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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唐班长为我扛回救命氧气
瓶，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给您写
信！”元旦前夕，新疆阿里军分区某边防
连上等兵刘配件，将一张士官扛着氧气
瓶奔跑的照片，郑重放进了自己写给父
亲的信里。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但班长唐雨尧奔跑两公里为他扛回氧
气瓶的情景，仍然让他心潮难平。

去年底，班长唐雨尧带领全班执行
巡逻任务。由于路途遥远，官兵随身携
带的氧气袋已经用完。当他们巡逻到
海拔 5200 多米的某陡峭山坡时，上等
兵刘配件忽然脸色发白、大喘粗气，紧
跟着一头栽倒在地。
“这是急性高原反应，你们赶紧抢

救，我回去给他扛氧气瓶！”班长唐雨
尧一边叮嘱战友们为刘配件进行心肺
复苏，一边脱掉厚厚的棉衣，往一公

里外的哨所奔跑。在海拔 5200多米的
雪域高原上奔跑，尽管唐雨尧军事素
质过硬，可没跑多久他就感觉呼吸困
难。但那头有战友等着氧气急救，到
达哨所的他顾不上休息，扛起氧气瓶
就往回跑。

看着吸上氧气的刘配件渐渐恢复
正常，唐雨尧松了一口气。由于之前
跑得太急，这一放松下来，他开始呕吐
不止……

如今，班长唐雨尧奔跑两公里扛回
救命氧气瓶的故事仍在全连流传。而
这一幕被负责巡逻取证的战友录了下
来，刘配件特意从中截取了班长扛着氧
气瓶奔跑的瞬间。他在给父亲的信中
说：“有这样以命相护的战友，有这样生
死相依的战友情，就没有我们完成不了
的任务！”

奔跑两公里，班长扛回救命氧气瓶
■本报记者 刘建伟 李庆桐

两个相似的感人故事，一样真挚

的战友深情！发生在雪域高原驻训和

戍边一线的这两个小故事，让记者为

当代军人真挚战友情感动的同时，更

从中体会到了人民军队无坚不摧的强

大力量。

这种力量，是我军在血与火、生与

死的考验中形成的。战争年代，人民

军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屡建奇功、

战无不胜的雄师劲旅，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坚持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光荣

传统，由此形成了坚如磐石的内部团

结和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

只有同甘共苦，才能深切体悟什

么叫战友情深；只有共赴生死，才能

更加明白什么叫以命相护。迈进新

时代，我军面临的现实环境、担负的

使命任务和部队兵员成分都发生了

很大变化，但官兵同甘共苦、生死与

共的光荣传统没有变、也不能丢。我

们相信，有了这种亲如兄弟、情同手

足的深厚战友情谊，人民军队一定能

够焕发出一往无前、攻无不克的强大

力量。

这 就 是 战 友
■刘建伟

提起列兵廖耀扬，在第 72 集团军
某旅可谓无人不晓。他入伍前就熟练
掌握野外生存相关知识，不仅有钻木取
火的技能，还懂得通过观察动物、气象
及地理环境等寻找水源，是官兵公认的
“户外达人”。

这不，该旅不久前组织 20 公里战
斗体能拉练，将部队拉到野外陌生山林
地，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展开野外宿营、
寻找水源、生火制炊等课目训练考核，
廖耀扬主动请缨担任小组长，决心在
“荒野求生”中大展身手。

来到宿营地，只见山上树木林
立，山下空旷无垠，附近没有居民，如
何找到干净的水源成了不少新战友
眼前的一道难题。就在大家束手无
策时，廖耀扬却淡然自若，通过分析
植被分布特点，在柳树下挖出清澈的
地下水。

看着战友们佩服的眼神，廖耀
扬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向大家分
享野外生存技巧：“像三角叶杨、梧
桐、柳树这些植物习惯生长在土壤
湿润的地方，在它们下面定能挖出
地下水来……”

然而好景不长，谁也没想到，接下
来的考核让廖耀扬连栽跟头。

在生火制炊课目考核中，为了方
便灶台制作和生火，廖耀扬将地点选
在一块松软地面。在大致比划灶台
大小后，他挽起衣袖，很快挖出一个
简易灶台，并找来一些干草枯枝，开
始烹制食物。看着从灶台内缓缓升
起的烟雾，廖耀扬心想又一个满分到
手。
“位置选择不正确！此处比较空

旷，烟雾过大容易暴露目标。”就在廖耀
扬沾沾自喜时，考官却给他浇了一盆冷
水。看着自己的成果被否定，廖耀扬带
着失落和不甘，准备在下个考核课目扳
回一城。

在最后的搭设帐篷环节，廖耀扬
吃一堑长一智，他避开山下平坦空旷
地，把宿营地选在三面环山的山脚下，
周围茂密的树木和陡峭的山坡成为其
天然屏障。为了加强隐蔽伪装，廖耀
扬还在帐篷上铺设一些柳枝树叶，使
整个帐篷与环境融为一体。
“这下总稳当了吧！”廖耀扬心中

暗自得意。没想到，在成绩宣布时，他

却因宿营地位置选择未考虑山体滑坡
隐患、帐篷搭设过密不符合战备要求
被判定“不及格”。
“明明是‘户外达人’，缘何屡屡受

挫？”复盘会上，连长柴东旭的话引起了
大家的深思。

班长沈树豪快人快语：“野战生
存不能等同于野外求生，看似差别不
大，却需要我们有更强的战场意识和
敌情观念。”听了他的发言，大家纷纷
点头。
“在电视剧《士兵突击》中，许三多

参加演习违反规定带了两个热鸡蛋，
结果被对手的红外探测器感知，导致
位置暴露、战斗失利。身为军人，只有
脑子里时刻装着敌情，才能最大限度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柴东旭趁热打
铁，引导大家把思想和精力进一步向
打仗聚焦。

灯越拨越亮，理越辨越明。转眼迎
来又一次野战生存训练，廖耀扬汲取上
次拉练考核的教训，把自身特长与野战
生存需求结合起来，带领战友完成吃、
住、走、打、藏多个课目考核，均取得优
秀成绩。

野战生存，“户外达人”为啥不灵了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通讯员 杨孟德

潜 望 镜

元旦刚过，武警广西总队某机动支
队特战中队指导员丁宁发现，平常工作
训练一直积极的士官胡建松却提不起
精神。原以为他可能患了“节后综合
征”，缓两天就好了，谁知好几天过去
了，还不见他有所改变。丁宁决定采取
“侧面迂回战术”——先找他的小队长
刘栋问清情况。
“指导员，他是为了春节休假的事

儿闹心，我还琢磨着周末找他聊聊呢！”
刘栋无奈地解释道。

原来，此前由于各项任务冲突，连
续几年没有回家过年的胡建松，满心
想着今年能回家陪家人过个春节。但
和战友聊天得知，一名大龄青年、训练
骨干不久前刚通过电话和家里介绍的
一个对象联系上，彼此感觉还不错，也

想春节回去与女方正式见个面。而另
一位专业骨干，从去年年初至今，不是
忙着参加各项比武竞赛，就是在担负
各类教学任务，一天也没有回家陪过
家人……

自己有自己的难处，而战友们也
各有各的不易，一时间胡建松也不好
意思跟中队提春节休假的事了，但他
心里仍有些沮丧。听完刘栋的转述，
丁宁找到了胡建松情绪低落的症结所
在，但对如何化解却感到有些为难——
这几位士官，要么是中队的训练尖
子、领头羊，要么是多年为中队默默
奉献的老骨干，从人之常情的角度考
虑，他们想回家过年实在不是过分的
要求，但中队春节期间的休假名额屈
指可数，年后紧接着就要展开“魔鬼
周”训练，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骨干
在位才行。
“休假难，休假名额的分配更难！

春节在即，到底该让谁休假？”丁宁一时

没了主见，便找中队长刘兴镇商量，但
两人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没有找到一个
万全之策。怎么办？丁宁忽然想到，何
不群策群力，征求一下官兵的意见？于
是，中队便以“休假名额到底该怎样分
配”为题，组织了一个“诸葛亮会”，请大
家一起出主意。

结果，会开下来，还真研究出了
一套最合理的解决方案：考虑到胡建
松多年没回家过年、另一名训练骨干
急需回家相亲的实际情况，在疫情防
控允许的前提下，安排他俩春节休
假；再由中队协调机关业务部门，帮
那名专业骨干申请春节期间家属来
队，让一家人在部队团圆。

看到胡建松脸上露出了笑容，丁宁
也长出了一口气。他没想到，“春节休
假”这个让他头疼的问题，被一个“诸葛
亮会”轻松解决。他不由得跟中队长感
叹：“看来啊，官兵的事还是要依靠官兵
来解决！”

春节该让谁休假
■宋柳生 符晋铭

营连日志

已入严冬的黑龙江佳木斯，寒风凛
冽、滴水成冰，而驻扎在此的解放军第
963 医院“十佳东极戍边人”的评选考
核场上热火朝天。
“我方遭遇敌空中炮火袭击，请求

转运伤员！”接到命令后，战场运输伤员
考核项目参赛人员背起卫生员背囊，迅
速向“前线”奔袭。就在距离伤员不到
50米处，机关队参谋李烁收到“‘敌机’
折返”的消息。
“注意隐蔽！”在李烁手势指示

下，同组其他 4 名同志迅速隐蔽。在
冰冷的地面上，他们先是低姿匍匐避
开一段空阔地域，待“敌方”火力减弱
时，换用直接跃进战术动作靠近伤
员，并对伤员进行了紧急救治，最后
协力将伤员安全撤出。

相比往年，佳木斯今年的冬天更
为寒冷，两天前的大雪导致很多中小
学停课。尽管如此，这场评选考核还

是如期举行。笔者在现场看到，参加
考核的人员个个激情澎湃，都想夺得
“十佳东极戍边人”光荣称号，成为纪
录创造者。
“开始！”随着考核人员一声口

令，在近 30 厘米厚的积雪中，搭建野
战医疗帐篷的比武拉开序幕。在呼
啸的寒风中，各组参考人员同时展开
作业：卸载帐篷物资、加桩打钉、打牢
搭建、捆绑加固、挂白色伪装网……
每组参考的 6 名队员紧密配合，手脚
麻利。

据介绍，帐篷搭设是此次考核的一
项重要内容。严寒条件下雪地搭设帐
篷，加大了帐篷方向把握和拉绳固定的
难度，如何达到最好的保温效果，是对
队员搭设技术的考验。

激烈的比武还在进行，医院政委
葛欣告诉笔者，联勤保障部队上个月
刚组织了一场比武竞赛，这让体系医
院找准了在未来战场上的职能定位。
为了激发官兵备战打仗的训练积极
性，他们趁热打铁组织了这场特别的
考核评选活动。

冰天雪地里的比武
■王 昆 郑春辉

值 班 员：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

旅机务大队教导员 景 帅

讲评时间：1月7日

前不久，我们组织了岗位练兵比武
竞赛，大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也
比出了一些问题。我从考核组那里了
解到，在航炮分解组装考核中，拆装三
组提前用炮油清洗航炮以减小航炮内
部机械结构摩擦力。这个“小窍门”使
他们比赛用时最短，但最终却被评为不
合格。

想要争取荣誉的想法值得肯定，但
是通过这种“小窍门”来提高成绩并不
可取。炮油涂多了会造成航炮积灰，给
装备维护保养带来不利影响。而且，真
正的战场环境远比比武复杂，根本没有
时间让我们做好“周全准备”。拆装三
组这种做法降低了训练标准，不仅无益
于战斗力提升，而且与实战化训练背道
而驰。

同志们，练兵从难，则征战易；练兵
从易，则征战难。训练时投机取巧，战场
上哪来打赢真本领？各专业各岗位要举
一反三认真查找，看看我们的训练中，究
竟还存在着多少类似的“小窍门”？大家
要对照实战标准，从难从严开展训练，切
实练就打赢硬功。

（周 玮、袁梓杰整理）

如此取巧
要不得

值班员讲评

特别推荐

“生日快乐！”
1月 1日，正在海拔5000多米的雪

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的12
名战士迎来了不一样的新年第一天。

中午 1点半，在一间保温板房内，
记者看到，不大的空间被一个个彩色
气球、一条条彩带装点得五彩缤纷、喜
气洋洋，桌上的电视屏幕里滚动播放
着生日歌和一段段温馨的生日祝福视
频。原来，这是该团在给 12名 1月份
出生的战士过集体生日。

据该团政委董飞介绍，为缓解驻
训官兵思乡之情，他们定期举办一次
集体生日会，由团机关负责制作生日
蛋糕、贺卡等，一名团领导作为代表到
场祝贺。

上等兵曹天浩感动地说：“这是我
第一次在高原过生日，它将成为我一
生中最珍贵最美好的记忆！”

上图：自制生日蛋糕最暖心。

左图：“咔嚓”一声，留住美好瞬间。

高原生日会
■■本报记者 李三红 通讯员 曾 超摄影报道

隆冬时节，当陆军某旅通信连上等
兵罗响再次来到海拔 4900米的雪域高
原某地域时，回想起那次与死神擦肩而
过的经历，他心底涌起阵阵暖流——是
战友们拼死相护，背着晕厥的他狂奔 3
公里，才将他救了回来。

一个多月前，罗响和战友们执行巡
逻任务。山势陡峭，大家迎着凛冽寒风
艰难前行。3个多小时后，队伍刚爬上
山坡，罗响不小心踩上碎石，脚下一个
踉跄，重重摔倒在地。战友们马上围拢
过去，发现罗响脸色发青、双目紧闭、呼
吸粗重，已不省人事……
“这里氧气稀薄，随时都有生命危

险，赶紧送医院抢救！”巡逻队队长当机
立断，决定将罗响火速送往附近医院。

别看只有 3公里的路程，但在海拔
4900米的高原，徒手行走已很艰难，何
况还要背着一个人。就是在这样的环
境里，7 名战友接力背着罗响一路奔
跑，以最快的速度赶赴医院。

由于送医及时，罗响被成功抢救
过来。从昏迷中苏醒后，得知几位战
友为了救自己，最后累得瘫倒在地，一
两天吃不下饭，罗响热泪直流。他动
情地说：“感谢战友们的救命之恩，我
为自己身在这样的连队感到幸运、感
到温暖！”

生
死
相
依

患
难
与
共

—

来
自
雪
域
高
原
的
一
组
暖
新
闻

七人接力背，巡逻队护送晕厥战友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孙 晨

记者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