他就整个人“泡”在车
里。光电、雷达等设备，装了又拆，
拆了又装。他恨不得把整车给拆完，
再装上去。

今年 4月，吴志高休假。他刚离开
营区就前往装备生产厂家，找专业技师
“求学”去了。休假归来，吴志高摇身
一变成了“专家”。无论是装备技术性
能，还是装备检修，根本难不倒他。在
装备战技术比武时，面对考官想方设法
的“刁难”，吴志高游刃有余地排除了
所有故障。

在年底的专业集训中，吴志高被表
彰为“优秀教练员”，并且夺得了个人
一等奖。在大家眼里，以前那个吴班长
又回来了。

跨 界

执笔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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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这支现在
被誉为“雪域雄师”的部
队从祁连山下转战至海
拔 4500 多米的雪域高
原。

挑战一个接着一
个。高寒、缺氧等恶劣
环境不断挑战着他们的
身体极限；面对新装备，
部队缺少可以借鉴的训
练经验；“跨界”转型，意
味着学习专业从“零”开
始……

世上无难事，只要
肯登攀。部队官兵明
白，在练兵备战的征途
中，唯有破浪前行，才能
赢得未来。他们向着挑
战发起冲锋，克服艰难
险阻，不断实现自我的
超越。

雪域雄师，征途如
虹。

—编 者

本期撰稿：贾树鹏 周高恒

皇甫秉博 王 谭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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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蒋甲田的悟

性不是最好的，成长为专业能手，他靠的

是踏踏实实的干劲。他在训练中一步一

个脚印，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超越。

在训练中成长

■连长 王 鑫

印 象

从“预备队员”到转正，应晓杰这一

路走得并不容易，艰辛伴着泥泞，可最

终他还是战胜了自己。他那句“可以倒

在路上，决不能倒在起点”，让人看到一

名战士的血性与担当。

血性与担当

■教导员 张忠林

印 象

作为随连队转隶的老士官，吴志

高经历了“从零开始”的困惑，也实现

了岗位“跨界”的成功转型。从“神炮

手”到“优秀教练员”，我们看到了他

身上一股劲头。潜心研究专业理论，

在训练场上刻苦攻关，去厂家虚心求

学……这种从不服输的劲头，使他取

得了今天的成绩。

不服输

■指导员 程杨朝

印 象

马瑞峰的每次胜利，靠的是从军十

四载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和每项重大任

务前敢于挑战自我的气魄。有了这种气

魄，才有了关键时刻的从容和自信。

关键时从容

■指导员 吕成博

印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