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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到极致要用

数据说话，差 0.1V都

是失败”

“当《新华字典》一样厚的教材发到
手里时，我几乎喘不上气来。”回忆领取
全新导弹操作规程的情景，活泼的者光
会做了一个“窒息”的鬼脸。

测试控制，是在发射前为导弹进行
“全身体检”。而操作规程，是测试号手
一切作战行动的根本依据。者光会与
战友们想顺利完成导弹测试升级任务，
就必须熟记数以百计的操作规程以及
与之相对应的各种现象。而为了最大
限度提升学员实战能力，学校决定使用
2020届学员从未接触过的某型导弹，开
展本次实弹发射任务。

两个星期，者光会没日没夜地背教
材，总算把厚厚的一本规程“吃了进
去”。令她没想到的是，第一次模拟供电
设备测试训练就把她“打回了原形”。
“接通 28V 电压！”训练开始，指导

教员发出指令。面对从未见过的操作
面板，者光会大脑一片空白，手忙脚乱
地拧了起来。突然，模拟训练器红灯闪
烁，尖利的警报直刺耳膜。还没等她反
应过来，教员已经把“任务失败”4个字
填在了训练记录中。
“怎么搞的？电压多加了1.2V，重新

来！”听到教员批评，者光会感觉胸口发
堵。自己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可头一回实
操还是搞砸了，她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速度要快，精度要高。练到极致要

用数据说话，差 0.1V都是失败！”没有给
者光会平息情绪的时间，新一轮训练在
教员斩钉截铁的口令声中开始。

者光会咬着嘴唇，根据口令找到旋
钮，拧动……

一枚普通纽扣电池的电压为 1.5V，
显示在电压表上的现象也不过是指针
的小幅颤动。要想手动控制 0.1V 的微
小电压差，其难度可想而知。
“我还不信这个邪了！”一次次的失

败让者光会心中的沮丧化为执着，非要
和这个旋钮较较劲。

为尽快形成“肌肉记忆”，者光会甚
至闭上双眼连接插头。一次操作中，她
不慎将金属插针刺到指甲缝中，剧痛让
她的双手一阵抽搐。然而，她硬是咬牙
完成了整个动作，泪水与汗水交织在一
起，滴落在训练台上。

一次，者光会与战友从下午到第二
天凌晨，连续训练 8个小时，将 10块散
装万用表全部焊接完毕并且全部测试
合格。每一块万用表都有 30个色环电
阻，她最终做到在 1分钟之内将电阻全
部认清，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测试。
“保精度就是保战斗力、保胜利。”这

句测试控制专业教员常挂着嘴边上的
话，金科玉律般刻在了11名女学员心中。

在不久前进行的实弹发射任务中，
者光会与战友们连续升级测试 3枚导
弹，保证了火力突击的成功进行。

“都说女导弹兵

是铿锵玫瑰，没点硬

功 夫 怎 能 在 战 场 绽

放”

导弹转载，是技术阵地上一项体力

活——要将数吨重的导弹准确推送至指
定地点，再快速用两指粗的钢索绑紧。

张娅娟没想到，自己第一次推动训
练弹，差点闯了“大祸”。

张娅娟是转载班组 1号手，负责在
弹头位置推动转载车。然而，转载车上
粗壮的弹体完全挡住了她的视线。
“1号准备！”
伴着学员骨干赵寒的哨音，几乎看

不到路的张娅娟手扶整流罩，与 4名战
友合力前进。推动结构精密的导弹以
适当的速度平稳前进，非常耗费体力。
张娅娟低着头、弯着腰，轨道与滚轮间
巨大的摩擦力让她有点喘不上气，不得
不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手臂上。

突然，赵寒发现轨道情况异常，吹
响了暂停哨音。正使全身力气埋头推
车的张娅娟没反应过来，忘了刹车……

因为自己的力量不足，影响到整体
的行动。看着战友们疲惫的表情，张娅
娟心里难受极了。
“都说女导弹兵是铿锵玫瑰，没点硬

功夫怎能在战场绽放！”躺在床上，张娅
娟暗暗发誓，“一定要把体能练起来。”

从那天起的每个黄昏，张娅娟都准
时来到操场。背沙袋、变速跑、推轮胎、
扛圆木……渐渐地，她的手掌、肩膀上
被磨出了茧。

一个月后，当张娅娟与战友们又一
次推动导弹，其他号手发现转载车似乎
没有那么重了。

张娅娟一边听着哨音、一边扶稳整
流罩、一边仔细观察着弹体的移动速
度，精神也逐渐平稳下来，最终顺利完
成了转载训练。

这群年轻的女学员，身上的那份勇
气与沉着，来源于日复一日的训练。

女生大都怕黑、怕孤独。为了帮助
大家克服恐惧，锻炼临危不惧的坚强意
志，学员队在野营拉练的夜晚组织女学
员穿越陌生丛林，限时返回营地。

潮湿、闷热的丛林中藤蔓交错，时
不时窜出的小动物令女学员们精神紧
张。赵寒手握指北针，带领战友们深一
脚、浅一脚地艰难行进在泥泞的小路
上。高大的树冠挡住了月光，大家只能

摸着黑、手挽手向前挪动。
整整 5个小时，远处的天边已经发

白，赵寒终于拉着战友们走回了营区。
每个人都狼狈不堪，但征服了恐惧的她
们心里很兴奋。

训练的效果在实弹转载现场发挥
了作用。那天，赵寒指挥战友们推送实
弹。刚刚推到一半，装载车突然发出金
属撞击声，她立即发出“停止”口令并蹲
下查看。

这一看，赵寒大吃一惊。她发现车
弹对接面有一条明显的缝隙，两者正在
彼此碰撞，“要是碰撞影响弹上设备精
度，后果不堪设想！”

赵寒很快镇定下来。她立即组织战
友们对车体进行排查。好在有惊无险，迅
速调整后，赵寒与战友们继续推进。

最后 5米的距离，赵寒一直紧紧盯
住轨道，仔细调整方向。导弹最终到位
的一瞬间，她终于松了一口气。

女学员们就这样凭借扎实的理论
功底与熟练的操作技能，在两昼夜时间
内连续完成了夜间转载、连续吊装等多
项任务。

“未来战场有我

们的一片阵地，有我

们在，阵地就在”

夜幕降临，一场实战化条件下的导
弹测试升级训练紧张进行中。

女学员张佳在供电车边，为训练弹
连接测试电缆。没想到，原本安静的电
流表指针突然跳动起来。
“漏电！”对导弹而言，测试中漏电

是极其危险的。来不及多想，张佳立即
切断电源，冲向弹体拔下插头，拖着数
十斤重的线缆跑到安全区域，整个过程
仅用了十几秒。

站在身边的教员向她投来赞许的
目光。原来，这场“突如其来”的漏电是
教员设计的，考验的就是相关号手的临
机处置能力。
“训练场情况不断，实战能力才能

加速聚成。”该校测试控制系在演训期
间，常态化临机设置特情，并穿插进行
相关课目的强化训练，让女学员明白
“要怎么处置”的同时，还懂得“为什么
这么处置”。

与发射分队协同，直接考验女学员
的战术素养，复杂条件下能攻善防是优
秀测控号手的一项必备技能。

一次导弹发射流程训练中，装载
训练弹的发射车刚刚准备驶出测试大
厅，警报突然响起——“敌方”侦察卫
星临空。

此刻，原定的“火力突击”时间已经
临近，怎么办？为了在卫星过境后第一
时间开赴待机地域，指挥员决定立即对
发射车进行伪装。

女学员杨品英第一个冲向发射车，
和发射分队的男学员一起拉动伪装
网。前一夜刚刚下过雨，湿漉漉的伪装
网比平时更加沉重。拖着伪装网，杨品
英与战友们的手臂被小拇指粗的尼龙
绳勒得青一道紫一道。

蹬着梯子，女学员张树芳爬上高大
的发射车顶，准备接住车下抛上来的绳
子。没想到，配合的男学员手劲很大，
张树芳一个没留神，沾水的绳头狠狠抽
在了她的额头上。眼前一黑，她险些跌
下车去。然而，坚强的她逼着自己迅速
平静下来，双手更加快速地向上拽动伪
装网。

很快，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几张伪
装网被严严实实地布置在发射车上。
卫星离开后，发射车载着训练弹隆隆
驶出测试大厅，卷着烟尘快速驶向
阵地。
“未来战场有我们的一片阵地，有

我们在，阵地就在。”在当晚举行的复盘
会上，成功的特情处置经历让女学员吕
红红倍感自信。
“拔剑扬眉，铿锵玫瑰。”无惧日晒、

沙尘、暴雨，今天，她们在演训场上体验
打仗，砥砺血性。明天，她们将走向一
线战位，迎着硝烟再出发。

上图：女学员在训练场以合影的方

式庆祝毕业。 李田田摄

“东风快递”女学员的毕业大考
■张 帆 李田田 本报特约记者 陈 帅

毕业季⑩

关键词：实弹演练

“看着经过自己亲手测试的导弹腾飞，是我有生以来最

大的荣耀。”8月上旬的一天，在火箭军某实弹发射训练场，

火箭军士官学校2020届测试控制专业士官学员姜金秀目睹

剑啸长空的一幕，禁不住热泪盈眶。

两个月前，学校按照导弹旅实战要求抽组“剑锋旅”并

开展集训，姜金秀与另外10名战友经过层层考核选拔，成功

选入技术营，成为火箭军首批参与实弹发射的测控专业女

士官学员。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两个月集训的节奏只能用一个

字来形容：快！专业学习、体能训练、特情处置……姜金秀

脑海中充满了自己为托举导弹腾空而书写的成长笔记。如

今，她们顺利完成实弹发射任务，在实弹发射演练场提交了

属于自己的毕业答卷。

亲手为导弹体检，女学员们在实弹发射现场领取到了“未

来战场通行证”。“号手就位！”姜金秀在战地晚会上大声喊出

这句话，作为对母校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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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儿快来，‘家’里又给咱们寄特
产了！”8月上旬，刚回到宿舍，陆军边海
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学员杨伟就召集舍
友迫不及待地拆开两个大纸箱，里面装
满了一串串颗粒饱满的无核白葡萄。学
员们知道，这些葡萄来自他们的第二个
家——新疆库尔勒阿拉多尕村。
“我们是阿达和阿娜的‘兵巴郎’（维

吾尔语：我们是爸爸妈妈的兵娃子），这
些都是阿达和阿娜亲手采摘的。”杨伟吃
着甜如蜜糖的葡萄，想起了一年前去往
阿拉多尕村的情景。

作为学院第21批到库尔勒民族语言
实习基地实习的学员，杨伟和49名战友被
分到哈拉玉宫乡阿拉多尕村的维吾尔族群
众家中，进行为期3个月的语言实习。就
这样，杨伟走进了果农吐尔逊老人的家。

一天，杨伟跟随老人来到果园施肥，
看着树枝上结满的已微微发红的香梨甚
是喜人，老人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杨
伟经过询问后得知，由于村里道路不畅
通，每到收获季节，虽是香梨满园，却鲜

有人问津，即使能售卖出去，价格也被压
得很低。

回到学校后，杨伟和同学们提交了一
份“大力发展阿拉多尕村香梨品牌的若干
建议”的实习调查报告。校区领导得知情
况后，带队到村里考察，并积极与地方政
府协调，最终为阿拉多尕村修建了一条双
拥惠民公路，还专门从乌鲁木齐请来种植
专家对果农进行技术指导，与该村党支部
协调成立了阿拉多尕香梨合作社。

当吐尔逊老人得知这一切都得益于实
习学员的大力推动后，激动地说：“巴郎子，
亚克西！”

一个电话将杨伟的思绪拉回来，原
来是吐尔逊老人打来的。他在电话中
问：“葡萄甜不甜？你们喜欢吗？”爽朗的
笑声让杨伟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热情如火
的“家”。老人极力邀请孩子们10月份回
家看看，品尝一下今年经过改良的香梨。
“我和战友们都写了入疆志愿书，一

定会有机会到梨城，看望阿达和阿娜
的！”杨伟说。

梨城“兵巴郎”
■李鸿睿 熊天乐

主持人语：本期《校媒联盟》的主

题词是——道别。

毕业季，最难是道别。军校的历

练，让鲜衣怒马的少年蜕变成铁骨铮铮

的军人。聚有时，散有期，相逢犹在昨

日，离别却在眼前，当日历被一页页翻

过，学员们将千言万语化成一声道别。

和最爱的母校道别，道一声难

忘。难忘晨曦里静谧祥和的广场，难

忘夕阳下树影婆娑的操场；难忘月光

中波光粼粼的湖面。青春的日子里，

幸运有母校的无声陪伴、默默相守。

和最敬的师长道别，道一声谢

谢。感谢那三尺讲台上的教诲，感谢

那谈心开解时的温暖，感谢那写在目

光中的鼓励。青春的日子，幸运有师

长的言传身教、引路启航。

和最亲的同学道别，道一声珍重。

珍重昨日训练场上拼搏的身影，珍重今

日离校前的每一次相处，珍重来日军旅

路上的每一次相聚。青春的日子，幸运

有战友的并肩作战、同甘共苦。

在这最后的时光里，学员们把道

别写成诗、唱成歌，把难忘刻在光影

里，把感激写在赠言中。他们的每一

次道别，都格外用力。因为，下一次的

相遇，尽是未知。

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一组国防科

技大学和空军工程大学的微媒推文，让

我们一起聆听毕业学子的“道别”。

母校，我想对你说

★以后的每一天，都有你的样
子。或许是没法再与同学在双龙街的

雨天里狼狈奔跑，笑说“气象人”被淋

的故事；但我相信，在以后大江南北的

天空下，我们总会怀着不同的心情，看

着各地的云卷云舒之景，忆及这段与

风云雨雾有关的四载春秋。

@王卓颖

★我的梦里总有那条小路。从与
气象海洋学院相遇的那个夏天开始，

每逢苦闷、彷徨，我都会走在那条上坡

的小路，望着左边的荷花池，心也随之

静下来。我想，即便离开母校再远，我

也会记得这个让我重拾信念踏实前行

的地方。 @毕彦吉

★科研是会上瘾的。记得第一次
走进实验室，电脑散热器发出阵阵噪

音，我很诧异为什么大家都能如此投

入。后来，同学们一起找论文、看博

客、写代码……一次又一次发现并解

决问题，这种时刻着实会令人上瘾，让

我忘记了时间和周围的噪音。我想，

无论多久以后，这种投入的状态，依然

会是我科研路上前进的动力。

@孙能立

★我想为你唱首歌。从《如火的
朝阳》到《海天之歌》，在悄然走过的4

年时光里，我有幸见证了母校的发展，

更有幸在这个平台上得到锤炼和磨

砺。如若能在离校之际，再唱一曲校

歌，其中的不舍也会得到些许安慰。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

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金陵！

@徐 寅

★谢谢你给我高飞的翅膀。学习
路上遇到各种迷茫，总会有战友投来

鼓励的目光，扶持我飞向憧憬的远方；

训练场上大家一起承受烈日骄阳，那

是青春最美的韶光，锤炼了担当的铁

肩，凝聚了我们坚定的目光，心怀崇高

的理想，奔赴祖国的海岛边疆。

@王猛猛

下图：拥抱是最深情的道别。图

为毕业前夕，陆军工程大学学员与教

员相拥别离。 杨 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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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风采

武警警官学院北区教学楼高 9层，
共有 369级台阶。这是军事体育教研室
主任郭学军，为大一新学员精心设计的
军事体育入门课的练兵之地，被学员们
戏称为“九层炼狱”。

当年，入学报到第一天，新学员郭
旭亮就听师兄们介绍过“九层炼狱”：
“这 9层，是脱胎换骨式的蜕变，是从体
能到内心的锤炼！”

开始，郭旭亮不以为然。直到那
天，他和同学们被带到“九层炼狱”的第
一层，抬头看看楼顶，火辣辣的太阳发
出刺眼的强光，整个人都被炙烤着，一
种眩晕感顿时冲入脑际。
“军事体育极限适应训练现在开

始！”只听郭学军一声号令，学员们以班
为单位依次冲进“九层炼狱”。
“快！快！快……冲！冲！冲！”郭

学军加油鼓劲的吆喝声，夹杂着学员们
脚底板与楼梯板的摩擦声，像魔音一般
回荡在耳畔。

1层、2层、3层……9层折返，蛙跳
100米、鸭子步100米、俯卧撑100个、冲刺
100米……学员们全身酸软，眼睛被汗水
模糊，嘴角布满咸咸的汗水。

等全部学员到达终点准备松口气
时，郭学军说：“刚才，只是体验式训练，

现在正式上课……”在这堂课的最后，
郭学军组织学员们展开了一场讨论，讨
论的主题是：“作为新时代军校学员，你
应以何种状态投入军事体育训练？”面
对学员们已经被“点燃”的眼神，郭学军
的话掷地有声：“军事体育，是战斗力的
基础要素，也是未来战场的入场券。军
事体育训练就要向能打胜仗聚焦！军
校学员不仅要锤炼钢铁身躯，也要锻造
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

郭学军的军事体育课，不是简单的
训练叠加，而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的心灵磨砺教育课。就像他的那句口
头禅——体能训练，也是练心化人！

对很多学员来说，正是在“九层炼
狱”那堂军事体育课上，牢牢树立起
“向打仗聚焦、为打仗而练”的“军事体
育观”。

最近，即将奔赴基层的毕业学员们
在“寄语母校”网络论坛中，纷纷点赞这
样一句话：我会永远记住“九层炼狱”，
感谢郭教员，正是他充满思想气息的军
事体育课，让我既强健体魄又增益智
慧，更加坚定地热爱火热军营！

郭学军的“军事体育观”
■本报特约记者 陈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