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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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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即将开始的时候，天空飘起
了雪花，纷纷扬扬地洒落进队列里。

这天，是航天工程大学十一队学
员朱万鑫为队里拍摄毕业视频的日
子。
“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到边疆去，

到部队一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建功立业！”操场上，107 名改训学员
注视着军旗，高举右拳喊出铮铮誓言；
镜头里，每一帧画面、每一缕声音都定
格着他们即将完结的军校青春。

临近春节，改训学员即将完成学
业走出校门。毕业的季节，学员队的
空气中总能嗅出一丝期盼与忐忑、憧
憬与迷茫相互交织的味道。未来与未
知，一字之差，带给人的心情截然不
同。
“不是所有的未知都能找到答

案，但所有的未来都有一个现在。”深
夜的机房里很安静，静得只能听见学
员何世昌敲击键盘的声音。屏幕里的
文档中记录了他在军校生活的点点滴
滴。此时，他正在写文章的最后一个
段落——毕业。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

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它叫作
坚持。”写完最后一句话，何世昌默默关
上电脑，起身离开了机房。第二天一
早，他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戍边申请
书，志愿分配到那个只知道名字却无法
在地图上找到位置的特殊地方。

与何世昌抱有同样想法的学员还
有很多。笔者了解到，该队全体学员
主动递交分配志愿书，志愿奔赴雪域
高原、荒漠戈壁、深海大洋……

学员周士豪综合成绩排名第一，
他义无反顾地向学员队党支部交上了
戍边申请书。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
么周士豪成绩那么好却要放弃主动挑
选岗位的机会。他说：“我希望梦想的
种子能够在马兰绽放。”
“成了！”当听到直播中“发射任务

成功”的消息后，正在观看长征五号发
射直播的学员鞠新昌，兴奋地大声喊
出了这两个字。随后，他在日记本中
写下，“下次‘胖五’发射的时候，希望
我能够在现场。”谈起对毕业的想法，
他希望可以到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投
身到深空探测任务中去。
“学员在毕业时做出怎样的选

择，其实最能反映他们的成长。”该
队队长陈朋在谈及毕业分配工作时
感慨道，忠诚与奉献已经融入了他
们的血脉。

在毕业季“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演讲中，模拟连指导员宋晨说：“给未

来最好的礼物，就是现在拼搏的自
己。希望大家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每
个人都有着出色的潜力！”

走在礼堂前，笔者看到了该队的
成绩展览板。2019 年全军军事建模
竞赛特等奖、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军事
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易兆杯”电子
设计竞赛二等奖、雁栖航天论坛空间
智能技术创新大赛三等奖……不到 1
年半时间，该队学员在各级别竞赛中
共获特等奖 1项、一等奖 7项、二等奖
16项、三等奖 17项……

一份证书就是一座通往未来的
桥，一座奖杯就是一份送给未来的礼
物。“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
使命在前方；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我们的荣耀在战场……”傍晚时分，校
园里响起了军歌《荣耀在战场》。正如
歌中所唱的那样，即将奔赴崭新战位
的军校学员们，必将创造一个精彩的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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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踢我标尺了！”冬季的清晨，雾蒙

蒙的操场上，一个熟悉的测绘名词忽然

灌入我的耳朵，让我瞬间想起了测绘实

习时的事情……

去年国庆节后，我们奔赴某基地开

展测绘外业实习。刚到基地时，大家还

抱着一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念头。可当真

正走进大山深处，遍地的荆棘扎得人浑

身难受、寸步难行，肩上几十斤重的仪器

让双腿变得越来越沉重，往日课堂上的

“应用自如”也变成了实地的“目瞪口

呆”。

到达测量区域后，同学们都是一副

跃跃欲试、准备大显身手的样子。我也

就近布设了一个点位，安置好三脚架，利

用全站仪不断搜寻目标。然而，当全站

仪旋转过360度时，视野里还是没有需

要的目标点位。

我转来转去，急得直跺脚。在附近

巡视的教员见我此状，便过来帮我校验

仪器。“这个点位与相邻点高差太大，肯

定看不到另一个点。”教员说话时，脚下

无意间碰到一块碎石，我本能地望过去，

只见教员裤腿上扎满了倒刺。我心中不

禁感叹，那不正是上山时拦住我的荆棘

吗？我之所以多次尝试都没法找到点

位，就是因为没有跨过荆棘的勇气。

想到这里，我羞愧极了，下定决心要

突破难关、绘出地图。从那时起，每天早

晨天没亮，我就扛起仪器上山测量，中午

饿了就掏出随身带的干粮对付几口，困

了便席地而坐打个盹儿……艰苦的野战

作业环境让我愈发懂得，作为一名测绘

兵，一切都要以数据说话，为了精确绘制

地图，必须“走到、测准”。只有测得准，

才能在战场上瞄得准、打得准。

转眼间，实习的日子迎来了尾声。我

们在教员的协助下不仅顺利绘出了地图，

还在一次次测量中，更加理解了“认真、细

致、及时、准确”的军事测绘业务作风。在

最后做实习总结时我写道：今天实习走过

的山路只是普通的一段，军事测绘的未

来一定源于我们今日的坚守与付出。作

为新时代的军事测绘人，我们要在层峦

叠嶂中披荆斩棘，用钢身铁脚丈量祖国

山河，为打赢明天的战争潜心砺剑。

跨跃心中的荆棘
■信息工程大学学员 武钰清

“只有到了野外，才

能闻到平时训练缺少的

‘野味’”

“野战生存考核开始！”下午 4时，随
着考官一声令下，刚抵达任务区域的学
员们迅速散开，开始了第一个课目考
核。
“没有时间熟悉地形，更没有机会

设置预案，一到地方就开考，刺激！”对
于班长任天一而言，这样的开始给他留
下了深刻印象。
“郭延廷负责构筑无烟灶，黄东

昊负责做饭，丁玉辉、王晨负责搭帐
篷……”来不及多想，任天一马上进
行任务分工。

拿破仑曾说：“士兵是靠肚子行军
打仗的。”在完全陌生的地域，没有现成
的灶具和食材，生存，是摆在学员们面
前的第一道考题。
“近 70%的学员上军校前连菜刀

都没有摸过，更别说做饭了。”军事基
础教育学院某教研室主任胡旭东说，
在野战条件下寻找水源、识别野菜、取
火做饭等，对于首次接受野战生存考
核的军校学员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
挑战。

负责“掌勺”的黄东昊之前就是这
70%中的一员，平时掌握的最大炊事技
能是“开水泡面”。如今，他已经能熟练
地生火做饭，没一会儿灶上就飘出了阵
阵饭香。这一切的变化，要从野战生存
课说起。

一次野战生存课上，队里给每个班
发了 2 斤大米，这让像黄东昊一样的
“生活小白”们犯了难：有的把米饭煮糊
了，有的米粒夹生，还有的甚至到了最
后还饿着肚皮……
“练兵备战不能有缺项，解决填饱

肚子的问题是备战打赢的基本技能。”
从那时起，黄东昊抓住一切机会苦练做
饭本领。
“野战生存激发了我们的‘求生

欲’，为了保存战斗力，我们使出了‘洪
荒之力’！”正在用工兵锹煎蛋的黄东昊
打趣地说。
“吃”的问题刚解决，丁玉辉和王晨

又因为“住”的问题争论起来。
野战生存，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体

力，保存自己。露营点的选择是否能
够满足实战条件下的安全需求，是否
符合战斗转换条件，这些因素都要考
虑到。
“你选的这个地方地面凹凸不

平，周围全是石子和树枝，平整地面
就要很久，我们很难在规定时间内搭
好帐篷。”丁玉辉试图说服王晨。“你
选的地方旁边有个储水池，怎么能保
证下雨时不渗水？”王晨也丝毫没有
退让。

两人僵持不下。无奈，丁玉辉找来
纸笔，将自己的方案仔细画了出来。木
桩怎么立、排水沟挖在哪个位置，如何
处理渗水、防虫……他们快速修正方
案，终于在规定时间内搭好了帐篷。
“只有到了野外，才能闻到平时

训练缺少的‘野味’。在实战中搭设
符合战术需求的露营帐篷，是在训练
场上搭多少遍也没办法学到的。”站
在刚搭建好的帐篷旁，王晨兴奋地
说。

“只有平时多遭遇‘意

料之外’，战时才能多些

‘意料之中’”

“报告，前方发现两名可疑人员！”
夜幕下，考察学员夜间侦察能力的

5公里徒步行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
山间小路上进行。
“全班注意，最后两名警戒，其余人

员分散隐蔽！”没想到夜间考核才开始，
就遭遇了“意外”。班长邵宇迅速判断
情况，冷静下达指令，并立即带领 1名组
员搜索前进。
“报告，前方发现可疑车辆”“报告，

右翼发现……”夜行军路上，各种特情
层出不穷。5公里的行军距离，学员们
不仅要随时处理突发“敌情”，还要在规
定时间内根据地图寻找提前设置好的 5
个目标点位。
“真过瘾，我感受到了战场的紧张

氛围。”学员樊孟豪说。
“嘀——”清晨 5点半，一阵急促的

哨声打破了营地的寂静。学员吴欣怡
迅速起身穿好装具，准备迎接上午考核
的“重头戏”——15公里行军拉练。途
中他们要完成攀登、渡河、野外防护等 3
个课目，节奏转换快、时间衔接紧，吴欣
怡下意识地弯腰紧了紧鞋带。

一手拿着指北针，一手拿着军事地
图，作为班里唯一有定向越野经验的人，
吴欣怡自信满满地站在了队伍最前面。

一路上，大家在吴欣怡的带领下，
行进很顺利。可是，就在即将到达考核
点时，却遭遇了“意外”。

为了节省时间，吴欣怡带领队伍一
头扎进了一条林间小道，走了十几分钟
后，竟然迷路了。“糟糕！我们走错了方
向！”原来，在刚才的岔路口，吴欣怡只
凭直觉前进而忘了使用指北针确认。
面对自己犯下的“低级错误”，难过、自
责、愧疚的心情瞬间涌上来，吴欣怡的
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
“现在可不是气馁的时候！”吴欣怡

稳了稳心神，重新判定方位、标定站立
点，很快就到达了考核点。然而，胜利
的喜悦瞬间被横在眼前的一根圆木打
碎了。

野战生存课上，学员们一直练习的
是用竹筏过河，怎料到了考核现场，眼
前只有一根圆木。架设独木桥只讲过
理论和方法，平时并没有实训。
“我先过去！”身手敏捷的学员赵玉

云挺身而出，踩着摇摇晃晃的圆木到达
对岸，迅速采用坑埋法固定好独木桥，
组织大家有序通过。

未来战场瞬息万变，战争不会因
为恶劣的天气而停止。当雨滴淅淅沥
沥落下时，负责野炊钻木取火的于慧
彬的心也沉了下来。平时十几分钟就
能冒出火星，可因为天气原因，都快
半个小时了，钻轴下面一点儿动静都
没有。
“啪——”由于用力过猛，绳子竟然

被拉断了，于慧彬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越是下雨天，越得让大家吃上热饭。”
他没有向困难低头，情急之下，于慧彬
找来搭帐篷用的麻绳代替，终于冒起了
烟，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只有平时多遭遇‘意料之外’，战时

才能多些‘意料之中’。”某系主任胡其高
说。在陌生环境中随时可能面临各种突
发情况，只有认识到战斗情况的变幻莫
测，消灭自己的“意想不到”，才能确保在
实战中随时拿出克敌制胜的方法。

“我们看到了自身的

差距，找到了努力的方

向”

在自己的强项渡河课目中意外跌落
后，学员冯子峻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而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更是让他意想不到——
组员全都落水了，本课目考核全组为 0
分。一时间，士气跌到了“冰点”。作为学
校“银河特战俱乐部”成员，冯子峻将这次
“全军覆没”归咎于自己。

“冯子峻有特战障碍训练经验，大

家感觉他就是‘定盘星’。他摔到河里
后，大家都有些慌乱，瞬间失去了信
心。”复盘会上，班长吴应发总结了失
利的教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
实，野战生存不仅锻炼学员野外求生
的技巧和知识，同时也磨炼个人的心
理意志与素质，更是对团队作战精神
的全面考验。

在接下来的攀岩课目中，冯子峻自
告奋勇第一个爬上崖壁，带着大家奋力
攀爬；负重行军路上，吴应发发挥带头作
用，一路激励组员坚持到最后……
“快，加油！”林间小道上，班长杨鸿

铭急速前进，队员紧跟其后，呼吸急促。
这是最后一项课目负重行军 10公

里的考核现场，学员们需要背负 25公斤
重的背囊，在两小时内到达指定集合区
域。杨鸿铭所在班共 7 人，女生有 4
人。相比男学员，负重行军对于女学员
来说更是对意志力的考验。

渐渐地，女学员陈坤觉得步伐越来
越沉，沉重的背囊几乎将腰压成了弧
形，腿上的旧伤还不时出现阵阵疼痛。
同学王磊本想帮陈坤背枪，却被她婉言
谢绝：“我一定能坚持到终点！”
“战士生来就为上战场，砺砺英

雄胆磨磨意志钢，一切只为明天打胜
仗……”为了鼓足士气，陈坤带头唱起
歌，给自己也给战友们打气。最终，
他们用时 80分钟第一个到达终点。
“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别，女兵只有练

强打赢技能，才能在战场上一决胜负。这
就是我当兵想要的样子！”抵达终点后，陈
坤回想一路走过的艰辛，骄傲地说。

不抛弃，不放弃。在这场连续 24小
时的野战生存考核中，一张张不服输的
脸，让我们看到了军校学员的钢铁意
志；一股股敢比拼的劲头，让我们看到
了他们的血性担当。面对极限挑战，学
员们始终咬紧牙关，取得了全员合格的
好成绩。
“通过这次野战生存考核，我们闻到

了实战的硝烟味，看到了自身的差距，找
到了努力的方向。军校学员是未来战争
的指挥员，我们在这里学会打仗，也将从
这里走向战场。”学员祁迎春说。

荒野求生：极限24小时
■许 鑫 姚 宏

教学改革进行时

野战生存考核

抬头看着面前近90度的崖壁，徐文艳皱起了眉头。
“脚踩实，双手紧握绳索，别怕！”耳边传来战友的声

音。徐文艳深吸一口气，默默回想着野战生存课上教员讲
授的攀登技巧。

这是大三学员徐文艳迎来的本学期第一场期末考试，
也是第一次在陌生地域的野外环境中进行野战生存考
核。同她一起参加考核的，还有 600余名来自国防科技大

学的2017级生长军官学员。
攀登、渡河、取火、野炊、负重行军……这是野战生存

课程首次列入新的军队院校教学训练大纲后，大学组织的
第一次实战化野战生存考核。

24小时不间断，学员以班组为单位连续完成 12个课
目的极限挑战。深冬时节的长沙某地，学员们在这个没有
硝烟的战场上，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荒野求生。

新年度开训后，全军各院校掀起

练兵备战的热潮。空军哈尔滨飞行学

院机场，数十架战鹰呼啸腾空；陆军特

种作战学院，教员带头训练高空伞降；

武警警官学院400米障碍场，官兵们

龙腾虎跃、尘土飞扬……本期《校媒联

盟》为您带来几所院校自媒体平台呈

现的开训景观。

右图：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组织教

员高空伞降实跳训练。

（张宇驰整理）

武警警官学院

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

校媒联盟

学员心语黄现敏摄

深冬时节，学员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荒野求生。 王泽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