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课背景

前不久，在东部战区海军某导

弹快艇大队机关党小组会上，大家

围绕主题教育发言时，有官兵感慨：

“这几年，海军先后入列一大批新型

主战舰艇，我们小艇以后没啥用武

之地了。”几天后，该大队政委徐庆

东跟随新一代“头门山海战英雄

艇”——2228艇执行海上任务。返

航途中，徐政委结合正在开展的主

题教育，在导弹间内为官兵进行了

一次随机教育。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９日 星期一 版面编辑/张磊峰 张良

士兵日记

Mark军营

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本版投稿方式：

人物小传：赵蓝天，2013年9月入

伍，现为火箭军某旅“导弹发射先锋

营”下士。入伍5年来，多次参加重大

军事演训任务，参与成功发射实弹 3

次，被所在单位表彰为“训练尖子”。

我叫赵蓝天，也许是“名”中注
定，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驭大
国长剑、破万里长空”的火箭军战
士，从此与蓝天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我的军旅故事，得从 3 个“1”开
始说起……

第一个“1”是“1号架”。我所在
的发射架是一营一连第一架，是我们
旅出了名的荣誉发射架，平常大家都
喜欢称呼它“1号架”。
“1号架”的“1”不仅代表着全旅

发射架编制的头一架，而且赋予了每
名官兵时时争第一的责任。我的班长
“导弹兵王”何贤达告诉我，我们“1
号架”的官兵不光要争荣誉，更要能
担当！

2014 年，我们旅首次接受军委首
长亲自抽点发射。发射当天，全旅所
有发射单元整装待发，我兴奋地等待
着抽点命令。
“三营 5架、四营 3架……”当抽

点单元宣读完毕，苦苦等待的我们却
依然没有听到熟悉而光荣的“1 号

架”。看着身边被抽中的战友，想到自
己这么长时间的付出，眼泪不禁在眼
眶里直打转。但当我看到一发发导弹
伴着雷霆般的轰鸣冲向蓝天时，我突
然明白了班长那句话的含义，我想那
份担当就是坚决听从号令。虽然那次
抽点与实弹发射失之交臂，但我们作
为火箭军战士的忠诚意识和号令意
识同样经受住了检验。

第二个“1”是“1 号手”。新训
时，因为训练成绩突出，我一下连就
被定岗为某号位号手，俗称“1 号
手”。这 5年，最让我难忘的还是第一
次打实弹的经历。

那年，我们旅首次组织全士兵单
元打实弹。当时，我刚从备份号手
“转正”不到一个月，听到能打实弹的
消息激动不已，但同时也倍感“压力
山大”。为确保此次实弹发射成功，短
短两天内我所在的发射单元就将流程
操练了 10多遍。为了把所有不可控因
素降低到最少，我熟记发射流程、操
作规程、把关要点直至烂熟于心。

当我按下点火按钮、远处的导弹
腾空而起时，看着天边的那个亮点，
我内心顿时百感交集，有收获的喜
悦、付出的释然，但更多的是骄傲和
自豪。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将打赢本
领化作胸前最闪耀的强军徽章。

第三个“1”是“1秒钟”。对于普
通人来说，1秒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但
对于我们火箭军官兵来说，1秒可能就
决定成败。

2015 年，我们旅首次采取集群控
制执行发射任务。如果哪套单元出现 1
秒误差，就可能导致发射任务失败，
甚至可能延误战机。

当时我们架打的是第 1发。在那
之前，我从没感到 1 秒钟有这么重
要。任务准备期间，我们的每一道指
令、每一个动作都是以秒来计算。发
射当天，我们用分秒不差的精确，奏
出一曲气势恢宏的“蓝天交响曲”。

作为火箭军的一员，导弹发射前 1
秒的刻度关系着能否准时发射的精
度，日常操作中 1秒的准度关乎着未
来战场上每一场胜仗的底数。这短短 1
秒，不正体现了实战化练兵的严实作
风么？
“1号架”的担当，“1号手”的职

责，“1秒钟”的严谨，从 5年前初入
军营时的青涩懵懂到今天强军路上的
自信笃定，这 3个“1”无时无刻不在
鞭策着我，让我不敢懈怠。几天前，
上级通知我们将再赴野外执行发射任
务，我的眼前似乎又出现了导弹飞向
蓝天的恢弘弹道……

（袁 帅整理）

逐梦蓝天，我与三个“1”的故事
■火箭军某导弹旅发射营下士 赵蓝天

本报讯 廖安琪、特约记者曾涛
报道：“七一”前夕，第 72集团军某
陆航旅组织紧急出动演练。与以往
不同的是，这次演练机关不再靠前
指挥，而是由各营连自行拟制方案
计划、自行开展输送计算。旅领导
介绍，虽然出动时间较之前有所延
长，但营连指挥员独立指挥能力在
这个过程中得到充分锤炼，同时也
找到了自身短板。

以往，考虑到遂行飞行任务的安
全性，每逢演训、紧急出动等任务，
从方案拟制到力量编成、分工协同、
野外宿营，机关事必躬亲。而营连主
官只需“依葫芦画瓢”，带领官兵抓好
落实即可。时间一长，导致基层过于
依赖机关，营连指挥员钻研打仗能力
欠缺。

“营连主官是作战计划末端执行
者，是联合指挥链条上的关键一环，特
别是改革调整后的‘旅-营-连’体制，
更是要求营连指挥员具备过硬的独立
指挥能力。”党委议训会上，旅党委一班
人深刻反思。随后，他们以新大纲为依
据，用大项演训任务逼着营连主官从幕
后走向前台。演训中，机关只负责整体
筹划和协调。从方案细化到集结编队，
从协同配合到一线指挥，全部由营连指
挥员负责完成。

近日，在多方向演训任务同时展
开的情况下，直升机营连主官自主筹
划，领航、机务、灯光等要素协同配
合，顺利完成海上空空导弹实弹射
击、夜间机降、跨昼夜高强度训练等
险难课目训练任务，指挥技能得到有
效提升。

第72集团军某陆航旅锤炼指挥员独立指挥技能

营连主官从幕后走向前台

6月中旬，营里组织步枪实弹射击，
我首轮上场就打出了十发十中的好成
绩。头回拿到“满堂彩”，兴奋之余不禁
回想起新兵连的首次实弹射击经历。

记得那时手握钢枪的我感觉就像
上了战场，激动不已。可正当我集中精
力据枪瞄准时，右边靶位突然传来“砰
砰”两声震耳的枪响，吓得我一哆嗦。
随后，枪声此起彼伏，我耳朵里全是“嗡
嗡”的声音，靶心在眼前晃个不停。我
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打完 5发子
弹的，不出所料打了个“光头”。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有老兵给我
支招，将纸巾捏成小纸团塞到耳朵里。
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管用，接下来的几次
考核我的射击成绩明显提升。

然而好景不长。一次射击考核结
束后，我从耳朵里掏出纸团时刚好被连
长逮个正着。“徐斌，你这是投机取巧，
上了战场怎么办？”连长当场判定我的
射击成绩无效。
“凭什么？”我嘴上没说，可心里怎么

也不服气。直到连长给我讲了红蓝对抗
演练中的一次失利教训，我才解开了心

中这个“结”。那次演练，震耳的枪炮声响
彻山谷，指挥所通知红方官兵避“敌”火
力，快速隐蔽伪装。没想到，当时红方一
些官兵耳朵里塞着纸团，没及时听清指
挥所命令，导致行动迟缓，吃了大亏。
“晕血的人杀不了鸡，怕水的人游

不了泳！军人害怕枪炮声，就不配上战
场！”我幡然醒悟。

自那以后，我不但再也没有往耳朵
里塞过小纸团，而且逼着自己主动适应
各种实战环境，练就打仗的真本领。

（黄腾飞、郭淑军整理）

耳朵里没了小纸团

我打出了真正的“满堂彩”
■第77集团军某旅装甲步兵六连列兵 徐 斌

6月15日 星期五 晴

这些天，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微信
朋友圈几乎都被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
出海进行首次海上试验的新闻刷屏了。

然而，兴奋之余，也有人提出疑问：
大国巨舰已成海军发展趋势，我们小艇
在未来海战中还能有作为吗？对此，我
的回答是：有，一定有！

大家先来聊聊这次执行海上任务
的感受。

旁白：官兵们纷纷发言，有的说这

次出海虽然风高浪急，但官兵们依然体

现出了顽强的战斗力；有的说这次任务

中途突然由训转战，让人真切感受到了

实战气息。

的确，我们本就是一支时刻准备打
仗的英雄部队。1951年“头门山海战”，
“英雄艇”的先辈们驾驶着仅有 25吨重
的 414 艇，单艇插入敌群，孤胆作战。
战斗英雄王维福更是先后 4次负伤依
然坚持不下火线，创造了中国海战史上
“小艇打大舰”的经典战例。曾经风靡
全国的电影《海鹰》，就是以此为原型创
作的。如今，新型导弹快艇代替了昔日
的小炮艇，成为守卫祖国海疆的“无影
利剑”。

旁白：聚精会神听着战斗故事，官

兵们仿佛穿越历史的天空，回到峥嵘的

海战岁月。

回顾了革命先辈们的英雄故事，我
想问：作为新时代的英雄传人，我们该
如何续写英雄的新荣光？

旁白：只见新战士曾子浩紧握右拳

站起来发言：“训练不怕苦，逢敌敢亮

剑，才有资格当英雄传人！”

曾子浩的发言，其实正是我想说
的。战争年代，革命先辈们不畏强敌、
血战到底，写下了一个个激情燃烧的英
雄故事；新时代，英雄的精神仍激励着
我们“平时当标兵，战时当利剑”。

小舰艇连着大使命。我们艇虽然
吨位比较小，但同样是海军战斗舰艇序
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演习演练、战备

巡逻……这些年，我们大队导弹艇南征
北战，圆满完成了 20 多次重大演习演
练任务，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小岗位也有大作为。任何时候我
们在考量武器装备这个定数的时候，都
不要忘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个“变
数”。我们的导弹快艇虽小，但武器装
备的理论基础与很多新型舰艇是一致
的，运行机理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学
深学透理论原理，用熟用精手中装备，
快艇也能有作为。

看看我们身边的战友吧。2213 艇
导弹发射兵王强，参加海军“蓝剑杯”导
弹专业比武取得第二名并荣立二等功，
靠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2217艇
枪炮兵张宏铭，第一次参加海军枪炮专
业比武就夺魁，靠的也是长年累月的钻
研磨砺……

一个人的脊梁，不是骨头而是精
神；一支军队的脊梁，不是武器而是军
魂。“小艇建奇功，决战当先锋。”同志
们，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领土安全的使
命和责任，时刻警醒着我们：只有平时
我们的操作速度比别人快一秒，打击精
度比别人高一点，战时我们才能多一分
胜算。

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同志们，
强军目标召唤我们书写英雄部队的新
荣光，我们准备好了吗？

(本报特约记者代宗锋、通讯员王
珏整理)

强军征程上，小艇同样有“用武之地”
■东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政委 徐庆东

课堂回放

“全体注意，集合！”听到哨音，
我急忙向集结地点跑去。看着导调人
员手里又拿着一份作战文书，我不禁
在心里感慨：这次毕业综合演练，戏
可真多！
“第二列第四名！”
“到！”万万没想到，这次导调

情况竟然点到了我，我心里不由打
起了鼓：“千万别抽到我不熟悉的课
目！”
“现由你担任班长，架设基本指挥

所与前进指挥所间的通信线路。”
“什么，居然让我当班长去架线

路？”真是怕啥来啥，面对这个完
全陌生的课目，我有些发懵，甚至
连答“是”的底气都没了。愣了几
秒钟后，我犹犹豫豫地开始分配任
务……

可还没等我下达完课目，导调组
就喊了停，当场宣布由于我专业技

能 掌 握 不 到 位 、 对 预 设 情 况 不 熟
悉，此次有线通信要素开设演练失
败。
“报告！教员，我是负责内线线路

引入的，架设班的工作不是我的本
职。”作为大家眼中的“学霸”，因为
个人原因拖了学员队的后腿，这多少
让我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便硬着头
皮为自己辩解。见状，战友们也开始
纷纷为我声援，“对啊，架设线路以前
都是由男学员负责的”“我们女学员从
来没练过这个课目啊”……

听到这里，导调教员反问我们：
“如果架设班的男学员‘牺牲’了，你
们女学员就不打仗了吗？”第一次见到
和蔼的教员变得如此严肃，现场顿时
鸦雀无声。
“岗位分工不同，并不意味着每名

官兵只需要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教员的话像一记重锤，不断敲击着我

的内心。当晚的复盘检讨会上，大家
纷纷对表反思——“以前总认为打起
仗来轮不到女兵”“习惯了重活累活由
男学员去干，突发情况让骨干去顶，
缺乏对自己的锻炼”“身份认知中女孩
子先于女军人，自我认定里战斗员先
于指挥员”……

找准了问题的症结，我们女生中
队决心再战。第二天的复盘演练，大
家纷纷化身“女汉子”，架设线路课
目，人人争着扛络车、搭帐篷，而我
则抡起了最重的那把铁锤，使劲砸向
天线地钉……

毕业演练，身为“学霸”的我拖了后腿
■武警工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五大队14队学员 栗森阳

值班员：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

三连连长 周义人

讲评时间：6月26日

最近我发现一个现象：周末有部
分班下午一起床就开始打扫卫生，比
规定收假时间提前了近 2 个小时。了
解得知，原来是部分班长担心正常收
假后时间较短，卫生打扫不彻底、标准
不高，在营连组织的内务卫生检查评
比中“冒泡”。对此，不少同志也颇有
怨言，本来半小时的工作量，却要花几
个小时来完成，干活的效率和积极性
大打折扣。

同志们，保持内务高标准固然值得
提倡，但不应该以牺牲战友们的休息时
间为代价。希望班排长们改进工作方式
方法，摒弃靠时间保质量的老做法，严格
遵守条令要求，合理安排时间，切实提高
效率。

（付江波、杨 勇整理）

“提前收假”不可取

值班员讲评

基层官兵＠新时代·我与强军目标同行③

主题教育大家讲

6月下旬，东部战区陆军某炮兵旅按计划组织野外驻训，临行前，他们邀请部分优

秀官兵家属参加出征誓师动员大会。上等兵陈登相的姐姐，虽然怀有身孕，依然顶着

酷暑送弟出征。

陈坤丰、刘志毅摄影报道

姐姐送我出征

新闻观察哨


