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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感言

阳春三月，江南水乡早已草长莺
飞，西北边陲却依旧冰天雪地。尽管外
面空气寒冷，但新疆喀什军分区克克吐
鲁克边防连的官兵们却发自心底地感
到一阵阵暖意。

前不久，这个连队接收团部送来的
给养物资、训练器材时，意外收到了两
个特别的包裹，瞬间让全连官兵沸腾了
起来。

在官兵的注视下，指导员李建阳迫
不及待地打开包裹，发现里面是款式不

同、颜色各异的 40多条围巾。仔细端
详，围巾上的针脚细密却不规则，不难
看出：这些围巾都是手工编织的。

该连常年驻守在海拔 4300米的帕
米尔高原，守防点位大多在海拔 5000
多米的冰川达坂，冬季大雪封山长达 5
个月，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30多摄氏度，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官兵的保暖工作
显得尤为重要。

欣喜之余，官兵们取出包裹中的
围巾，相互传递着，感受着浓浓的

暖意。但这又是谁寄来的呢？李建
阳按照包裹上留下的联系方式拨通
了电话，得知对方正是给很多边防
连队寄过围巾的赵中福和张娥梅两
位老人……

代表全连官兵表达完谢意后，李建
阳决定，把这些珍贵的围巾用作对巡逻
标兵和训练标兵的奖励。

中士孙晓坤是连里的训练标兵，他
如愿获得了一条黄色的围巾。平日里，
他舍不得戴，就放在内务柜里。孙晓坤

说：“这是我当兵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
礼物。看到它，感觉高原的冬天没那么
冷了！没啥说的，我肯定把武艺练精，
把边防守好，让人民放心！”
“感谢社会各界对边防官兵的关心

厚爱，也许我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一
定有人挂念！边关有我们，请放心！”正
如李建阳给老人的回信中所言，连队官
兵纷纷表示，要把这份鱼水深情，转化
为戍边守防的不竭动力，扎根高原、建
功边防。

“看到它，感觉高原的冬天没那么冷了”
■陈少杰 李文斌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柯青坡：赵爷爷您好，我是北部战

区陆军某边防旅排长柯青坡，2018年

军校毕业后到祖国北疆担任边防排长，

今年是我为祖国守边的第3年。

这两天，我正好休假在家，在网络

上看到您给边防官兵寄围巾的故事

后，十分感动，非常想见到您，所以就

冒昧地找过来了。我和战友们特别想

知道您为什么会给边防官兵寄围巾，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现在大概寄了

多少条了？

赵中福：没有为啥。非要说起来，
我爹解放前曾担任过农会主任，是当时
全村唯一一名地下党员。我至今还记
得当年他对我说：“送信要保密，不能让
别人知道，不能送给别人，要送给指定
的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就是把信吃
掉，也要保证信的安全。”

解放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又
跟着我娘一起炒面、烙饼、织花、纺布、
纳鞋垫，然后通过政府送到前线去……

10 多年前，我从电视上看到边防
战士们在大雪中站岗巡逻，一张张小
脸冻得通红，就想着应该像当年一样
为他们做点儿什么。后来就想到了给
他们织围巾。至于你说寄了多少条，
我真没数过，反正到现在已经寄了 10
多年。

柯青坡：在寄围巾的过程中，您有

哪些印象深的事，有啥困难？

赵中福：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
邮局的路上，我们开的电动三轮车没有
电了，那天刚好又下起了雨，因为怕淋
湿了要寄的围巾，我们就一边推车，一
边护着，就是不想让边防战士收到的围
巾是湿的……

要说困难，只有一件事，就是刚开
始的时候，长河（老人的孙子）在网上查
到的部队地址好多是错的，结果寄去的
围巾被退了回来。

柯青坡：我刚才看到和您一起织围

巾的是一个小女孩，她是谁？

赵中福：她是我的重外孙女申嫚，
今年 13岁了，她从 7岁起就开始跟着我
们一起织围巾。

柯青坡：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有

点全家总动员织围巾的意思！我看到

您家里墙上挂着许多奖状，您儿子赵红

亮因为捐资助学、支教助农荣获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我

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培养出来这么优

秀的儿子的？

赵中福：在红亮能听明白好赖话的
时候，我就开始培养他为党作贡献，告
诉他要为党奉献一切，懂得感恩。我对
我们全家人的要求都是这样。打小我
爹一直对我说，在困难危险面前，不仅
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共产党员的家人
也要冲锋在前。

（电话连线在海南大学当老师的赵

红亮）

柯青坡：赵老师您好！我现在正在

您老家和您父亲聊天。听说您之前捐

资助学的时候用的名字叫“向群弟”，我

特别想知道您当时为什么选择用这样

一个名字？

赵红亮：原因很简单，因为崇尚当
年在抗洪中牺牲的英雄战士李向群！

柯青坡：原来如此。听说您的侄

子（赵长河）马上也要去当兵了，并且

希望去新疆，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

赵红亮：应该说，以不同形式来爱
国拥军就是我们家的家风！现在我父
母年纪大了，也轮到儿孙辈接过他们的
担子了！长河马上要当兵，我希望他不
要怕吃苦，吃苦就是吃补。另外要谨
记：有国才有家，到了新疆边防线上，要
练好本领，守好我们的国家。

（即将参军的赵中福老人的孙子赵

长河正在旁边的房间里整理行囊）

柯青坡：长河，我看你的行囊里还

放着一条围巾，这是要带去部队吗？

赵长河：这条围巾是我外甥女申嫚
织的。我带着这条围巾去部队，就是想
时刻提醒自己，虽然我暂时离开了家，
但我的家人们都在注视着我，期望着我
在部队好好干！

柯青坡：说得好！马上就要入

伍了，你有什么想对我们边防战友

说的吗？

赵长河：套用一句歌词吧——小时
候，我和爷爷一起给你们织围巾；长大
后，我就要成为你！我会像所有边防战
友一样，替祖国和人民守好边防！

（照片由作者提供）

祖孙四代的拥军情
—一位边防排长对话赵中福老人一家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排长 柯青坡

今天晚饭前，连队专门为我组织
了一场表彰仪式，连长在“3000米跑
龙虎榜”上写下“列兵王泽玉，9分
47秒”的字样。目睹此景，我的心中
充满自豪，同时也多了几分别样的滋
味，因为我击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
的新兵班长黄军。

入伍前，我就是同学眼里的“长
跑冠军”，高中时学校举办运动会，我
曾经连续两次夺得 3000 米比赛第一
名。入伍后，新兵连第一次组织 3000
米跑测试，我以 10分 30秒的成绩率先
冲过终点。此后，新兵连 5 次组织
3000 米跑比武，我更是 4次获得第一
名。唯一一次屈居第二，是有一次新
兵老兵同场竞技，我败在了黄军手上。

那次冲过终点，我累得大口喘
气，班长黄军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
膀，我俩相视一笑。他是第一个击败
我的人。

下连后，黄军依然是我的班长。
我感到这纯属巧合，后来才知道是连
长的刻意安排，他希望我能够超越班
长。但当时，我没有读懂连长的良苦
用心，每次组织 3000米跑考核，我总
是跟在班长后面。

直到两个月后，连长借着谈心交

心的机会说出了这件事。“你就想一
直当个‘千年老二’？”听了连长的
话，我一下子蒙住了，半天说不出话
来。连长见状继续说道：“虽然黄军
是你的班长，但比武场上不分兵龄长
短、职务大小，你要记住，最好的传
承是超越！”
“我为什么不能超越班长呢？”走

出连长的房间，这个问号一直萦绕在
我脑海。回到宿舍，我把这句话写下
来，贴在床头，当作我每天醒来努力
向前的一种激励。

没想到，班长无意间看到后欣喜
万分，不仅主动教我科学训练的方
法，还为我量身订做了一套“训练套
餐”，每天监督我训练。就这样，10
分 25秒，10分 12秒，10分 02秒，9分
58秒，经过半年的努力，我终于冲破
了 10分钟大关，与班长 9分 55秒的最
快成绩非常接近了。

上周，连队再次组织 3000米跑测
试，我以 9 分 47 秒的成绩夺得第一
名。宣布结果的那一刻，我与班长紧
紧拥抱在一起，连长也在不远处为我
使劲鼓掌。

（曹笑瑜、张 帆整理）

9分 47秒：我终于超越了班长
■第80集团军某旅装步一连列兵 王泽玉

“陈文泼，单杠卷身上成绩打破旅
队纪录！”

阳春三月，正是练兵好时节。第
75 集团军某旅军事体育运动会如期
而至，器械场上，在众人的欢呼声
中，参赛选手陈文泼单杠卷身上课
目成绩定格在 518 个，创下旅队该课
目新纪录。
“这一刻的荣耀，源于他像许三多

一样的坚持！”欣慰又心疼地挽住刚刚
下杠的陈文泼，班长张军如是说道。

2019 年 9月，第二次报名参军的
陈文泼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向往已
久的绿军装。从走进军营的第一天
起，陈文泼就在心里暗暗发狠——一
定要干出个样子来！

然而，骨感的现实很快便浇了陈
文泼一盆冷水，俯卧撑、3000 米跑、
单杠等基础课目，他有一半达不到合
格标准，新兵连第一次考核他就垫了
底。当时，看着公示栏张贴的成绩排
名，陈文泼不禁开始质疑自己的选
择：“难道自己不是当兵这块料？”

短暂的怀疑过后，要强的陈文泼
跟自己较上了劲——从哪里跌倒，就
从哪里爬起来！从此以后，饭前饭后
器械场上总会出现他的身影，晾衣房
更成了他每天就寝前加班强化的“秘
密基地”。慢慢地，他的名字开始从
成绩表的下端逐渐上移。3 个月后，
陈文泼在新兵结业考核时成绩全优，
被评为“优秀新兵”。而这远远不是
终点，陈文泼的“士兵突击”才刚刚
开始。

去年 10月，旅队为集团军“南疆
杯”比武竞赛选拔尖子，陈文泼第一
个报名。结果，第一轮筛选过后，陈
文泼就遭淘汰……回到连队后，战友
们发现，陈文泼的训练内容增多了，
训练计划变密了，训练时间更紧了，
他好像憋着一口气在等待着什么。

这不，机会又来了！旅队要举行
第 3届“防空卫士杯”军事体育运动
会，看到通知的陈文泼第一个报
名。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参赛
前，陈文泼向班长承诺，定会带着

奖牌回来。谁料单杠卷身上课目比
赛开始，天公不作美，轮到陈文泼
上场时，突然下起了小雨，并且前
面的参赛选手已有人突破 300 个大
关，创造了纪录。

陈文泼上杠了！ 1 个， 2 个， 3
个……100 个，200 个，300 个……随
着数量一个个增加，陈文泼的手掌也
慢慢被磨破了皮，汗水、雨水、血水
融在一起。很快，前面选手创造的纪
录被陈文泼打破了。欢呼声中，陈文
泼依然没有下杠，他继续坚持着，
400个，500个……围观的战友越来越
多，加油声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
“518 个！”当陈文泼终于从单杠

上下来时，现场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
声。看着大家给自己竖起大拇指，满
脸汗水的陈文泼闭上了眼睛，泪水从
眼角滑落。他睁开眼，转向旁边的班
长张军，他用冠军向班长兑现了承诺。

一句话颁奖辞：一“杠”到底，

用打破纪录的方式实现逆袭。陈文

泼，你用实力证明自己“就是当兵这

块料”！

上图：比赛中的陈文泼。

李志发摄

518个：一名上等兵的“杠上”逆袭
■冯邓亚

士兵日记

小 咖 秀

3 月 10 日，本报刊发图片报道《一针一线都
是爱》之后，相继有多个边防连队官兵打来电话
或者发来照片。原来，他们和巴依木扎边防连一
样，都收到了老党员赵中福和老伴寄来的围巾。
官兵们特别想通过本报讲述收到围巾后的温暖，
并向这两位老人表达最真诚的谢意！

正在河南老家休假的北部战区某边防旅

排长柯青坡听说此事后非常感动，几经辗
转找到赵中福，代表边防官兵当面向老人
致谢！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海拔 4300 米的克克
吐鲁克边防连，分享边防官兵们收到围巾后的感
动；跟随边防排长柯青坡走进赵中福老人家里，
零距离感受这位老党员的拥军情怀！

木吉边防连收到赵中福老人寄来

的围巾。 詹乐腾摄

巴依木扎边防连收到赵中福老人

寄来的围巾。 肖 攻摄

卡梅斯台边防连收到赵中福老人

寄来的围巾。 王首允摄

克克吐鲁克边防连收到赵中福老

人寄来的围巾。 李建阳摄

赵中福老人就是骑着这辆电动车去邮局寄围巾。

邮寄前，老两口将围巾打包装箱。

赵中福、张娥梅老两口和他们的纺车。

这是两个关于“超越”的故事，

无论是追求卓越，还是后来居上，体

现的都是一种不服输的劲头。眼下，

受某些不良社会风气影响，“佛系”

“随遇而安”等消极心态也在沾染军

营，个别官兵开始盲目效仿，年纪轻

轻就显得活力不足、暮气沉沉。这非

常不可取！希望战友们都能像上文中

提到的两位战士一样敢于拼搏，也希

望这样令人奋进的故事再多些。

期待这样的故事再多些
■王亚龙

3月25日 星期四 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