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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连队因在全营“双争”评比
中排名第一，被评为“四铁”先进连队。
看到这样的成绩，我在心中赞叹连长的
自信与远见的同时，也庆幸自己及时改
变工作方式，主动为他补台。

起初，我和连长步调并不一致。
去年 6月，我刚来到连队任指导员时，
总想着赶紧立稳脚跟，尽快建立个人
威信，便一心扑在政治工作上搞创
新、抓“闭环”。

而当时，连长苑总明则把“建设
一支执行力一流的‘四铁’先进连队”
挂在嘴边。无论点名还是开会，他总
是不失时机地讲目标、谈愿景。

私下里，我听到个别战士抱怨：“连
长总讲那些够不着的东西，太空泛、不
实用，踏实干好手头的工作不香吗？”其
实，我对此很有同感。于是，自以为懂
战士的我，平时对连长提出的目标避而
不谈，讲评时只说我抓的事。

很快，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两
个连主官，谁在位谁抓的事就完成得
好，而另一个人抓的工作就会打折扣。

我不由得想起之前听“老机关”
讲过的事：有的连队主官互相拆台，
当面说风凉话，背后吐槽，甚至开会
争着搞“一言堂”，战士们疲于两头应
付，单位也从先进跌成了后进。还有
的连队主官之间有着“不用言说的默
契”，各抓各的、互不干扰，导致官兵
干工作“见风使舵”，连队建设始终拧
巴着……

想到这里，我不禁一身冷汗。当
初听的时候不以为意，没想到自己也
犯了同样的错误。再回头想想，虽然
我不关心连长抓的事，但他帮我可不
少，无论思想教育、理论学习，还是组
织政治工作实战化训练，他都出过很
多好主意。

认清自己的狭隘后，我开始主动
补台，对连长抓的事，我也同样抓紧
抓好。时间一长，我逐渐理解并认同
了他提出的连队目标——

这两年正是旅队跨越式转型建设
的攻坚阶段，一系列新理念、新技术、
新战法落地基层，官兵们思想和行动
跟不上的问题比较突出。连队事多
任务重，如果没有统一、明确的抓建
目标，大家会一头雾水，迷失奋斗的
方向。

经过反复磨合，去年 10 月初，我
和连长商量召开了支委会，一班人研
究确定了建设目标，并定下了“快干、
实干、巧干、善干，干就干成”的决心
和口号。

两名主官思想的统一，带动全连
形成共识。自此，“执行力一流”在全
连官兵中间口口相传。班排连的讲
评和日常教育都围绕目标展开。连
队大小事务如何安排，一下子就清晰
了，主官无论谁在位，连队各项工作
都能一以贯之地向前推进。

一个明确而持续的目标就像一粒
种子，在我和连长的合力浇灌下，已
在官兵心中生根发芽。在旅组织的
年终战斗射击比武中，我们连包揽了
优秀射手、优胜车组和优胜连队等荣
誉。“坦克一连执行力强、标准高”在
全旅上下有口皆碑。

回头看看这段经历，我感触颇
深：主官之间合不合拍，官兵心里都
明镜似的。连队主官密切配合，在官
兵眼中，就代表着党支部团结巩固。
这是连队稳心定神、凝心聚气的关键
所在。所以，把“搭档抓的事”抓好，
就是在抓好“自己抓的事”；维护搭档
的威信，就是在树立自己的威信。

主动把“搭档抓的事”抓好
■第81集团军某旅合成一营坦克一连指导员 江雨春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鸽哨声伴
着起床号音……”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昆木加，
这个矗立在海拔 4960米的边防哨所，
在晨光中熠熠生辉。

唱完饭前一支歌，我匆匆吃完早
饭，急着赶回班里。
“干什么去呀，排长，这么急？”走

廊里，中士班长李文叫住了我。
“我今天要去巡逻！”我挥了挥手

就跑开了。
今天确实值得“Mark”一下，我军

旅生涯的第一次边防巡逻。
山河冷、风月寒，将士勇、驻边

关！边关将士们手握钢枪，激情满怀，
用脚步去丈量祖国的边防线，站在界
碑处，庄严地喊出“我站立的地方是中
国”。只要想一想这些，我激动的心就
快跳出了嗓子眼儿。
“我明白你们第一次参加巡逻的

心情，但一切行动要听指挥……”早上
9点半，巡逻分队整装待发，连长薛山
定特别强调。这次巡逻，除了我，还有

4名刚毕业的排长参加。
看着车窗外渐行渐远的营区、空荡

荡的路面、冰封的雪山，我渐渐走了神。
“想什么呢？”坐在我旁边的战友

周炜拍了拍我。
握紧巡逻车上的把手，我笑了笑，

说：“我在想，我们的青春奉献在这么
艰苦的地方，到底是为了什么？”

正说着，车辆一阵颠簸，停了下
来，连长让所有人下车。原来，前往目
标界碑的路不通车，只能徒步前往。

刚一下车，一阵山风吹来，像一盆
凉水泼在身上，我来不及感受这份寒
冷，赶紧列队。眼前之景让人顿时开阔
了很多：雄鹰在头顶盘旋，连绵的雪山
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银光……
“大家第一次巡逻，安全第一，身

体有任何不适要及时说出来……”连
长的大声嘱咐紧紧拽住了我的思绪。

前行的小路又陡又窄，像一条丝
线缠绕在荒原上，右侧靠着山坡，左侧
是万丈深渊。这条姑且可以称为“路”
的路，是边防战士们年复一年、日复一

日用脚蹚出来的。
走了一个多小时，小路仍看不到

尽头，越往前越难走。随着海拔的升
高和体力的消耗，我们这些“新手”开
始跟不上队伍，呼吸也越来越困难。

看着身边老兵们的淡然从容，望
着那一张张冻得通红的脸，不难想象，
前辈们在这里经历了多少岁月的磨
砺，又流了多少热血与汗水。

下午 2点，我们终于到达了此次巡
逻的目标界碑。大家轻轻拭去界碑上
的灰尘，展开国旗，举起右手，庄严宣
誓：“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中国！中
国！”我们的声音在山谷中久久回荡。

站在山顶，眼前是界碑，不远处
是肃穆神圣的国门，远方是绵延的雪
山，勾连成长长的边防线。看着这一
切，我感慨良多，来时的问题也有了
答案——因为我是一名军人，一名光
荣的边防军人！每个人的青春都会
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的青春就是
迷彩与芳华激荡出的壮美交响。

（邬 军、马世豪整理）

第一次边防巡逻—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排长 陈武斌

落笔的此时，我正随连队在高原
驻训，这是我的第一次高原驻训。

去年上山时，我还是一名上等兵，
如今已经是一名士官了。战斗在高原
的日子里，我褪去了稚嫩，收获了成
长。老班长们都说，我这个“兵娃娃”
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以前听班长们讲过很多在外执行
任务的故事。当我知道连队要征战新
的海拔高度而自己也在驻训人员名单
时，我既兴奋又期待。

终于等来了出发。车队行驶在狭
窄蜿蜒的山路上，一面是峭壁，一面是
悬崖。每次转弯，我都不自觉攥紧拳
头。

我是一名驾驶员，过去总对自己
的技术很自信。这次，我看着老班长
从容不迫地应对如此艰险的路况，才
知道自己还差得远呢。

天空澄澈、白云悠悠、雪山圣洁，
现在回想起来，沿途美景不断，我却无
心欣赏。高原反应来得比预计要强
烈，头痛、呕吐，夜里睡觉时胸口总像
压着一块大石头。

“太难受了”“休息一下吧”“实在
不行就申请去医院”……我脑海中闪
过无数想法，甚至打起了退堂鼓，但
每每这个时候，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告
诉我不能轻易放弃——“你要当个好
兵，好兵是不会在困难面前退缩的！”

到达驻训地的第二天，分队要架
设装备。集合前，指导员特意叮嘱我
要好好休息，先不要参与工作。但哨
声一响，我还是立马跑了出去站在队
列里。
“杨亮，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班

长的声音像一声炸雷突然响起。“报告
班长，我没事，我能干活！”这是入伍近
两年来，我第一次“顶撞”班长，“很多
战友也是第一次到海拔 5000米以上高
原驻训，他们都在咬牙坚持，我为什么
不行？”

我至今记得当时班长先吃惊后赞
许的眼神，他心里想的一定是：我带的
兵好样的！
“冷的边关热的血。”这句话，我从

前听过很多次，却一直不理解。这半
年多来，自己置身于这“冷”与“热”当

中，体会了高原军人的艰辛，我才读懂
了它，也渐渐理解了奉献的意义。

生活用水，以前在我看来就是件
“小事”，因为自来水可以随便用。但
这次在高原上，要到 100 公里外去取
水，水量更是有限。我现在每次舀水，
总是把瓢在桶上掂一掂，再倒回去一
些，确保一滴水都不浪费。
“儿子，怎么感觉你成熟了不少？”

前段时间和妈妈视频通话，她看着我
感慨地说。
“长大了呗！”看着屏幕上皮肤略显

粗糙、还染上“高原红”的自己，我自豪
地回答。在高原短短几个月，时间已经
在我的脸上和心坎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心之所向，便甘之如饴。如何成为
一名合格的兵？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
底萦绕。在高原，我找到了答案。我看
到了军人该有的样子，理解了扎根奉献
的意义，感受到了深厚的战友感情，练
强了打仗本领，这一切最终积聚成自我
成长的一层层垒土。我想，现在我可以
说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兵了！

（苏延强整理）

第一次高原驻训—

“我理解了奉献的意义”
■西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某连下士 杨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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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巡诊路险，冯杰（左一）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妻子舒媛（左二）。
图②：冯杰（右一）、舒媛（右二）夫妻俩和一起巡诊的战友，为执勤

哨兵送医送药。

图③：舒媛（右一）正在为一名战士检查受伤的脚趾。

第一次蹒跚学步，第一次牙牙学语，第一次

背起书包走进课堂，第一次打好行囊步入军营，

第一次射击，第一次站岗……一个人会经历很

多“第一次”，每一个节点在他人看来或许微不

足道，而当事人可能对此刻骨铭心，因为这些节

点有时会不经意间影响其前行的轨迹和方向。

本期的两篇来稿，分别写的是一名战士的

第一次高原驻训和一名排长的第一次边防巡

逻。希望他们的故事，能给其他官兵以激励、给

带兵人以触动。“人生的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

却只有那么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愿

官兵们每一个重要的“第一次”，都能成为他们

军旅人生的“紧要处”。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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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近日，在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开展的
政治工作比武中，杀出一匹“黑马”，该
部所属某队雷达操作手、四级军士长
邓正勇夺第一，一时间成为官兵们热
议的话题。

政治工作比武，战士缘何能夺得
第一？原来，该部平时开展政治工作
一直坚持走群众路线，让官兵们广泛
参与。

该部通过开展“党员微党课”“士
兵小课堂”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让
具有理论和实践基础的战士，积极参
与理论研究、思想教育、新闻宣传、文
体活动等工作，并将优秀苗子纳入“四
支骨干队伍”重点培养，锻炼出一批素
质过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手。邓正就

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在得知部队即将组织政治工作比

武的消息后，邓正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向上级机关表达了报名参赛的愿望。
该部领导认为，比武既是“比”更是
“训”，借此提高“四支骨干队伍”能力
素质，本身就是比武应有之义，于是同
意了他的申请。最终，邓正成为 18 名
选手中唯一一名战士代表。

为了比出好成绩，邓正参赛前还专
门请教了一些“老政工”，进一步提高
了自己的能力素质。

比武开始后，邓正身份“抢眼”，表
现更“抢眼”——笔尖上比“记功”，舌
尖上拼“讲功”，思维上较“谋功”……
经过一番激烈角逐，邓正一路过关斩
将，第一天就夺得首个比武课目的第
一名。在第二天的比武中，邓正同样
表现出色，特别是他展现出的扎实理
论功底和实践经验，让评委和观赛官

兵为之叹服。
邓正夺冠的势头正猛，但不少官兵

对他能否最终胜出都打了一个问号。
毕竟，这次比武的主体是政治工作干
部，如果让一名战士拿了第一，那岂不
是让政治工作干部下不来台？可出乎
所有人预料的是，在后面的课目中，邓
正仍然一路领先，最终凭借总分第一
的成绩夺得此次比武的冠军。
“比武不能以身份论英雄。”谈及

此事，该部领导态度鲜明，“比武既是
比能力，更是比风气。只有用一把尺
子量长短，公平公正对待每名参赛选
手，才能真正比出动力、比出水平。”

政治工作比武，战士夺得第一。某
队教导员傅超深有感触地说：“做好基
层思想政治工作，摸准官兵活思想是
关键。邓正勇夺第一的很大原因就是
知兵懂兵。这也是我们在工作实践中
要更加努力做好的事情。”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政治工作比武杀出“黑马”

一名四级军士长最终夺冠
■吴东东 申 振 本报记者 安普忠

新闻前哨

翻达坂、绕急弯，山路崎岖、雪大风
急。隆冬时节，记者跟随陆军第 951医
院巡诊小分队，向海拔 5200 多米的地
域徒步进发，为驻训官兵送医送药。

途中，每到艰险处，总会见到一
位少校男军官搀扶着一位上尉女军
官。一次，女军官的鞋带松开了，差
点将她绊倒。男军官见状，赶忙俯身
帮她系好……
“他们是一对‘90后’夫妻，同年同

月同日生！”该医院卫勤训练中心主任

袁龙告诉记者，丈夫叫冯杰，是一名医
师，主要负责医院高原医疗点的日常
训练、卫勤保障等工作；妻子叫舒媛，
是该医院创伤骨科的一名护师。受命
到高原执行任务后，无论分内分外的
活，她都抢着干，被官兵们称为“知心
姐姐”。

跋涉在风雪边关，记者的心被夫妻
俩的故事牵扯着。

去年 8月，刚休完产假的舒媛，得
知医院选派人员到高原执行保障任务
后，第一个报了名。院领导考虑到她的
实际情况，没有批准她的请求。“有经验
的同事们长时间抗击疫情，已是疲劳作
战；新毕业的战友，临床经验不足，还是

让我去吧。”在舒媛的“软磨硬泡”下，领
导只好同意。

没过多久，冯杰也主动请缨上高
原，与妻子并肩战斗。数月来，无论是
组织卫勤训练、带队巡诊，还是参与战
备值班，冯杰干得样样出色，多次受到
上级表扬。

记者了解到，这些年，只要一有任
务、只要任务需要，冯杰、舒媛都会毫不
犹豫地冲锋在前。“有一个道理不用讲，
战士就该上战场。”同为军人，他们深知
自己身上军装的分量。

巡诊结束，走在回营的路上，冬日
的阳光正好洒向我们，夫妻俩携手前行
的背影披上了一抹金黄。

夫妻双双上高原
■本报记者 李三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